


第一节 清末时期

清末，四川官办学堂的经费主要

出自官府，地方办学多出自地方公产、

公益捐或过去书院遗留的学产收入。

私塾一般由办学者(家族或私人)提供

馆舍和塾师报酬，也有一些私塾的塾

师报酬直接向学生收取。当时筹集教

育经费形式多样，名目繁多。除四川

总督部堂临时作出规定或报请清廷批

准作出规定者外，举凡地方政要，富绅

宿儒，庙堂神会、会馆、宗祠都以实际

需要出发，采取多种办法，筹款兴学。

主要有以下几种。

公捐 这是当时提倡的公德之

举。公元 1871 年，四川总督吴棠督促

属员捐建成都少城书院，一切工料费

用都来自捐助；吴棠自捐廉银 1，000

两，各府、州、县捐银 5，200 两，全部交

成都知府典商生息，每年收息银 620

两，用于开支教习薪俸。1875 年，四

川学政张之洞主持捐建尊经书院，所

有经费由全省“绅粮”公捐，分层筹集，

经费收入和书院监修均由民众办理。

征费 1877 年，总督丁宝桢裁撤

各县佚马局，创设三费局，决定每宰

猪 1只，征收钱 160 文，除供地方三费

之用，一部份作为办学经费。

学田 以田租收入兴办学堂。

1887 年，张之洞为增筹地方教育经

费，著文《劝置学田》，“公捐一款置买

学田，三年收获之租，可供两考束脩之

数”。于是四川各府、厅、州、县都兴办

学田，租息收入作为当地办学经费。

购买学田的价款皆由地方筹集、富绅

捐助。仅成都、华阳两县就置买学田

400 余亩，值银 43，700 两。

户粮房经费余额和庙产富余



1901 年，清廷命令，改书院为学堂，

1902 年四川督府设立学务处，督办全

川学堂事宜。各属察提庙产富余并革

除户粮房典吏“顶参费”(户粮房典吏

每五年满役一次，继之者叫“顶参”，顶

参应交顶参费，大县二、三万两，小县

数千两)，用以提供办学常费。以上款

项全省每年共可得银 200 万两。

钱粮契税羡余 1903 年，总督岑

春煊上奏清廷：“川省各属中小学蒙养

学堂，现已陆续开办，惟经费无出，恐

难持久。各房书吏，征收钱粮契税向

有羡余，数目较大，积习相沿，视为应

得之款，实不成事。现在学堂变举，费

无所出，在不烦扰地方的情况下，将各

房书吏每年所得钱粮契税的各项羡

余，一律充当办学经费”。

抽收斗、称息钱 1904 年，总督

部堂规定各属斗、称息钱一律抽收，用

于兴办学堂。

征收学费 四川兴学之初，学生

入学皆免交学费，1905 年，四川总督

锡良令各属从下年春开学起始，酌征

学费以补助办学经费之不足。

设立学务经费 1906 年，科举废

除后，学堂不断兴起。四川总督部堂

通令各属查报以往考试各项经费，将

原有宾兴、公车、学产、义卷以及培文

会、孝廉田、神会等用于科考的款项及

各属每年摊解的科场经费和考棚修缮

费用以及以往按年、按科、按考等各项

考试上解经费，一律照交学务处作为

学务经费，用于办学。

抽收契底 1906 年，省督府撤销

学政，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经

费每年于正厘项下拨银 3 万两，经费

不敷，1907 年，由布政使司、提学使司

联合通告各府、州、县抽收契底，按契

底价每银 1 两抽钱 4 文，此款作通省

学务专款。各府州县如有因他项政务

或地方学务已经抽收契底的，不得混

同减解，以确保学务经费的增加。

藩司拨款发商生息 1908 年，四

川通省农业学堂兴办，该学堂开办经

费由藩司拨给，另由藩司筹银 10 万两

发商生息，每年得息银 1 万余两，用以

支付常年经费。

朝廷让税 1909 年，清廷在《度

支酌加契税试办章程》中规定：“九分

契税还给省正耗学银四分九厘，作为

留省正耗学税”，“典税六分，拨二分四

厘作为典税学税”。

加捐、加税、提高学费标准 1909

年，将斗捐作为学钱，上市米、麦、杂粮

买卖双方各捐钱 1 文作为学钱。成都

县仅此一项每年可收钱 1，340 串。江

油县为兴办农业学堂加征船税，规定

货船每载抽钱1，000文。还有采取提

高学费标准、发放彩票、减扣兵勇粮饷

等办法增加办学经费。



个人捐资 清末，凡捐房地产业

值银 1000 两以上或现银 1000 两以上

者，均由川督奏请皇上嘉奖，并在本籍

建坊表彰。清廷在《奏定章程》实业学

堂通则中规定：官员绅富有能力慨捐

学款扩充实业学堂经费者，或筹集常

年学款自行创设实业学堂者，奏请皇

上从优奖励。此外，还实行“酬捐”，凡

捐 1000 金者，准送学生 5 名，不收学

费；捐 500 金者，准送 3 名；捐 300 金

者，准送 2名；捐 100 金者，准送 1名；

捐 50 金者，可送半费生 1名。

由于清廷的鼓励，省内各地捐款

兴学之风一时极盛。如广元曾文中捐

田业值钱 5，900钏，白银 1，500 两，合

计值银 6，900 两；长寿舒绍法捐白银

10，000 余两；会理州设女子实业小学

堂，孀妇王夏氏捐白银 6，000 两。捐

资兴学最为突出的是威远县吴天成，

1905 年秋，嘉定府属乐山、荣县、威

远、夹江、犍为、洪雅、峨眉 7县士绅聚

集成都，创办公立嘉定府中学堂于成

都西玉龙街，时为四川高等学堂北斋

学监吴天成，因兴学艰难，卖去祖业，

得银 2 万余两，全部用于创办学堂。

吴天成的祖业虽毁，而吴天成的名字

则与今成都天成街名并存。对于各界

捐资兴学的善举，督府均一一奏请朝

廷予以嘉奖。

第二节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各级学校经费仍多出自

公产、书院学产收入及清末划定作为

办学的各种捐税和用作办学的各种公

益收入。

1912 年，四川省临时议会针对前

清契底各款有由劝学所直接经收的，

有由经征局代收的，地方税也未尽划

分的情况，重新议定契底、肉厘、酒厘、

油厘、斗捐、称捐、船捐及其他大宗杂

款等专备学务之用，交由征收课代收，

劝学所按期将收入的款提回备用。同

时明确了用于教育的税种及征收办

法，以及在前清时规定各属分担的学

款照常抽收。

1914年，省府明令《四川省各厅

县屯抽收中资捐作为学款》，还制定了

抽收章程，其中规定：“凡产业买卖交

易后，对于中证人按契价实数百分之

三付给中资(酬劳费)，又于中资内抽

三分之一作为学款(中资捐)，为教育

经费新辟一条来源渠道。各县所收中

资捐，除为维持联合县立师范、中学的

解款及补贴小学、奖励小学之用外，还

规定所收中资捐十成提一成给通省模



范小学作常年经费。

民国初年，初等教育发展十分艰

难，省政府拨出专款予以补助，相应制

定了补助初等教育的三项原则：一、原

为公立初小，固定款项为正当损失，一

时不能恢复的。二、原为公立初小，学

生已至两班 80 人以上，增加班次已为

十分必要而又无款可筹的。三、私人

设立已满 5 年的初小，学生已至两班

60 人以上，办理合法，基本巩固，不足

经费在全年用款十分之三以内的 。符

合以上三条之一的初等小学由省给予

补助。

1913 年，原府、厅、州改制设县，

1914 年四川分别在成都、江油、江安、

涪陵创建省立中学。在中学不断发展

过程中，通都大邑私人集资创设中学

也为数不少，形成省立、共立、县立、私

立四种性质的中学。不同的中学，经

费来源各不相同。附设于国立大学的

中学，经费在未实行拨用国税以前借

用省款，由省按月拨给大学本部统收

统支。省立中学经费在省税项下筹

拨，1915 年省都督府通知各属，将通

省模范小学所提的一成中资捐，划给

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以弥补经

费不足。共立中学经费由共立各县摊

解，由于共立各县互不相属，摊解教育

经费不易，巡按使署作出决定，征收各

县房、地产买卖中资捐作为共立中学

办学经费。县立中学经费的来源不完

全一致，多数就地方情形酌量筹集，以

税费附加一项较多。至于私立中学经

费的来源，有的为个人捐资；有的为校

董事会募集基金存商生息作为常年经

费。如自贡蜀光中学占地 300 余亩，

最初就是由盐商集资创办的私立中

学。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则由主

办教会提供建校费和经常费。为鼓励

私人办学，省政府拨款对私立中学给

予补助，补助分常年性和一次性两种。

规定学生在 3 班以上，每班人数在法

定限度以内，学籍核准者；最近一年度

毕业会考及格人数至少为参考人数的

三分之一，学校成绩在乙等以上者；其

他一切能遵行现在教育法令办理者，

给予常年性补助，补助额最低 2，000

元，递增为 3，000 元、4，000 元、5，000

元、最高限额为 6，000 元。未受常年

性补助，因临时特别需要，经说明用

途，酌给一次性补助，补助额最多不超

过 6，000 元。

从 1918 年到 1935 年，四川处于

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期，战乱频繁，税

归军饷，地方教育经费由军阀代征代

拨，应上解省的肉税(省教育经费的主

要来源)也普遍被截留挪用。教育经

费严重不足，部份学校经费陷于十分

困窘的境地。这一情况曾引发议学冲

突和全省教育界多次举行罢课索薪，



要求教育经费独立收支。为了缓解教

育经费不足的困难，省和地方采取了

以下措施：

提高学杂费收费标准 每名学生

收费与教育科的规定相比，私立高中

高出 4．5 元；公立高中高出 2．7 元；私

立初中高出 3．85 元；公立初中高出

1．3 元。(当时米价每市斗 1．2 元)。

专项筹集实施义务教育经费

1926年，省政府颁发《四川省实施义务

教育大纲》，《大纲》规定了筹集固定的教

育经费和筹集办法。接着省政府又制

订了《四川省各县实施义务教育规程》，

要求各县筹集义务教育经费，应就该县

学龄儿童与教师及学校总数所必须的

款项，分年、分地普及教育的预算计划，

量入为出，妥善办理，并订出各县区原有

经费整理办法：(1)学田竞佃，应依学产

竞佃规程办理。(2)各项附加及民众杂

捐应切实清厘，剃除积弊，由教育局长拟

具办法，呈请省长公署及教育厅长核准

施行。(3)各县经费，或由全县统筹，或

各区分筹，由县知事及教育局长同县议

会酌量情形拟定办法施行。为此要求

各县制订出“保管条例”报省府批准，以

确保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的经费。

发行教育公债、预借肉税，偿还各

校欠薪 1926 年四川省教育经费收

支处发行教育公债，并公布了教育公

债细则。《细则》不仅说明发行教育公

债票是为补发各校教师欠薪。同时，

还阐明偿还教育公债资金的来源：(1)

从每月税收实数中提十分之一；(2)猪

羊税票工本费照原价加收一倍；(3)收

支员保证金存入银行得到的利息。当

年发行教育公债虽然增加了部分经

费，但仍不够教育开支，省教育厅又令

各县教育局发行肉税预借票 20 万元，

以解燃眉之急。

1935 年四川各县实行肉税包额

作为教育专项经费，统筹统支，省府提

出教育经费独立的四项办法并付诸实

施，至此教育经费来源有了基本保障。

1936～ 1937 年度各县教育经费和

1935～1939 年度省财政拨给教育的

经费如下表：

四川各县教育经费与年收入情况



四川财政总收入及其省库拨给教育的经费百分比

1940 年，四川实施普及国民教

育，省府制定了实施办法，规定各县市

国民教育经费应逐渐达到自给自足。

乡镇中心校及保国民学校的经费，由

县市自筹，从整理地方公款、公产，经

营公耕及从发展事业中提取部分列入

教育经费。乡镇中心学校的开办费及

设备费在县市教育经费项下支给。保

国民学校的开办费，由所在地方自筹，

不足时，由县市政府补助。训练师资

经费由省府在省教育经费或中央补助

经费项下支给。边远贫瘠县推行国民

教育的经费，由省呈请中央补助。

1941 年，省教育厅又按省府决定，规

定各县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经常费应

由各县统筹支配，全部列入各县地方

预算，不得责令各保自筹。各乡(镇)

