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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

发挥支撑作用的思考

谢理超
(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0081)

摘 要:公共财政是推动变革的核心力量，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公共财政也必须转变。如果
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则会影响其他改革进程;如果财税改革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则会在全面深
化改革中起支撑性作用。本文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发挥支撑作用所应遵循
的三个原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整体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而财税体制改革发挥支撑性作用的三项主要工作是调整政府间收入分配，强化预算管理和加
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重视监督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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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认为财政具有把经

济、社会、政治三大社会子系统连接起来的作用，

是它们的媒介。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对

稳定和成熟的财政体制且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

阶段不同，国外市场经济国家财税改革主要是在

微调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财税改革的广度、深度以

及与我国财税改革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现实

背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国内学者十分重视对国外财税体制的比较研

究。杨志勇［1］从政府和市场、税制结构、财政与

社会保障、国有经济问题、财政体制、预算管理、财
政管理和财政政策等方面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

体制进行较全面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世界主要

国家的财税体制相对稳定，但也并非尽善尽美，同

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立足于中国国

情，有选择地借鉴和学习，才是我国财税改革的根

本之策。贾康［2］在财税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方

面提出，分税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完善的市场机

制框架是使一些国家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的

重要原因。我国分税制改革虽然来自于国外的实

践，但是并不彻底和完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事实引

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财税改革在其中

起到的巨大的引领作用，业界也基本达成了共识。
关于财税改革的成果和走向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

性的成果。如高培勇［3］从 6 个方面提出了财税改

革应成为中国改革的主线和突破口。他认为当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破解，几乎都以财

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为前提，牵住了财税改革

这个“牛鼻子”，无疑等于抓住了政府改革以至于

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杨志勇、宋航［4］

从经济全球化与财税改革关系视角的研究表明，

应注意形成有利于财政政策国际协调的财税制

度，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最终提高国际竞争

力。对于财税改革的紧迫性，贾康［5］认为，如果

不能在短期内使财税改革有较大突破，那么会丧

失发展机遇，引起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阻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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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危及国家稳定和社会

和谐。韦森［6］从财权制衡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视

角提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

制衡，其中预算民主的建