保以筹集学校基金及教员学米津贴为

限。同时规定学米津贴，小学教职员

每人每月 1 市斗至 3 市斗米或 2 市斗

至 6 市斗谷为度。1948 年，省政府依

行政院令，通令各县(市)，保国民学校

及中心国民学校，统称国民学校，依法

隶属于县政府，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

统筹支给，国民学校亦应依照规定切

实筹募基金。国民学校经常费，如县

级财政不敷开支时，经县参议会议决，

报省政府核准可举办学谷捐，乡(镇)

公有款产收益及乡(镇)造产收益，应

以百分之五十拨充国民学校经常费，

各县应依法确立教育特种基金，原有

的学款学产应切实清理，将溢收部份

归入特种基金。

按照以上规定，四川实施国民教

育，经费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省府拨款补助 1940 年，省府第

四一八次会议，通过补助各县(市)国

民教育经费标准：(1)各县(市)实施国

民教育，所增加的中心学校、国民学校

小学班，每增加一班补助 100 元。(2)

各县(市)就原有的短期小学改为小学

班后，每班补助 50 元。并且明令各县



(市)，在财政收入有增加时，教育文化

费亦应依照比例增加，原指定的教育

款产，同整理后增加的收入，全数拨充

教育文化费，上年度节余的教育经费，

应全数纳入本年度教育事业预算继续

使用。

公共造产 为了扩大县(市)、乡

(镇)中心校及保国民学校经费来源，

四川省政府丁 1940 年制定了公共造

产办法大纲，实行公共造产，增加了国

民教育经费。其办法是尽量拨用公有

土地及资金和利用小学三、四年级及

民教班学生、妇女会会员、合作社社

员、学生家长开展公耕田地、采集出售

天然物品、栽植果木、造林、养蚕、养

鸡、养蜂、养猪和其他小手工业，以造

产收入发展教育事业。当时教育厅负

责人曾著文称这一举措是解决当时国

民教育经费问题的一种新途径，不但

使国民教育树立起坚定不拔的基础而

且可以使国民教育稳步发展。1942

年，省务会议通令各县大力开展造产

兴学活动，拟定造产兴学计划并呈报

省府。还令各专署、县(市)政府、省立

各中小学，所有学田、学产永远禁止变

卖。学田、学产应分别征收实物或比

照私有田产实际收租额计征租谷、租

金，增加租息，以裕教育费收入。1943

年，省府又制定造产办法实施细则，要

求各地务必开展造产兴学，以增加办

学经费的来源。

地方自定抽收捐税 这种税捐因

不是省上统一规定，所以各地情况不

尽相同。如綦江、大足抽收的税捐有

田赋附加、契税附加、肉税附加、屠宰

附加、公营牙行、历书工本、斗息、杂

捐、市息、基金利息、庙会捐、帮款捐、

猪架、公厕等十多项。万县征收教育

经费的项目有乡间佃资、出售租谷捐、

粮税附加、契税附加、中资附加、丝称

捐、桐油棉纱捐、土产蔗糖捐等八项。

江津县则有文庙捐、武庙捐、烟灯捐、

钱局捐、春贴捐、肥猪捐、学务捐、田务

捐、商务捐等九项。

筹募教育基金和战债基金 1940

年为了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四川省政

府通知各地筹集教育基金，1942 年又

通知各县开展筹募战债基金运动。并

制订四川省各县(市)、乡(镇)中心学

校筹募战债办法，募集基金发展义务

教育。为鼓励四川各县(市)搞好两项

基金的劝募工作，省府委派民政厅长

胡次威、教育厅长郭有守，从成都出发

沿成渝公路各县并转川东一些县倡导

发动。1942～1945 年，各县(市)呈报

共筹募现金 156，758，591 元，田土

700 余亩。



四川省基金筹集情况表

1943 年，省府贯彻行政院《修正

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基金筹

集办法》。根据《办法》国民学校经费、

中心学校初级部经费、中心学校高级

部设备扩充经费等，除各县(市)原划

定的经费及由乡(镇)造产的收益(至

少百分之五十)拨充外，应以此项基金

所产生的利息为主要来源。还规定国

民学校的基金，由保筹集；中心学校的

初级部基金，由学校附近不另设国民

学校的各保筹集；中心学校高级部基

金，由乡筹集。

中央 政府 补助 中央 政 府从

1935 年至 1945 年就对四川国民教育

和义务教育经费给予补助。

中央政府对四川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补助情况表



私人或团体捐资兴学 1918 年

四川省执行教育部捐资兴学褒奖条

例，规定凡人民以私人财产创立学校

或捐入学校，山地方长官开列表册详

细褒奖，并规定褒奖的等差和奖授方

式。褒奖等差：捐款 100 元者奖给银

色一等褒章；1，000元者奖给金色三等

褒章；3，000元者奖给金色二等褒章；

5，000元者奖给金色一等褒章。授奖

方式：给银色褒章及四等以下褒奖的，

由县行政长官、教育厅长呈请省行政

长官授予；给金色褒章及三等以上褒

奖者，由省区行政长官咨请教育总长

授予。1941 年，四川省政府又颁布奖

励捐资办理国民教育暂行办法。规定

捐资在 50 元以下者，由乡镇公所报请

县(市)政府榜示姓名并登报公布；捐

资在 50 元以上，100 元以下者，除照

上述办理外，并于捐资办理的学校纪

念册中题名，或于捐资纪念碑上刊刻

姓名。捐资在 3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者，除照上述规定外并由县(市)政府

报请省府题褒。捐资在 500 元以上

者，另外呈请给予奖状。已受奖而续

行捐资者，应并计先后所捐数目，按等

或超等给予奖励。这在当时当局的倡

导鼓励下，省内捐资助学取得一定成

绩。但是从总体上说，教育经费仍相

当困窘。据 1939 年，教育部在视察川

东北公私立学校的视察报告中反映：

“四川省各县财委会主持人大多不明

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事业不甚关切，

每每以统筹支配为名，对教育经费扼

制甚多，置此励行普教之际，各级学子

激增，学校数量逐年增多，范围逐年扩

大，而每年经费预算仍限定照原预算

列造，不许增多，同时又将教育经费收

入余额移作别项行政新增事业费用，

教育事业则因此种事实，蒙受重大损

害”。在教育经费相当困窘的情况下，

财政还拖欠教育经费，1938 年 6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四川省教育

经费及联校经费至 6月 11 日，除 6月

不计算外，财政积欠达到 1，423，125

元。造成校舍破烂，设备简陋，教师待

遇菲薄，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表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四川省从 1950～1990 年，教育经

费来源经历过复杂的变化，大体上分

为三个时期。

1950～1957 年为第一时期，这一

时期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国家包下来。

解放初，各地人民政府对各级各类学

校进行了接办和接管。教育经费开

支，由各省(西康)、市(重庆)、行署(川

东、川南、川西、川北)地方政府和财政

部门，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

有关规定负责筹拨。1950 年 3 月政

务院作出：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实行三

级管理体制的决定。9月西南军政委

员会文教部根据政务院决定，发布了

西南中学教育、中等师范学校、小学教

育三个暂行实施办法，明确省(行署、

市)管理县立中学的教育经费分别列

入大行政区及省(行署、市)预算；乡村



小学、简易师范的经费由县人民政府

随同国家公粮征收的地方附加公粮解

决，其标准在国家公粮的 15 % 以内。

对于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

由政府分期接办。少数民族地区民办

学校，群众乐于继续办理的，准予继续

办理，政府给以经费补助；无法自办

的，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1954 年 1

月，省教育厅、财政厅规定从 1955 年

1月起，除原已列入县级财政开支，由

县人民政府领导的学校仍旧归各县人

民政府管理外，各中学、师范(师范附

小、附设幼儿园、班)、工农干部文化补

习学校、工农业余学校、少数民族学

校、聋哑学校经费以及扫盲事业的经

费，一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由各县

(市)财政直接拨款。在此期间，各地

开始试办民办学校。1950 年 11 月，

川北行署制定《川北区初级小学民办

公助暂行办法》，规定教师薪给原则上

由在校儿童家长筹集负担；学校公杂

费，由县(市)人民政府从地方教育经
费中，按当地统一标准给 予补助。

1953 年 12月，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

试办民办小学办法》，允许在人中城市

街道、工厂、机关、矿区试行民办小学，
经费由群众自筹和酌收学杂费解决。

1956 年 6 月，财政厅、教育厅《关于

1956 年小学经费的几项规定》中关于

民办小学的经费问题，规定一般地区

实行自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瘠山区，

按情况需要，民办公助。小学经费实

行差额预算补助(将小学、幼儿园杂费

收入，省自筹收入——随农业税加的

7 % ，全部抵补后，才由预算拨款补

助)。1957 年 1 月省人委第 28 次会

议通过《四川省民办初级中学管理办

法》，其中规定民办初中或民办半日制

初中的经费、校舍、设备必须贯彻自筹

自给勤俭办学的原则，政府不补助，也

不接办。学校可向学生征收学杂费，

作为办学经费的来源。如收取的学杂

费不足维持必要的开支时，可以争取

各界热心教育的人士捐助，但不能摊

派。这一时期教育经费除民办外，主

要是政府拨款，普通教育基本上做到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普教经费支出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合理稳定地增长，

年均占 22 ．7 % 。1957 年普教经费总

额达 1．22 亿元，生均经费小学由

1952 年的 8 ．8 元增至 9．9 元，中学由

78 ．8 元增至 89 ．8 元。

从 1958 年到 1982 年为第二个时

期，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和社队负担。

在此期间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经济

发展极不稳定的影响，教育事业的发

展出现了大起大落，教育经费增减起

伏变化很大。1958 年 8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

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全党办教

育，全民办学校的号召。同年 9月又

提出全国应在 3 年到 5 年时间内，基

本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的任

务。在大跃进的推进下，当年中学生



比上年增长 88 ．5 % ，小学生比上年增

长 44 ．2 % 。而国拨教育经费当年比

上年还有减少，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

比例由 22 ．7 % ，下降到 9 % ，生均经费

小学由 9 ．9 元减至 6 ．1 元，中学由

89 ．8 元减至 42 ．6 元。1959 年国拨教

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再减为

6 ．4 % 。对于下放给社队办的学校，根

据 1960 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人民

公社社办中小学经费补助规定》，采取

多种形式筹集经费。即：从公益金中

提取、收取学杂费、分摊工分或拨给学

校一定土地生产自给或开展勤工俭学

创收。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条件

差的地区公社所办学校，则根据情况

给予临时性或一定时期的经费补助。

国家财政给予社办学校以补助、奖励、

或从地方自筹经费中提取部分拨给社

办学校解决民师工资或集体 福利。

“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给国

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1960 年 2 月省

人民委员会转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经费管理的意见》。

指示原由县市教育经费开支而下放人

民公社管理的普通中小学和扫盲专职

干部所需要的经费，仍应列入县级教

育经费预算内，以利这部份教育事业

的发展与巩固。1960 年中央提出国

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从当年冬到 1961 年暑期，全省采

取压缩招生任务，压减在校学生人数

的措施，以减轻国家财政对教育的负

担。1962 年 7月省委提出《进一步调

整教育事业和精减教职工的意见》，要

求转一部份农村小学为民办公助，适

当增收县城和农村小学的杂费；集体

办学的经费、教学设备等由办学单位

依靠群众自行解决，确有困难的，教育

部门给予适当扶持。8 月省人民委员

会又发布了《民办学校试行办法》，提

倡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人民筹办各

类教育，作为公办教育不足的补充。

《办法》还规定民办学校应贯彻勤俭办

学的精神，校舍、设备可以因陋就简，

由办学单位或个人自行解决，经费主

要依靠收学费解决或自筹自理。经过

调整后，1962 年中学在校生减至 48

万多人，比 1957 年还少；小学在校学

生只有 561 万人，几乎退到 1952 年的

水平。1963 年 7月财政厅、教育厅发

出通知，要求各县从农业税附加收入

中，拿出 15 % ～20 % 及从地方市镇维

护费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中小学校

舍修缮和补充课桌凳。这一规定为中

小学增辟了一条固定的经费来源渠

道。1963 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步

好转，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有了较

大增长，1965 年普教经费达到 1．89

亿 元，占 财 政 支 出 的 比 重 达 到

14 ．9 % ，生均教育经费小学 19 元，中

学 98 ．7 元。“文化大革命”中，经费管

理使用十分混乱，教育经费存在很大

困难，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挫折。

1971 年国家计委、财政部根据周恩来



总理指示，决定从 1972 年起，中央安

排下达国家财政预算时，把教育经费

单列一款，戴帽下达、专款专用。1974

年 6月省教育局、卫生局、财政局在转

发《全国教育、卫生和行政财务座谈会

议纪要》和《中小学财务管理若干问题

的意见》中提出要适当安排民办公助

学校经费。对城镇和农村社队集体办

学经费，应由国家补助、集体负担、杂

费收入和勤工俭学收入等几方面来解

决，逐步做到国家补助为主。并规定，

中小学勤工俭学收益，按专项资金管

理，不缴纳所得税，也不向财政上缴利

润。虽然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教育

经费严重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1976

年生均教育经费，小学由 1965 年的

19 元，降至 12．6 元，中学由 98．7 元

降至 34．8 元，1978 年普教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例下降到 12．7 % ，是 1965

年以来的最低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财政对普教的支出才逐步趋于

合理，1980 年全省财政安排普教经费

59，146 万元，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上升

到 17．7 % 。

1981 年 5 月，省委、省政府在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

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通知中指

出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两条腿

走路的方针”。在加强国家办学的同

时，要充分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

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鼓励厂矿企

业继续办学，不应视农村社队办学为

平调。今后公社中心小学的校舍修

建、课桌凳购置，主要由国家负责，社

队给予支持。大队以下小学的校舍修

建、课桌凳购置，主要山社队负责，确

有困难的，国家酌情给以补助。群众

自筹经费办学是对国家办学和集体办

学的一种补充，应予以鼓励和指导。

各市、地、州、县的地方财力，在近几年

内应主要用于农业和教育，尽可能给

教育多安排一些经费，力求当年不留

缺口。重申要继续执行过去的有关规

定：地方农业税附加拿出 15 % 一20％

用于中小学校舍维修和补充课桌凳经

费，城市维护费和工商税附加，以

10 % 左右的比例用于教育，民族地区

要从民族补助费和支援经济不发达地

区经费中，至少拿出 25 % 用于文教，

主要是教育。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

后，民办教师的报酬仍应坚持国家补

贴和社队集体负担的办法解决。实行

按工分统一分配的地方，给民办教师

记工分参加分配，实行包产到户、包干

到户的地方，应由社队统一筹集资金

解决，学杂费收入主要用于教学业务

费和办公费，原则上不应用来支付民

办教师的工资。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投

入为主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筹资

办学的新格局。

从 1983 年到 1990 年，为第三个

时期。在此期间，中央和省对普教事

业的发展和改革，作出了一系列决定，

如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施九年制义务

教育，加强民族教育、发展师范教育等

等。全省普通教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

道。与此同时，从 1983 年起实施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各地普通教育事业经

费，由各地方政府统筹安排。为满足

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央和省在逐

步增加普教多种专项补助的同时出台

了一系列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

策。至此，在普教经费投入上，确立了

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前提下，实行多

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1983 年

11月，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和改革

普通教育的决定》，强调要努力增加教

育投资，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保证普通

教育投资比重逐年有较大的增长。当

年即决定给普通教育增加专项补助

2，000 万元，用以改善办学条件。决

定还指出：“今后五年内，每年都要继

续拨给普通教育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

专项补助，并适当增加教仪、电教、师

训等事业经费”。“各地方财政要努力

增加教育投入，各地教育经费的增长

应当高于财政增长的比例”。“每年新

增教师所需经费，山区教师补助、提高

中师公、业务费定额标准增加的开支，

教师公费医疗的差额以及在包干项目

内必须增加的事业费，均由各地方财

政解决”。“各地的农业税附加、城市

维护费(包括国家预算拨款，工商税和

工商所得税附加，公用事业费附加，地

方预算外拨款)要按不低于规定的比

例拨给教育部门，用于改善中小学 办

学条件”。“各地要按省委、省政府的

决定，把地方的机动财力主要用于农

业和教育，近几年内给教育的比例应

不少于四分之一。老、少、边、穷地区

补助费，要以 25 % 用于教育文化”。

除了国家努力增加教育投资以外，要

大力发动厂矿、企业单位、农村合作组

织和社会各方面集资办学。厂矿企业

单位办学不应视为“额外负担”；农村

社队和群众自愿集资办学也不应视为

“不合理负担”。

同年 11月，省政府发出《关于通

过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中小学

条办学件的试行办法》，《办法》中除省

委、省府曾经作出的有关筹集资金的

各种渠道外，新增的渠道有“由国家和

财政拨款实行统建住宅的地方，每年

从统建住宅总投资中拿出不少于

10 % 的比例，由当地教育部门合理规

划，统筹安排，建造教职工住宅。同时

要求“各市、地、州、县地方财力也应拨

出相应的专项经费，同省拨的专项经

费一起，统筹规划，分期分批，逐年重

点改善一批教师进修院校、师范学校

和中小学办学条件”。《办法》还规定

对农村学校(包括初中和小学)的校舍

修缮、修建和课桌凳等设备的配置，应

以乡、村为主，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

金、工料解决，这些渠道主要是：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金、公积金；乡、

村集体企业、副业的收入；按政策规定



折价处理的公房、材料、农机具等公共

财物的变价收入、农民群众在自愿原

则下，投工、投料、投资等等。同年省

政府又制订了《关于厂矿、企业办学经

费问题的试行办法》，明确指出普及小

学教育，不可能完全由国家包下来，要

充分调动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

极性。厂矿、企业单位，都要集资办

学。凡是具备独立办学的单位可独立

办学，办学有困难的中小厂矿、企业单

位应向办学单位交纳合理的办学经

费。标准为：城市学校每生一年，小学

生 60 元，初中生 80 元、高中 生 100
元。县镇和农村学校，小学生 40 元，

初中生 60 元，高中生 80 元。学校需

要修建或改造原有校舍的，厂矿企业

应承担相应的校舍修建费。其标准

是：每年按小学牛 3 平方米、初中生 4

平方米、高中生 5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计算，以当地建筑造价一次性收取。

1984 年 8 月，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

于集资办学和厂矿、企业交纳办学经

费问题的补充通知》，使筹集资金办学

的办法更加完善。

1985 年 9月，省委、省政府在《关

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了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好转，省、地方

财力的增长，民族地区教育的拨款也

应逐年增加，决定从 1985 年起，省政

府每年从中央拨给三州的开发基金中

拿出三分之一用于文教、卫生事业，其

中 70 % 用于教育。同时省财政也逐

步划拨一定数量专款，扶持民族地区

办好寄宿制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各地

(市)、州、县地方财政，也应安排一定

的经费扶持民族教育。同年 11月，省

政府发出《关于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

的试行办法》。根据《办法》，农村学校

实行分级管理后，对于划归乡(镇)管

理的学校，国家拨给的教育事业费，由

县按照现行标准，确定包干基数下达

到乡(镇)，不得减少、截留。乡(镇)财

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教育经费的

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

逐步增长。国家拨款增加的教育事业

经费，重点用于发展师范教育和补助

贫困地区。农村征收教育费附加由乡

(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征收对象指

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业人口；

从事农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和其

他产业经营的非农业个体户、乡(镇)、

村、组企业。并鼓励机关、团体、事业

单位和个人，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捐

资助学。农村教育附加征收率：以乡

为单位，以上年农业和年报为依据，按

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 1 % 左右的比例

计征。人均纯收入在120 元以下的免

征；从事农村工业、商业、建筑、运输和

其他服务业经营的农户和联户，按销

售金额的 0．5 % 比例计征；对于这些

农户按其专业经营销售收入征收教育

附加后，不再按农业人口重复征收；乡

(镇)从事工业、商业、建筑、运输和其



它产业经营的非农业个体户，按营业

或销售金额 0．5 % 的比例计征；乡

(镇)、村、组企业，按利润总额的 10％

在税前提取的补助社会性开支费用中

以 30 % 左右的比例计征。省财政厅

对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山区师范教育

也列了专项补助。1988 年 5 月省政

府发出《关于多渠道筹集资金尽快消

除中小学危房的通知》，重申“教育经

费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

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亦应逐年增

长。”还规定从 1988 年起，国家机关、

事业、厂矿企业(包括中央在川单位)

和集体单位凡是固定资产投资用于新

建房屋的，按投资造价 0 ．7 % 的标准

交纳中小学危房改造费，其中 60 % 留

当地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使

用；20 % 上交所在市、地、州教育行政

部门，在市、地、州范围内调济使用；

20 % 交省，由省教育委员会统一安排，

重点补助“老少边山穷”地区(由于种

种原因，此办法未得实施)。还规定

1988 年起，全省中小学校办企事业交

纳的税金，由校办企事业所在县(市、

区)的税务部门，定期提供交纳税额数

据，由当地政府安排，用于中小学危房

改造。《通知》还明确规定，征收的改

造中小学危房经费，免交能源交通重

点建设基金。省以上用于中小学危房

改造的经费和专项补助，着重对经济

贫困和“老少边山穷”地区给以适当扶

持。同年 5 月，省政府鉴于全省中小

学收取杂费基本上还是执行 1962 年

的标准，远不能适应 20 多年来物价指

数上涨和学校实际需要，决定对现行

中小学杂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适当

提高，增加学校经费的来源。这一年

为提高藏、彝文学校师资队伍的素质，

省从民族地区开发基金和民族事业补

助费中拨出 2，000 万元，支持这些学

校的发展。

1990 年 11 月，省委、省政府办公

厅发出《关于贯彻落实川委发〈统筹教

育费附加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通

知》指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

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各级政府应将

教育附加征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把

农村负担控制在上年人均收入 5 % 以

内的前提下，按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 1．5 % 征收农村教育附加。中央对

四川省的各种专项补助，包括老少边

穷地区普及小学教育补助；发展师范

教育补助；特殊教育补助等也逐步增

多，1990 年 预 算 外各项 收 入 达 到

98，834 ．5万元。从 1984 年全省教育

经费的投入和各类学校生均教育经

费，除 1987 年比 1986 年增幅较小外，

其余各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社会各

界，厂矿企业、港台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也纷纷捐资支持四川教育的发展，从

1986 ～ 1990 年 捐 款 金 额 已 达

43，554 ．1万元。经费来源情况如下

表：



四川省普教经费来源情况

普教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支出情况表



社会各界、企业、台港澳同胞及华侨捐资统计表

四川由于人口众多，财政比较困

难，多年来教育经费投入，在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中按人口平均居于最后

几位，由于确立了以财政投入为主，多

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经过各级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努力，1990 年普教

经费总投入达到 311，492 ．7 万元，预

算内投入 212，658 ．2 万元比 1982 年

73 ．413 万 元增 加 139，245 ．2 万元。

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为

68 ．27 % ，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教育经费

在全国排列第 27 位，居民消费居全国

22 位，农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 23 位，

而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

比例则跃升为全国第 15 位。



第一节 管理体制及管理机构

清末，教育经费的管理分三种情

况。一是官府拨款办学，经费由官府

管理；二是由几县、几乡、几村共同筹

款办学，经费由筹款者共同管理；三是

私人办学，经费由办学者或董事会管

理。官府拨出的教育经费，由官府设

立专门机构实施管理。公立和私立办

学经费，没有设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制

订统一的管理规章。

1902 年，省设学务处、下设教育

经费收支、审核等职，负责管理省办学

经费。各县的官立、公立学堂经费由

县学署管理。1906 年，川督府裁撤学

政，设提学使司，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

所，由学务公所管理省的办学经费。

各县设劝学所，由劝学所管理各县官

立，公立学堂经费。

民国时期，政府拨款兴办的学校，

教育经费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几县联合办的联立学校，其经费由联

办各县共同管理，联立改为省立学校

后，经费则由省教育厅直接管理。私

立学校经费由私立者或学校董事会管

理。外国教会来川办的教会学校，经

费则由主办教会管理。民国时期政府

对教育经费的管理体制及机构情况各

阶段不尽相同。

民国初期，省设教育司，省教育费

由教育司统管，各县公立学校经费，由

征收局代收，劝学所或学务公所管理，

各区(镇)设学务委员，辅佐董事会管

理办学经费。学校产业及会馆、祠

堂、庙宇作为办学部分的产业，则由校

董事会或教育委员管理。1914 年，省

教育司改为教育科，下设教育经费收

支处，管理教育经费收支。各县教育

经费仍由征收局代收，劝学所安排使

用。1921 年省教育经费收支处改为



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负责教育经费收

支管理，内分执行、监察两部，执行部

委员由川内各军选派一人组成；监察

部委员，由省署教育科及各省款学校

选出一人充任。执行、监察两部具体

经管省教育经费。

1924 年，四川军阀划定防区，各

自为政，防区制这一政治格局，使省教

育经费收支委员会对全省教育经费不

能实施收支职能，省教育厅呈请省署

于 1933 年先后成立川东南、川西北教

育经费收支处，但因各防区的军政大

权集中于当地驻军，两个收支处仍不

能履行教育经费收支职能，只好交由

当地驻军代征代拨。

1935 年川政统一后，省务会议决

定撤销川东南、川西北收支处，恢复省

教育经费收支处，隶属于教育厅，实施

教育经费的收支。各县教育局(科)与

建设科合并，同时，教育经费开始实行

预决算制。各县教育机关与学校所需

经费先报预算给县府，由县财务委员

会审核后，交县第二科(财政科)执行，

年终送报决算。

1936 年 5月，为了加强财经统一

管理，省府下令“四川省教育经费归入

财政厅统收统支”。同时训令各县，对

县教育经费收支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管

理机关一律撤废，由县财务委员会和

县府第二科(财政科)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为贯彻国

民政府 1937 年关于改革中央、省、县

三级财政收支体制，推行国家财政与

地方自治财政二级制的决定，于 1938

年秋裁撤各县财务委员会，教育经费

交由县经收处管理。各县建、教分科

设立。省教育经费仍由建设厅、财政

厅、教育厅三厅会商安排，各县教育经

费亦照此法管理。为了加强对教育经

费的使用监督，1942 年，省教育厅指

示各县(市)乡(镇)成立中心学校教育

基金保管委员会和教育经费稽核委员

会。

1945 年，省府根据国民政府指

示，恢复财政收支系统三级制，规定各

县、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及保国民学校

经费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经

费管理体制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0～1953 年为第一阶段。实

行中央统一财政收支，三级管理体制。

公立学校经费统一纳入国家财政，逐

级下达指标“条块结合”管理。中央直

接管理的学校经费列入中央人民政府

预算，由财政部掌握；各大行政区、省

(市)管理的县立以上中学教育事业

费，分别列入大行政区及省(市)预算

之中；乡村小学、幼儿园、县简师、教育

馆的经费，由县(市)文教科直接拨款

和管理。

1954～1983 年为第二阶段。四

川省财政厅、教育厅联合颁发《四川省

教育事业费暂行管理办法》。根据《办

法》教育经费实行“条块”结合，以“块



块”为主的管理体制，除原已列入县级

财政开支的学校，仍由各县(市)管理

外，中学、师范(含附小)、工农干部文

化补习学校、工农业余学校、少数民族

学校、聋哑学校、扫盲事业费等一并纳

入县级财政预算，各县(市)文教科

(局)作为预算单位，由各县(市)人民

政府直接管理。1954 年，省教育厅将

计划经费科分为计划统计科、财务科，

增设基建科。1955 年下年又将这三

科并为计划财务科综理省教育经费，

1956 年将计划财务科升为处。

1957 年，国家对教育经费实行

“总额控制，分级负责，归口包干”，以

增强地方政府对教育经费管理的决策

权和责任感。

1959 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各县

(市)将小学及幼儿园经费下放到乡级

财政管理，导致不少乡镇管理混乱，挪

用教育经费现象十分严重，1961 年各

县(市)将各乡(镇)小学、幼儿园经费

仍收归县(市)财政统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
经费的管理使用处于混乱状态。红卫

兵大串连，学校斗、批、改都挤占教育

事业经费，学校很难行使经费管理职

权。1972 年改教育厅为教育局，1981

年恢复教育厅仍设计划财务处管理省

教育经费。

1983 年开始了教育经费管理的

第三阶段。这一年省政府发出《关于

全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

管理体制的通知》。改变了以往由省

财政和教育部门联合分配戴帽下达教

育事业费预算指标的管理体制，实行

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切块安排。各市

县普教经费，由各市县人民政府统筹

安排的管理体制。1987 年省成立教

育委员会，设计划财务处、基建处经管

省教育经费。各地、市、州教委(教育

局)设计财科(处)；各县(市)教委(教

育局)设计财股管理县(市)教育经费。

至于乡(镇)，在乡(镇)教育委员会内

设教育经费管理小组，由乡(镇)财税、

教育部门有关人员组成，作为乡(镇)

教育经费和农村教育附加费的管理机
构。

1990 年，省教委基建处与计划财

务处合并，称计划基建财务处，对省教

育经费实施管理职能。

第二节 经费管理的法规制度

一、清末时期

清末，四川官立学堂经费的管理，

立有专门的规章。同治十 年(1871

年)，督府对学款的管理制定了《支放

章程》，规定由协领经管办学款项，学

款收支按季呈报，并交成都将军衙门

查核，正杂公款造册报销，从收款到使



用审核报销都有具体规定。1905 年，

总督锡良对办学经费管理制定了惩戒

条文，对办学经费“如有不肖官绅敢于

隐匿或拨作他用，借端销纳，以及听任

奸胥抽卷弊混，一经查出官则撤参，吏

则重办”。1910 年，川督令提学使根

据清廷颁发的《整顿学务八条》，订出

四川省《整理学堂章程》，规定办学员

绅薪俸按实发给，教员薪水按钟点计

算，裁减使役，征收学费、减少酒席开

支，出入款项按月表报等。

联办的公立学堂和各私立学堂，

没有统一的管理规章，由各联办单位

或校董事会或私人自定管理办法进行

管理。

二、民国时期

1912 年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即颁

发了《各县(市)教育行政人员办学细

则》要求各属制订出教育经费管理的

规章制度，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

1913 年，省议会议决：学款应当

独立，由办学机关、劝学所或学校主

管，各县学款必须受县议会监督，议会

有审议预决算之权。同时，省民政长

函告各校，学校经费应由该校校长任

用庶务具体办理，校长对学校经费负

完全责任。学校每月经费出入应以校

长名义报销。

1914 年，省府发布《四川省各厅、

县、屯抽收中资捐作为办学经费章

程》，规定中资捐由征收局征收，劝学

所安排使用。同时，制订了清理中资

捐 10 条原则，令各县知事、征收局、劝

学所对中资捐必须严格管理，不得含

混。

1924 年，防区制时期，省长训令：

各道尹、区省视学、县视学、县知事、省

立学校及联合县立师范、中学各校，学

校经费实行公开审查制度，并成立公

开审查会。且颁布了审查条例。同

时，要求各县于 1925 年，成立教育经

费清理委员会，省府订出《教育经费清

理委员会规程》，旨在以清理各地方教

育经费为宗旨，对所属地方学校不动

产，重新造册登记；对各项学款彻底清

理，如有积欠应该逐一清回，地方教育

附加税及杂捐交教育局或学校直接验

收。为了增强对教育经费的监察力

度，1928 年省府又设立教育经费监察

部，行使省府对教育经费的监察。但

因军阀把持地方一切权力，省府对各

属无法控制，各地肉税只好交由当地

驻军代征，省立学校经费改归各军分

摊，各地教育经费亦由各军代管，各校

缮具预算书连同印据向各军在应交代

征肉税额中，按月具领。

这一阶段联立学校经费，仍由联

立各单位共同管理；县立学校由教育

局管理；县区小学肉税附加一项，一般

由绅商承包，按月交局或由区教育主

任代理保管。

为了加强教育经费稽核，省府规

定公私立各校一律由校内推定数名教



职员组成经费公开审查会，提取帐目

簿据及粘件，按月审查，出具证明书，

加具考语连同计算书呈报。附设于国

立大学的中学，直接由本校报销；省立

学校，报省教育科核；联立学校交联立

各县组织的维持会审核；县立学校交

县教育局讨论委员会初审，由局核销；

私立学校由校董事会核查。

1933 年，省府制订了《各县教育

经费整理及经费管理人员惩劝规程》，

这个规程包括总则、教育经费的整理

保管、增加学款的办法、学款使用分

配、经管人员的奖惩等，对教育经费的

管理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条规。

1935 年，四川教育经费实行预决

算制度。县教育机关和县立学校预决

算由县财委审核；省教育行政机关、省

立学校及省对各地方的下拨教育经费

预决算，由省财委审核。同时，规定从

即时起，实行会计年度，每年从 7月 1

日开始，次年 6月 30 日终了，为一会

计年度。1936 年，省教育经费收支处

撤销后，省、县教育经费分别交财政厅

和县财委统一收支。在学校财务管理

上，省府规定，学校会计应予独立，并

相应制定出《学校会计制度暂行办法》

和《学校会计员规程》。规定省立学校

会计主任，由教育厅会同财政厅呈请

省主席核委。会计主任除对校长负责

外，并直接对省政府负责。校长不得

变更会计人员，干涉会计事务。使学

校经费大大减少随意性。

1939 年，省府根据行政院《地方

教育经费保障办法》，发出“保障教育

经费独立，加强抗战建国效能”的号

召。省教育厅随即通令各县，教育经

费应当专帐管理，专户储存金库。县

财务委员会应有教育界人士参与审核

组、出纳组工作。1940 年，省府又颁

布《四川省政府整理教育经费实施办

法》，要求成立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

以加强各县学产整理工作，保障教育

经费独立。抗战时期，各地方广筹战

债基金和公债基金，为对基金有严格

的管理，省教育厅于 1942 年，制定了

《四川省各县(市)乡(镇)中心学校基

金筹集保管委员会组织法》和《四川省

各县(市)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组织规

程》，教育款产的收支、保管、变卖、动

用没有经稽核委员会认为合法，任何

学校不得执行或报销。省上也制定了

《四川省政府监督各县(市)国民教育

经费支用办法》，对各地方国民教育经

费的使用行施监督。

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省教育厅

对教育经费的管理，虽然制定的法规

多，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政治腐败，

一些管理法规，只不过一纸空文。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经

费的管理体制虽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

动，但是在各个时期都强调保证教育

经费专款专用，严禁挪移，并曾作出明



确的政策规定，加强经费管理。

1950～ 1953 年，在中央统一财

政，三级管理体制架构下，公立学校经

费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办法，分级

负责，分级管理。

1952 年四川恢复省建制后，10月

省人民政府文教办公室教育组发出

《关于统一制发教育事业费各项开支

标准及调整办法》，开始实行教育经费

全省统一管理。1953 年，省教育厅、

财政厅根据中央“教育支出”预算的联

合通知，编制四川该年度“教育支出”

预算。并规定，省(市)级和县级教育

支出预算，一经确定，除因上级决定变

更外，均不得互相流用，必须严格执行

专款专用。1954 年 10 月教育厅、财

政厅联合颁发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四

川省第一个系统完整的教育经费管理

办法《四川省教育事业费暂行管理办

法》，强调各级教育部门应制订严格的

经费管理和检查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各项经费开支规定，不得擅自加大或

挪移，是对教育经费实行高度集中管

理的办法。

1957 年，四川按国家对教育经费

管理的政策实行国家总额控制，经费

分级负责，教育系统归口包干的办法，

严格控制经费使用总量，加强对教育

经费管理，杜绝不合理开支和不负责

任的行为。

1960 年 2月，省人民委员会贯彻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对教育经费管理的意见》，要求

全省各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根据“条

条与块块”结合的原则，以“块块”为主

的精神，管好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在下

达预算指标或批准下级政府预算时，

应将教育经费单列一款。下放到人民

公社管理的中、小学经费和扫盲专职

干部经费，重新纳入县教育经费预算，

由县统一管理。

1963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要求

各地做到教育经费专款专用，经费开

支必须执行省统一的标准，如须变更，

须报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准。

1966 年文化革命开始后，学校的

一些正常经费被挪作文革费用，红卫

兵及师生大串联经费、接待经费支出

2，920 万元，教育经费无法实行正常

管理。直到 1974 年，省教育局、卫生

局、财政局贯彻《全国教育、卫生和行

政财务座谈会议纪要》，要求各级计

委、财政从 1974 年起，在安排下达财

政预算时，教育事业支出必须单列，并

戴帽下达，以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1978 年中共四川省委提出《关于当前

整顿教育的意见》中，要求各级党委和

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规

定，保证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其他部门

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教育经费。

1983 年普教事业经费的预算安

排、分配使用以及具体的财务管理，由

省教育厅、财政厅提出原则性意见，戴

帽下达到地方，各地、市、州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作出具体安排。

1985年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提

出《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试

行意见》，确定由中央和省拨给各地方

的教育专项经费必须专款专用；教育

费附加征收率、中师和重点中学的经

费开支标准等有关涉及全省性的教育

经费使用政策仍由省教育厅、财政厅

统一制定；中师、中学的助学金与补习

学校经费收支标准等由市、地、州确

定；初中、小学、幼儿园经费标准由县

制定。1988 年省教委、省财政厅制定

《四川省教育费附加征收财务管理的

具体规定》，强调教育费附加及预算外

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应照同级财政部

门制定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

理，并且实行财政专户储存。在使用

上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提出分配方

案，商得同级财政同意方可动支。同

年省教委、财政厅联合制定《关于普通

教育经费管理的暂行规定》各乡镇，在

乡镇教育委员会内建立教育经费管理

小组，管理乡镇教育经费收支。城镇

教育费附加由县(市、区)教育部门负

责管理，受上级教育部门和同级财政

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为了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监督管

理，省教委于 1988 年 4 月组建审计

室，在委主任领导下承办审计事务，日

常工作由委办公室代管。其职责是对

省教委直属学校和直属事业单位的财

务收支，依照法律、财政法规、财务制

度等独立行使审计监督。

1990年 1月，审计室与省教委监

察处合并成立监察审计处。5月订出

《四川教育审计工作要点》共 9 点内

容：(1)财会机构和财会人员是否履行

法定职责和执行国家会计制度、会计

法规。(2)有无编造假决算，挤占挪用

各项专项资金，将预算内资金转到预

算外，私设“小金库”的现象。(3)有无

贪污盗窃，行贿受贿，倒买倒卖，以权

谋私等违法、违纪行为。(4)有无用公

款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等挥霍浪费国

家资财的行为。(5)有无偷税漏税、逃

汇套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

款、隐瞒截留应上交国家财政资金。

(6)有无擅自购买专控商品乱拉资金

搞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擅自调

拨、转让和变卖公有财产物资。(7)有

无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和滥

发钱物等。(8)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

财会制度是否明确具体，严密有效。

(9)各项资金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

是否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第三节 教育经费的使用及标准

清末兴学前，官办学堂不多，教育 经费使用情况，只有分散的记载。当



时，省教育官费支出较多的，主要包括

廪生饩粮、文闱乡试、武闱乡试、考棚

费、岁科考试费、花红银、举人牌坊银、

举人旗匾银、宾兴费、公车费、学官津

贴、书院山长薪俸、府县官课试生童例

奖、官办学堂经费、学务公所经费、边

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补助等

项。这些开支均在地丁银、学产收入

和办学捐税中按定额支出。其中廪生

饩粮、书院及学堂经费按年列支；花红

银三年两支；文闱乡试、武闱乡试、举

人牌坊银、举人旗匾银、公车费等为三

年一支。

1840～1869 年的近 30 年间，省

教育官费的几项主要支出没有大的变

化。以廪生饩粮、武闱乡试、文闱乡试

的支出为例，列表如下：

省教育经费支出情况表

废科举兴学堂之初，官府对教育

经费开支，全省没有统一标准，各类学

校经费开支，有的省拨，有的地方支，

有的部门支，据 1908 年省学务统计，

各类学堂的年生均经费如下表：

匹川省学务统计总表



1911 年，省提学使司贯彻《奏定

小学堂章程》开始对初、高等小学经费

开支和教员薪俸作了如下规定：

开办费、常年费标准

教员薪俸标准(月薪)

1912 年民国成立后，省教育费开

支范围包括教育司、编译局经费，省

立、联立、县立学校经费，私立学校补

助费，义教民教等经费。1938 年，四



川教育费改为教育及文化支出，开支

范围除教育行政经费、各类省立学校

经费外，包括边疆文化教育馆、省立图

书馆、文化团体等经费。省府逐步对

各项教育经费开支订出标准在全省施

行。据 1912 年《四川省教育行政报告

书》记载，当时中学教职员年薪标准如

下：

中学教职员年薪统计表

防区制时期，经费开支无法统一

标准。1935 年川政统一，四川教育经

费随之统一收支，7 月省府定出各种

教育费用应占教育经费总额的比例：

初等教育经费占 40 % ；中等教育经费

占 25 % ；社会教育经费占 20 % ；教育

行政经费不超过 10 % ；文化事业费约

占 5 % 。中等教育经费的分配为：中

学 40 % 、师范学校 25 % 、职业学校

35 % 。省教育经费在确定分配比例的

基础上，省府又对县教育经费的安排

提出了分配比例；教育行政经费只能

占 5 % ，中等教育经费只能占 20 % ，余

下的教育经费，以 50 % 分配给初等教

育，25 % 分配给义务教育，20 % 分配给

社会教育，5 % 分配给文化事业。

1936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遵照

省府的指示对中小学校制定出经费开

支比例：中学工薪费 75 % 、设备 费

15 % 、办公费及预备费(特别费)10 % ；

小学工薪费 86 % 、设备费 7 % 、办公费

5 % 、预备费 2 % 。1940 年省教育厅对

省立中学经费标准作了一次调整见下

表。

修正省立学校经费支付标准



1941 年省政府行文，要求各县教

育文化经费支出，以占县财政支出

40 %为中数，各县立学校经费支付标

准，由各县适当调整。

1947 年，省政府社会处公布了民

国时期最后一次的教育经费预算标

准：乡(镇)中心国民学校及保国民学

校小学部教职员薪俸人均每月按 200

元，办公费按每班 3600～4800 元编

制。县立中学经费开支标准如下表：

县、局立普通中学经费支给表



有高中班次者经费支给表

1950 年普教经费支出包括中学、

师范、社会教育费和其他教育费 4 项。

1951 年增设初等教育、技术教育、干

部培训、特殊教育、幼儿教育等项教育

费。1952 年增设成人初等教育事业

费、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私立学校补

助费。1953 年增设工农速成中学及

扫盲事业费，1960 年增设教师进修及

轮训费。1964 年增设职业教育费，

1972 年增设民办教育补助费。1983

年增设“老、少、边、穷”地区教育补助

费。至 1990 年普教经费开支范围包

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中

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业余教育、扫

盲教育、教师进修及干部培训、民办教

育补助、特殊教育、少数民族教育补助

及普教行政经费等项内容。从教育经

费的用途上分，可分为基建费和事业

费，而事业费又包括职工个人工薪和

公业务费两个方面。

50 年代初学校公用经费包括学

校行政经费、水电费、会议费、旅差费、

取暖费、设备维修费等费用，各地遵照

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指示自行安

排。1950 年，一般中小学办公费按折

实单位每班每月 7 份。有的地方办公

费则是以工资分计算，如：川南行署

1952 年 7 月规定，简师 33 ．5 个工资

分／每班每月；初小 6．6 个工资分／每

班每月；完小 7 个工资分／每班每月。

1952 年 10月省人民政府公布杂费标

准(统一按人民币计算)，1953 年、

1954 年 1月省教育厅、财政厅两度制

定中小学经费开支标准。1954 年 10

月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制定《四川省教

育事业暂行管理办法》，包括公务费、

中等学校固定资产设备费、人民助学

金、扫除文盲事业费等开支标准。

经过两年实践，1956 年省教育

厅、财政厅正式制定《四川省普通教育



事业费开支标准》，规定中学(不分高

中、初中)公务费，6 班以下单设学校，

每月办公费 70 元；7～15 班的学校，

自第 7 班起，每增加 1 班增加 7 元；16

班以上的学校，自第 16 班起，每增加

1 班，增加 5 元。小学及幼儿园按教

职工人数计算，每人每月 2 元。小学

附设初中班，除办公费每班每月 10 元

外，其余均与其他初中相同。水电灯

油费：中学每班每月 5 元；中师、小学

教师轮训班，每班每月 15 元。中小

学、幼儿园茶水费，每生每月 0．05 元

(在学杂费中开支)。图书费：高、初中

每班月平 5 元；中师、小学教师轮训班

每班月平 5．5 元。医药费：中学、师

范、小学教师轮训班每生月平 0．1元；

小学、幼儿园不开支医药费。实验费；

高中每班月平 6 元，初中 3．5 元，中师

及教师轮训班每班月平 5 元，小学、幼

儿园由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定一标

准由各校在粪金收入中解决。教学仪

器，由省教育厅统一配发。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中，

教育发展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办

学体制也出现混乱，教育事业费十分

困难，公业务费也无从增加，直到

1964 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省

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对普教事业费开

支标准作了调整。(1)公务费：教育行

政费，中等学校以校计算，6 班以下的

学校每月 65～75 元；7～15 班的学

校，自第 7 班起，每增 1 班，每月增

6．5～7．5 元；16 班以上的学校，自第

16 班起，每增 1 班，每月增 5．5～6．5

元；小学、幼儿园按教职工人数计算，

每人每月 2．5 元(从杂费中开支)；扫

盲专职干部办公费，比照同级行政干

部标准执行；函授、业余进修学校，按

专职教职员每人每月 2．5 元计算。水

电、灯油费，中学每班每月 5 元；中师

每班每月 15 元。中小学、幼儿园茶水

费，每班每月 1．5～3 元(从杂费中开

支)。会议费、取暖费、差旅费按当地

行政机关标准执行。设备维护费，每

生每年中师 2．1 元，初中 1．3 元，小

学、幼儿园由县上安排。(2)业务费：

实验、实习费，中师每班每月 7 元，初

师 5 元；高中每班每月 6 元、初中 3．5

元；师范生实习费按实报销。体育维

持费，中学、师范每班每月 5 元；小学

由县上确定标准执行。医药费，中学、

师范每班每月 5—7 元；小学、幼儿园

由县上确定。(3)设备购置费：教学设

备费，中学、师范由省教育厅掌握配

置；小学、幼儿园由县掌握配置。器具

设备费，按净增学生数计算，高中每净

增一学生，增费 30～40 元；初中每净

增一学生，增费 25 - 35 元；中师每净

增一学生，增费 35 - 45 元。此费列入

财政预算，由县集中控制掌握使用。

图书费，每月中学每班 6 元、师范每班

6．5 元，小学、幼儿园由县拟定标准。

这一标准，前后执行达十几年未

作大的调整。仅在 1981 年，全省确定



办好一批重点学校，省教育厅对重点 学校确定了一个经费标准，见下表：

四川省重点学校经费标准

1983 年改革财政体制后，省上不

再制定全省公业务费统一标准，由各

地安排。标准高低，依地区经济发展

情况而定。

第四节 学杂费管理

清末，兴学之初，学生入学皆不收

学费。自1905 年废科举之后，学校愈

办愈多，入学学生与日俱增。虽然省

总督确定一些税、费、捐作为办学经

费，但仍是入不敷出，为此，省提学使

司通知各属“学堂应令学生贴补学

费”。1906 年总督锡良再次署文通知

各属，指出“学生入学各国例皆征费，

蜀中所开诸学堂，欲谋普及之教育，而

事事依靠公家，政府怎么负担得了”，

于是令全省无论何等学堂，一律限于

当年春，各就本地情形，根据学生力所

能及，酌收学费，收费标准各属自定，

但不能漫无限制，影响新学的发展。

当年，清政府发布《京外各学堂征收学

费章程》，根据《章程》，规定收费标准

为：初等小学堂，每生每月至多不得超

过银元 3角；高等小学堂，每生每月银

元 3～6 角，初等实业学堂酌减；中学

堂每生每月 1～2 元，中等实业学堂，

照此办理；师范学堂不收学费，考入时

收保证金 10 元，师范学堂，自费生收

学费每生每月银元 2 元，选科生减半，

初级师范自费生，每生每月银 1 元，简

易科每生每月 1 元。另外除师范学

堂、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半日学堂、

艺徒学堂及女子各学堂外，各学堂学

生考取入学时，缴纳学费银 2 元。

1910 年省提学使司在新学不断

发展，学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对学堂

征收学费作了一些补充规定：(1)初等

小学、无论官立、公立新班学生一律征



费，每生每月收银 2角为度，旧班学生

每月征银 1 角；高等小学新生每生每

月征银4 角，旧班学生每生每月征银

2角。(2)征收学费金额，应当各分等

差，不能一概而论，并且各国学校都订

有优待及免费办法，前者以奖励勤学，

后者以体恤贫寒，在一律征费之中，互

有变通，宜民之义，法良善美。从此，

学堂开始了学杂费减免之举。

1912 年民国成立后，省府根据教

育部《学校征收学费规程令》，改清末

以每生每月计算为每生一学期计算，

标准为初等小学每生每期银 1．5 元，

高等小学每生每期 2．5 元；乙种实业

学堂仍然每生每月学费银 6 角，甲种

实业学堂每生每月 0．8～1．5 元。

防区制时期，各地学杂费征收极

不统一，至 1935 年川政统一，省教育

厅于 1936 年制定了中学收费标准，将

小学征费标准由各县(市)确定。中学

除征学费外，加征图书费、体育费、卫

生费等杂费。标准见下表。

中学收费标准

对于学费减免，清末没有确定减

免指标。1912 年后至 1936 年 5 月，

省府根据教育部《各级学校设置免费

学额及公费学额规程》，令各中学、职

业中学、省立各小学、各师范学校、师

范附小，各级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均应

设置免费学额。初高级中学应设置占

全校学生数 15 % 以上的免费学额，当

年应达到 8 % ，限于 1939 年一律达到

15 % 。

抗日战争时期，省政府对减免学

费制定了两项特殊政策，一是战区来

川就读的学生入学，免收学费；二是通

令全省各县(市)贯彻《抗战功勋子女

就学免费审查规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把大量

财力投入内战，各地教育经费严重不

足，加上物价上涨，办学十分困难，特

别是私立中学受到的冲击最大。面对

这一现实，省教育厅特许，省会私立中

学收费标准，由省会各私立中学校长

商定报教育厅批准；省会外私立中学

收费标准，由各县(市)教育局核定报

教育厅批准。一些县(市)立中学，为

提高教职员待遇也向学生收尊师米。

中学每生碛米 3市斗，不准折收代金，

贫苦学生可免收，而省立中学则一律

不准收。由于征费办法不统一，五花



八门，造成诸多矛盾，教育厅按省会外

分别制定了统一的收费标准。虽然统

一定了标准，但各地执行不一，据《新

新新闻》1948 年 1月 12 日报导，渝市

私立中学各校商定学生入学每生白米

7市石，大大突破了政府规定。学生

和学生家长已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1949 年上半年，省教育厅制定了民国

时期最后一次中学征费标准见下表：

中学征费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 年

各行署、重庆市及西康省根据西南军

政委员会指示，中学以自费为原则，学

杂费标准由各地、市、县自行规定。

1953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才共同制定

了全省统一的学费标准，见下表。

小学、幼儿园收费标准



小学、幼儿园收费标准

经过一年的实践，省教育厅、财政

厅于 1954 年联合发出《1954 年度中

学、小学、幼儿园学费、杂费征收标准

及解缴办法的通知》标准见下表：

中小学、幼儿园收费标准

学杂费的减免：规定限额，普通中

学减免名额不得超过全校总人数的

20 % ，小学幼儿园减免名额一般不得

超过 25 % (情况特殊地区可达 30 % ，

边远贫瘠地区可达 50 % )，减免对象

是贫苦烈军属和家境清贫的学生。解

缴办法，普通中学的学费一律不缴国

库，缴交所属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汇

集迳缴教育厅；小学、幼儿园的杂费，

全部上缴所属的市、县(市)人民政府

集中掌握使用。小学、幼儿园的学费，

从这时起改称杂费。同年 10月，省教

育厅、财政厅联合制订《四川省教育事

业暂行管理办法》，对学(杂)费的征收

作了规定：师范学校、工农速成中学、

干部子弟学校不征学费；普通中学应

征收学费；小学、幼儿园应征收杂费。

学杂费减免，普通中学不得超过 20％

(按学生总人数计)，小学、幼儿园一般

不得超过 25 % 。少数民族聚居及杂

居地区专设的民族小学的少数民族学

生；聚居、杂居区一般小学兼收的少数



民族学生，暂免收杂费。《规定》中特

别强调，各级学校所收的学(杂)费，应

于开学两个月内全部解缴所属县(市)

人民政府，各县(市)人民政府，应即将

普通中学的学费及时汇解教育厅。小

学、幼儿园(包括师范附小)的杂费收

入，作各该县(市)教育事业的特种资

金，由县(市)人民政府集中掌握使用。

藏族自治区的小学、幼儿园杂费的征

收，由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不同

情况，予以少收或不收。1956 年、

1957 年又先后两次对学杂费标准和

管理办法作了调整。至 1960 年省教

育厅、财政厅《关于中、小学杂费标准

和管理使用办法的意见》报经省人民

委员会批准，全省中学不再收学费，只

收杂费，从此中小学均不再收学费。

杂费收费标准按 1957 年标准执行。

中小学杂费收支均按预算外特种资金

管理办法管理，不列入国家预算。中

小学杂费收支主管单位为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

为了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

1964 年省人委决定：适当降低中小学

杂费标准，扩大减免比例，规定小学的

杂费标准，除成渝两市，自贡的市区，

以及一部分县(市)的城区维持现状不

变外，其余大部分地区，每生每期减少

2 至 4 角；中学的杂费标准，成都、重

庆、自贡三市和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县

维持现状，其他地区，每生每期减少 2

至 3 角。中小学杂费减免，边远地区

的减免金额由 20 % 扩大到 25 % ；减免

面由 30 % 扩大到 40 % 。其他地区减

免金额由 15 % 扩大到 20 % ；减免面由

20 % 扩大到 30 % 。

1972 年，省教育局贯彻省革委降

低中小学杂费标准的指示，将中小学

杂费征收标准再次降低，如下。(所列

数据为降低比例)

中小学杂费降低比例

直到 1983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

物价局为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对中

小学杂费收费标准分别不同地区作了

适当调整，从 1984 年春季起，中、小学

杂费标准，原则上恢复到 1962 年的水

平。按全省地区分类，继续执行 1972

年以来的四个类区：成都市属“大城市

区”为第一类区；自贡、攀枝花、泸州、

德阳等市和经济发达的县(市)为经济

条件较好地区，属第二类区；除上述地

区和边远山区则为“一般地区”属第三

类区；经济条件较差、地广人稀的大山

区县属“边远山区”，划为第四类区。

各区杂费标准见下表：



四川省中、小学学杂费收费标准表

减免比例：减免金额边远山区为

20 % ，其他类区为 15 % ；减免人数边

远山区为 30 % ，其他类区为 20 % 。

1986 年，四川省人 民政府根据

《四川省义务教育实施条例》规定：“有

条件的地区，可以减收免收杂费；需要

收杂费的，按省人民政府统一的规定

收取管理和使用”。高中和幼儿园继

续收取杂费。杂费收取标准见下表：

四川省中小学杂费标准



鉴于中、小学(含幼儿园)杂费收

入，是维持学校正常开支的重要经费

来源，是保障学校供给的一项重要措

施。而中、小学现行收费，基本上执行

的是 1962 年的标准，这不能适应二十

多年来物价指数和学校需要的大幅度

变化。为此，1988 年，省人民政府发

出《关于调整中小学杂费标准的通

知》，将小学每生每学期调整为 3～5

元；初中(含职业初中)每生每学期调

整为 5～8 元；重点高中每生每学期调

整为 15～20 元；一般高中每生每学期

调整为 10～15 元；城镇职业高中参照

重点高中执行。具体收费标准，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在省规定的幅度内，

根据城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

情况和杂费开支项目的需要，按农村

低于城市、经济不发达地区低于经济

发达地区的原则制定。《通知》还规定

了杂费的使用和管理。这次较大调

整，使杂费标准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和物价指数上涨趋于接近。

第五节 贷金、奖学金及人民助学金

清末，官府对生童的补贴，在废科

举之前有两种：一是生童值科之年，廪

增附生赴省乡试，本郡邑送每人旅费

若干，称为“宾兴”；一是会试之年，举

人赴京应春闱，本郡邑送给每人旅费

银叫“公车”。废科举后“宾兴”、“公

车”随之取消。新学兴起，官府对官立

中等学堂学生食宿费用，给予部份津

贴，或者全部供给。

民国建立，军政府 1912 年开始设

立贷费(又名助学贷金、贷金)，款项来

自教育经费余额和从中资捐内提取，

此款仅供贷给家境贫寒的学生，以后

按照规定还贷。师范学生依然享受公

费待遇。1923～1927 年师范改为中

学一科，曾一度取消师范生公费待遇，

偶尔也有因教育经费极度困难，而酌

收部分食宿费。实业学堂学生待遇分

公费生与自费生两种，公费生由县负

责一半的膳费。

民国时期学生读书主要是自费，

学校设有奖学金。1936 年省府制定

《中等学校学生奖学金办法》，规定省

立中学学生奖学金分高中，初中两种，

以每学期学业操行及体育成绩合于规

定标准的，分级给予奖学金，标准如下

表：



四川省中学奖学金情况表

同年省政府又根据教育部关于设

置公费学额的规定，在各中等学校设

置全校学生数 3 % 的公费学额，每生

每年公费补助标准，初中 40～80 元，

高中 60～100 元，初、高级职业中学仿

此办理。

抗目战争全面开始后，战区学校

大量迁川，省政府决定对战区来川的

中等学校学生，生活有困难不能维持

学业的酌情补助膳费的全数或半数，

补助全数的每月 4～4 ．5 元为准，半数

的照上数折半。

口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

带来深重的灾难，市场物价飞涨，学杂

费也不断上升，辍学学生急剧增多，为

解决这一矛盾，1939 年省政府制定了

《四川省中等学校助学贷金章程》，完

善原有贷金制度。要求各县筹集助学

贷金，一、二等县份至少每县应有 3 万

元，三等以下县份至少应有 1 万元，并

在每年教育经费内至少拨 5 % 作为助

学贷金，此外，省、县政府还从公产和

民众捐款中提取部份增加助学贷金。

贷金金额，初中每生每年 40～80 元；

高中每生每年 60～120 元。贷金审

核，由贷金委员会核定。

为解决优秀清贫学生读书难的问

题，1940 年省政府又发布《四川省中

等以上学校优秀清贫学生奖学金及指

定奖学金募集管理办法》。《办法》规

定，为奖植品行优秀家境清寒的中学

以上学校川籍学生，除分别由各市政

府及省政府筹拨专款设置助学贷金

外，再设置四川省优秀清寒学生奖学



金。奖学基金定为 50 万元，每年使用

息金。奖学金每生年领金额，视申请

奖学金学生家庭状况，分别奖助入学

费用所需的全部或部份。另外还设有

一种指定奖学金，由捐款人用其所捐

款中的一部分，指定奖励对象和金额。

1948 年省教育厅修正奖励清寒优秀

学生办法，将奖励名额提到自费生的

10 % ，分甲、乙、丙 3 种，甲种每生每月

40 元；乙种每生每月 30 元；丙种每生

每月 20 元。为办理奖学金各项事宜，

设置了四川省中等以上学校优秀清寒

学生奖学金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委

员 1 人，由教育厅长兼任，委员 16～

22 人，由主任委员聘任。

1940 年，四川实施新县制，推行

国民教育，师范学校扩大招生，确定从

1942 年起，师范学生膳食费由省教育

厅全额拨给。1944 年，省教育厅贯彻

《全国师范生公费待遇实施办法》，执

行国立师范学校学生由中央负担；省

立师范学校学生由省负担；县立师范

学校学生由县负担，新生入学到校旅

费由保送机关补助。

由于抗战的需要，1944 年省政府

公布了《战时公教人员子女就学中等

学校补助办法》，对公教人员子女就学

予以适当补助。1946 年，省政府通令

各县市，凡抗战阵亡将士征属子女就

读中学的应给予奖励助学金以示优

待；1948 年省政府贯彻《回国升学华

侨子女学生奖学金办法》，对回国升学

的华侨子女给予补助，以示祖国对华

侨的关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向

工农开门，中等学校均实行人民助学

金制度。原实施全公费制度的学校，

如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一律废止全

公费，实行人民助学金。享受助学金

的学生面：师范学校 70 % 、职业学校

50 % 、普 通 中 学 (高 中 20 % 、初 中

10 % )。1951 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

部电令四川各属自 9 月份起，中等学

校人民助学金助学面为：公立师范

100 % 、高中 40 % 、初中 25 % 、私立中

学 10 % 。助学金额分三个等级：甲等

每月大米 70 斤、乙等每月 60 斤、丙等

每月 50 斤。在此标准发布之前，一些

地方规定的助学金标准曾以工资分计

算，如：川南行署规定助学金甲等 28

分、乙等 26 分、丙等 22 分、丁等 14

分、戍等 10 分、人平 20 分，人均大米

60斤。

1952 年合省后，四川省人民政府

统一了全省人民助学金标准：(1)中等

学校学生废除供给制，实行人民助学

金制，享受人民助学金人数比例按原

规定不变。(2)标准改为中师每月 10

元，初等师范及初等技术学校平均每

人每月 9 元，普通高中平均每人每月

7．12 元，初中平均每人每月 6．8 元。

普通中学助学金分为五个等级，甲等

7．5 元、乙等 6．5 元、丙等 5．5 元、丁

等 4．5 元、戊等 3．2 元。在评定助学



金时，尽量照顾革命烈属，革命军人及

归国华侨子女的实际困难。

1953 年 12 月省教育厅、财政厅

修正师范学校及技术学校助学金使用

办法，首次将助学金分为伙食费与补

助费两部分，规定在校学生，伙食费一

律由国家供给，补助部分，则用于家境

清寒，学习努力的学生。

1954 年 10 月省教育厅、财政厅

在《四川省教育事业暂行管理办法》

中，对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学校人民助

学金又重新拟定标准。规定普通中学

以补助学生部分膳食费为原则；中等

师范学校，除学生伙食费全部补助外，

对部分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学生，可

以酌情解决书籍，文具、服装等费用的

一部分。

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的比额及中数表

中等学校助学金等级及金额表

在这个文件中，对少数民族小学人

民助学金标准也作了具体规定；对兴

文、珙县、筠连、长寿、古宋、古蔺、叙永、

綦江、秀山等县专设的少数民族小学

(班)，学牛人民助学金又作了单独规

定；对万县市、南充市、阆中、武胜、盐

亭、青川、江油、广元、灌县、内江等县

(市)专设的少数民族小学，只按少数民

族学生总人数百分之十补助书籍文具

费，每人每期补助 1 元。至于藏族自治

区内，中等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民助学

金标准也作了详细规定。



1956 年，省教育厅、财政厅重新确

定人民助学金标准，实行以教学班为结

算单位，高中每月生平 1 元，初中每月

生平 0．7 元。享受面高中不超过全班

总人数 35 % ，初中不超过 25 % 。金额

分五个等级：甲等 7．5 元、乙等 6 元、丙

等 4 元、丁等 3 元、戊等 2 元；师范学生

每月 7 元。1963 年中等学校人民助学

金的标准，加进了工资区类因素考虑，

中师比例仍然 100 % ，中等专业学校由

100 % 降为 60 % ～80 % 。标准：四类工

资区每生每月 10 元，其中伙食费 8 ．5

元；三类工资区每生每月 9 元，其中伙

食费 7．5 元。除去伙食费的余额作为

困难补助。1964 年，人民助学金在计

算时间上作了调整，中学全年以 10 个

半月计算，高中每生每月 1．7 元，初中

0 ．86 元。师范生全年以 11 个月计算，

每生每月 9 元。

“文化大革命”后期，大批工农兵学

员、在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进入中等专业

学校学习。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省教育

局、财政局报请省革命委员会对中等专

业学校人民学金作了新规定：(1)入学

时满 5 年工龄的国家职工和一年内短

训班的国家职工，工资由原单位发给学

校不再发伙食费和津贴。(2)入学时未

满 5 年工龄的国家职工(包括徒工)，退

伍回乡知识青年，民办小学教师、赤脚

医生、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由学校

发给伙食费和津贴。标准为：四类工资

区每人每月 15 ．5 元，其中伙食费 12 ．5

元，津贴费 3 元；三类工资区每人每月

15 元，其中伙食费 12 元津贴 3 元。中

专调整后，中学也于 1974 年作了调整，

中学助学金最大的变化是以年计算。

中学助学金城市每生每年平均 2 元；县

镇和农村每生每年平均 3 元；三州和峨

边、马边、盐原、米易 4 个民族县，中、小

学标准按“文化大革命”前预算标准执

行。

大中专恢复招生后，学校学生发生

了变化，1977 年省教育局、财政局对中

等学校人民助学金作了新规定，凡按计

划招收的新生，工龄满 3 年的国家职

工，在校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发给，

不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工农子女、革

命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台湾省籍

青年和港澳青年，旧国华侨子女以及列

入招生计划的“社来社去”(即从此公社

招收的学生，毕业后仍分配到该公社)

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体育、

舞蹈专业学生的助学金，在伙食费标准

基础上，增加 40 % 的伙食费。

由于市场物价调整，国家职工实行

了物价补贴。因此，中等专业学校学生

助学金也增加了物价补贴。1979 年中

等专业学校，凡享受助学金的学生每人

每月增加物价补贴 3．5 元。1985 年省

教育厅、财政厅再次调整中等专业学校

助学金标准，规定每生每月增加补助 2

元，由学校集中调节使用(三州地区每

生每月增加 4 元)；同时，每生每月增加

肉价补贴 2 元。到 1988 年中等专业学



校学生困难补助增加到每生每月 5元， 以弥补物价上涨带来的困难。

四川省岁出总数及岁出教育文化费之分配表

四川省县市地方岁出总数及岁出教育文化费之分配表



省县区乡镇保经费情况表

四川省普通教育预算内经费支出情况表



普通教育基建投资总额及增长速度







第一节 基本建设

清末兴学堂之后，学堂修建规模

逐年扩大，至 1908 年，全省各类中小

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及蒙养院等

8，926所，固定资产值银5，411，676两。

民国时期，省立、县立学校的校舍

新建改建较多。1940 年实施国民教

育之初，乡村各中心国民学校及国民

学校部分由旧有小学改设，大部分租

借民房祠庙。经数年努力，中心国民

学校的校舍，无论新建改建均属学校

自有，半数堪称合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

府对学校基本建设投入不断增大，80

年代中小学实现“一无两有”。1990

年普教学校占地总面积221，684，059

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64，128，642

平方米，国家基本建设 1951～1990 年

总计投资269，029．12万元，普教公办

学校固定资产按形成固定资产当年会

计帐面原值计算至 1990 年达630，251

万元。

一、基建管理

清末，民国时期乡村大部分学校

校舍是利用庙宇、祠堂、书院和会馆等

古旧房屋改办，城镇学校新修校舍稍

多一些，在办学过程中，对学校的修

建，也有一定要求。

1901 年，清廷颁布新学诏书令各

州、县开设学堂。随之相继颁布《钦定

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有

“屋场图书器具章”，规定学校应设于

“以爽而宜于卫生，其面积适合学堂规

模为准”，对学堂周围环境要求是“学

堂附近之处，傥有害于儿童之习染及

喧闹而有妨教授者，均宜避之”，学校

选址“宜取往来适中之处，以便学生入

学”，对教室的要求是“讲堂当敷各学



级教授一切学科之用”，整个学校应备

储藏之室，以备储藏书籍用器标本模

型等类，“教员室、馆堂绅董室等必全

具备”，“应有礼堂一处，以为学生聚集

并行礼庆之用”，体操场应室内外两式

以避风雨，修建房屋“以平地建造为合

宜”，务取质朴。经费困难的地方也可

借公有寺庙等处改成，增改修茸，少求

合格。四川总督锡良在兴学之初强调

“普通小学必须因陋就简，易于成立为

要”。1902 年四川设学务处，“凡校舍

修建，皆归该处核办”。

1909 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制定各

学堂建筑及岁修各费定额，规定学堂

建筑费除中等以上学堂的建筑费由提

学使司酌定外，其他各初等小学堂建

筑费至多不超过2，000两，高等小学堂

不超过3，000两，高初两等学堂同设不

得超过4，000两，中学堂及与中学堂同

等的学堂不得超过8，000两。修缮费，

小修一年经费不超过该堂全年经费的

1／20，大修三年一次，费用临时酌定，

民间私立学堂仿此办理。

民国建立后，省教育司根据教育

部颁《小学校令》，对小学校舍修建提

出了明确规定：学校应备校地、校舍、

校具及体操场、校园，高等小学校加课

农业的，应设农业实习场；校地、校舍、

体操场、校园等均需与学校规模相符；

校地选址宜择无害于道德、卫生且便

儿童读通学；校舍宜质朴坚固适于教

授管理；新筑、增筑、改筑校舍或私立

国民学校选址更变时，应由管理人或

设立人报经县知事认可才能实施。

1933 年，省教育厅贯彻教育部《各级

学校建筑校舍规程》，要求有建筑项目

的学校事前务须将各校经济实际情形

及急需建筑的理由报请当地直辖政府

考核认可，始准着手建筑计划。建筑

计划报告作出后，首先由校长向当地

政府申报，再由政府指派工程技术人

员或专员来校踏勘，相形度地绘具图

纸说明并编制建设预算书呈报政府审

定，认为合格始准备案，在施工中由政

府派员监工。在开工前，各校建筑经

费必须由当事人筹足预定现款请政府

查验不虚方准动工，如筹得经费仅为

预算的一半或一部分，均不准开工，免

至中途停顿不能完工，同时要求各建

设学校预算工程时，重在质朴、实用，

无事铺张华丽。1940 年 4 月省府颁

布《四川省普设乡(镇)中心学校及保

国民学校实施办法》规范国民教育制

度，其中第五章专列校舍及设备。对

校舍的具体要求是：乡(镇)中心学校

及保国民学校的校舍应设于乡政公所

及保办公处所在地。除改设的学校

外，应尽量利用原有校舍。新设学校

充分利用当地公有祠堂、庙宇及其他

公共房屋或借用民房暂作校舍。乡

(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没有适合

校舍的，应在开办前由县市就乡(镇)

公所及保办公处所在地，择定适当地

址规划建筑。建筑经费以各该乡(镇)



保自筹为原则，自筹困难的由县(市)

政府补助。同年 6月省教育厅编订的

《中心学校、国民学校行政概要》对学

校建设提出必须具备的五个要点：(1)

要有最大的效用；(2)要符合最经济的

原则；(3)含有爱国主义的意义；(4)注

重实际需要；(5)注意管理和运用。同

时还提出了校舍标准：一校一办公室；

一学级一教室；一校一礼堂(与民众合

用)；一校一书报室(与民众合用)；校

园、运动场、教员宿舍、学生宿舍、男女

厕所各一等。《修正小学规程》还规定

了小学的开办费与设备费之比，中心

小学为 6∶4，保国民学校为 7∶3。省教

育厅于 1942 年 7 月，又制发了《国民

学校校舍平面图式》，《图式》分一教

室、二教室、三教室及中心国民学校校

舍平面图四种。1944 年 5 月，省教育

厅颁布了《国民学校初步设备标准》及

《中心小学初步设备标准》规定校园选

址要根据人口及学校分布，校址须适

中，便于四周儿童通学，便于民众集

会。校地须高燥，日光须充足，空气及

水要清洁，要合乎学校的卫生要求，环

境安静避免喧闹，避免危险及不道德

等恶劣影响。四周应多空地，便于扩

充。新建校舍至少应有教室 1 间，教

员办公室及寝室各 1 间，储藏及校工

室各 1 间，男女厕所各 1 间，运动场 1

方，生均占地以 3 平方米为宜。改建

旧房，教室采光开窗面积应占教室面

积的 1／6 至 1／5，注意空气流通，地面

以三合土为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基

建管理日臻完善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

化。

二、管理机构

1952 年 9 月，四川恢复省的建

制，当月成立省教育厅，厅下设计划经

费科，统一管理普教基本建设。1954

年下半年计划经费科更名为财务科，

同时建立基建科主管全省中小学基本

建设。1955 年下半年省教厅将基建

科、计划统计科、财务科合并为计划财

务科，普教基建并入计划财务科统一

管理。1956 年改科为处，基本建设由

计划财务处主管。1984 年教育厅增

设中小学建筑设计室与计划财务处合

署办公。1987 年四川成立教育委员

会，省教委单设基建处主管全省高、普

教基建。1990 年基建处又合并到计

划财务处，定名为计划基建财务处，下

设基建科，普教基本建设由计划基建

财务处统一管理。

三、基建管理的政策措施

1952 年以前四川省的建制尚未

恢复，各行署、西康省及重庆市各辖区

内的中小学基本建设由各行政公署、

西康省、重庆市自行管理。各行政区

内基建经费不多，新建项目很少，一般

情况是利用原有校舍、祠堂庙宇或者

租用民房办学。对于维修破烂校舍主



要是号召师生和发动民众自己动手自

力更生解决。1952 年建省后，随着国

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小学基建项

目增多，投资加大，对基建管理逐步规

范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一)基建投资的来源

普教基建经费的来源总的有国家

预算内资金、地方自筹资金，台、港、澳

同胞、海外侨胞捐助和世界银行贷款

三个方面。具体来源如下：

(二)普教基建管理体制

普教基本建设自 50 年代开始，

到 1966 年文化革命前都是实行教育

行政部门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省教育

厅对高中以上学校的新建、扩建、改

建工程直接管到项目，从计划任务、

定点、设计到工程验收结算一管到

底。完中以下中小学基本建设分别由

地、市、州或县 (市) 教育局管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小学日益增

多，普教基本建设逐步发展到计划管

理模式。普教基本建设投资纳入地方

建设计划，省教育厅只对各地市的普

教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平衡调控。各

地、市、州、县 (市) 普教基建，基

本上由各地、市、州、县 (市) 自行

安排。省教育厅对省上和中央安排给

普教的基建投资 (包括省财政预算内

基建投资；省统筹用于普教的基建投

资；省机动财力用于普教的基建投资

和中央的专项补助) 分配给各地、

市、州并规定使用方向，由省计委、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与省建设银行联

合下达。1985 年起国家控制基建规

模，特许使用地方机动财力和预算外

资金安排的普教自筹基本建设费都不

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规模。1986 年

《四川省普教基本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又重新规定投资总额在 5 万元以上的

项目，不论资金来源渠道均按基本建

设项目管理，除地方统筹投资、中央

专项基建补助和带指标安排的自筹投

资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外，其余仍

属基建计划规模外的普教基本建设。

在基建管理模式上，1982 年教

育部对普教基本建设的一些专项补助

实行项目管理后，省教育厅随之也对

省上投入普教基建的资金实行项目管

理。管理程序是每年由各地市州按分

配的基建投资报计划项目，省教育

厅、省计委、省财政厅根据当年资金

情况综合平衡后，由省计委、省财政

厅、省教育厅、省建设银行联合将省

的基建投资依分配计划按项目下达给

各市、地、州。至于各市 (地、州)

县机动财力安排给普教的基建资金，

由各市 (地、州) 县分级会同有关部

门按项目下达。

(三) 普教基建审批的程序

1954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财政

经济委员会在《1954 年省基本建设

文件审批程序的暂行规程》中规定，

教育事业投资数额在中央和西南财委

限额以上，应作出计划任务书和初步

设计，报省财委核转大区批准，报中

央备案。教育基建投资在 20 亿 (币

制改革前 10000 元相当于现行币 1

元) 元以下，10 亿元以上的免做计

划任务书，但应作初步设计，由教育

厅核转省财委批准。对县 (市) 级文

教事业基建投资项目，省财政经济委

员会，省文化教育委员会提出控制数

字，由教育厅提出投资分配年度计划

报省文委、财委审核后下达到各市

(地、州)。各县 (市) 年度项目确定

后，由县 (市) 编制教育事业基本建

设计划简表及说明，报专署批准，再

由专署下达到县 (市)。

普教基本建设审批程序在七、八

十年代有了新的发展，1978 年全省

教育系统贯彻《国家计委、建委、财

政部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个规定》，

将基本建设程序归纳为：学校向主管

部门报告建设理由，主管部门同意

后，由主管部门编制建设项目计划任

务书，计划任务书经计委批准列入年

度计划后，据此规划定点及按设计文

件设计，编制概算，按隶属关系、投

资限额、批准权限进行报批。一切获

准方可施工。1986 年省教育厅发布

川教计《四川省普教基本建设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普教基本建设，应按

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在规划、计

划、设计、施工和财务等方面加强科

学管理。其程序为：(1) 作好总体规

划。(2) 编制计划任务书报计划主管



部门审批。 (3) 做好年度计划安排，

由学校按规划的建设年限向教育主管

部门申报投资计划，教育主管部门审

核后，提出安排意见，由计划主管部

门正式下达。(4) 按设计文件搞好设

计。(5) 加强施工管理，指定专人深

入现场，负责对工程质量的检查监

督。(6) 严格质量验收及建筑技术资

料整理。(7) 健全基建财务管理，做

好概算、预算、决算工作。

1987 年，省教育委员会成立，

全省普教基建贯彻省建委基本建设项

目实行开工报告管理办法。基建项目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经过批准方可开

工。(1) 计划任务书。(2) 规划定点

文件。 (3) 城市学校建设许可证。

(4) 设计文件及设计图。(5) 当年基

本建设计划及银行的资金证明。 (6)

土地征用证书。(7) 工程承包合同。

(8) 水、电、气使用计划审批手续。

(9) 施工组织设计。 (10) 与质量监

督部门签订的质量监督委托协议。

(四)普教基建设计标准管理

50年代初，学习苏联对教育和建

设的管理，中小学基建也采用苏联的

一些标准进行。60 年代自己着手制

定标准，但因文化大革命干扰未果。

直至 1982 年四川省教育厅贯彻教育

部编制经国家建委审定的《中等师范

学校及城市一般中小学校舍规划面积

定额》，才对校舍建设作了统一规定。

其中几个主要生均指标列表于下：

四川中等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校舍生均面积定额表

1986 年 12 月四川省教育厅转发

了国家计委颁布的《中小学校建筑设

计规范》，要求自 1987 年 10月 1 日起

贯彻执行。其中几个主要生均指标列

表于下：



四川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校舍面积定额表

在贯彻执行《规范》过程中，四川

省教育委员会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

1988 年 7 月制订出《四川省县镇、农

村一般中小学校舍规划面积定额(试

行)的通知》，其中几个主要生均指标

如下：

四川省县镇、农村中小学校舍面积定额表

第二节 中、小学危房改造

清末，民国时期，中小学校舍少数

新修多数是祠堂庙宇改作。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在城市新建、改建了一

批校舍，但大量校舍，特别是农村校舍

仍未改变旧貌。1963 年 9 月，省计

委、财政厅、教育厅联合对江津、遂宁、

乐至三县抽样调查，利用庙宇、祠堂、

民房改作校舍的中学占 56 ．94 % ，小

学占 90 ．67 % 。由于基础差，修缮维

护工作跟不上，年久失修状况相当普



遍，危房日趋增多。1981 年统计，全

省中小学危房面积达 700 万平方米，

占校舍总面积 16．9 %。有的学校的

学生在狭窄、阴暗、潮湿的宿舍里生

活。因危房倒塌引起的伤亡事故时有

发生。1980 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

的决定》，规定在 80 年代，全国基本完

成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据此，

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普及小学教

育制定了规划。决定采取增加教育经

费，多渠道集资改善办学条件，建设合

格稳定的小学教师队伍等措施，以保

证完成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办

学条件要求做到“一无两有”，即“校校

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

凳”。全省中小学危房达 700 万平方

米左右，而且每年还有 3 % 左右(170

万平方米左右)的新增危房。因此，排

除危房，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普及初

等教育成为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

务。省委、省政府于 1980 年提出了多

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的

指导思想，并陆续制定出一系列多渠

道筹集资金的政策规定。1983 年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通过多种渠道筹

集教育经费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试

行办法》；1985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的试行办法》；

1986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

行国务院〈征收教育费附加暂行规定〉

的通知》；1988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多渠道筹集资金尽快消除中小学危

房的通知》；1988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中小学杂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等。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为中小

学教育事业，特别是为改造危房，普及

小学教育开辟了一条宽阔的走出困境

的路子。仅 1984 年 1 年，单位、个人

就集资 2．49 亿元。而且由于城乡教

育费附加等一部份教育税费的征收是

按比例确定的，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

征收的金额也逐年增大，成为普教经

费一项稳定而且可靠的来源，也是普

教经费的重要补充。

四川省多渠道筹集资金，改善中

小学办学条件，改造危房工作是紧密

地结合普及小学教育和 1985 年以后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进行的，比较集

中地开展了两次大的战役。第一大战

役从 1981～1987 年。这一时期，主要

以实现小学一无两有为目标，以原温

江地委 1982 年决定全地区两年筹集

教育经费 3，000 万元改善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为先导，省教育厅先后在广汉、

什邡和开江两次召开集资办学动员会

议，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集资办学，改

造危房的热潮。经过 5 年努力，至

1987 年全省多渠道集资 17．8 亿元，

新建校舍 1，790 万平方米，维修校舍

1，665 万平方米，中小学危房面积由

1981 年的 718．74 万平方米，占校舍

总面积 16．9 % ，下降到 1987 年的

374．6 万平方米，占校舍总面积的



6 .5 % 。“黑房子”、“土台子”、“四穿教

室”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1986 年 5

月 8 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四川省义务

教育实施条例》。将全省原来实施的

普及小学教育工作纳入了普及九年制

义务教育的轨道。办学条件方面的要

求在“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

人人有课桌凳”的基础上要求进一步

达到校舍和设备配套。1988 年 5 月

省委、省政府提出奋战三年基本消除

中小学危房的目标，全省范围再一次

掀起以消除中小学危房为中心的多渠

道集资改善办学条件的热潮。这一战

役最突出的特点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主

要负责人亲自过问，亲自抓危房改造，

把改造中小学危房纳入各级政府的责

任制目标范围。各级政府成立了危房

改造领导小组，由党委或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

成办公室，负责排危具体工作。对排

危项目、资金来源，质量要求和完成时

间等分别作出规划和安排，领导抓领

导，一级抓一级，一抓到底，形成声势。

同时还建立排危责任制，实行评比计

分，把排危纳入各领导年度政绩考核

之中。为保证排危资金落实，省政府

1988 年规定：(1)各级政府坚定不移

地落实教育经费的“两个增长”，在危

房未消除前各级财政安排给中小学的

基本建设投资和校舍修建补助要以不

低于 70 % 的比例用于危房改造。(2)

农村教育费附加中安排改善基础教育

设施部份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改造

中小学危房。(3)1988 年起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包括中央在

川单位)和集体制单位凡是固定资产

投资用于新建房屋的，按投资造价

0 ．7 % 的标准交纳中小学危房改造费。

(4)从 1988 年起，全省中小学校办企

事业交纳的税金由省、地(市、州)政府

安排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5)中小

学排危需要向银行贷款的，由政府担

保财政贴息。1990 年省委、省政府办

公厅又联合发文，再次强调农村教育

费附加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并将

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率提高到上年人

均纯收入的 1 ．5 % 。在排危过程中，

省、市、县不少领导带头捐款。綦江县

撤销建设政府办公大楼的项目，将

100 万元建设资金改作排危经费。广

汉连山镇党委、政府卖掉小轿车用于

改建中学教学楼。德阳市中区八角镇

党委、政府一次性投资 200 万元，建设

镇初中。刚刚越过温饱线的酉阳县，

“四大班子”的领导干部人均捐献排危

款 220 元，一般干部人均捐献 110 元。

在领导参与和带动下，广大群众或慷

慨解囊或投工投料，积极为排除危房

贡献力量。射洪县药材专业户李光荣

捐款 80 万元新建一所光荣中学。阿

坝县个体商人博干泽让捐款 70 .94 万

元修建“阿坝县雪城商贾小学”。厨师

出身的美籍华人吴仲良，在美经营餐



馆，并不富裕，他从亲身经历中深感知

识的重要，先后六次为乐至县捐款

109 ．27 万元 (修建 中小学、幼儿园

76 ．42 万元，教学奖励基金 32 ．85 万

元)支持家乡发展教育。巫溪县凉风

村、羊耳村排危建校需要石砂，两村干

部群众家家户户用磨子推，碓窝椿的

办法解石成砂，满足了排危建校的需

要。经过努力，全省从 1984～1990 年

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用于排除危房和

改善普通教育办学条件资金超过 40

亿元。仅 1990 年除财政拨款外，其它

渠道筹集的资金即达 9 ．6 亿元，占当

年教育经费总数 31 ．3 亿元的 30 % 。

全省中、小学危房面积降到校舍总面

积的 0．55 % ，实现“一无两有”，了却

百年忧患，功绩永载千秋。现将 1983

～1990 年危房改造情况列表于下：

危 房 改 造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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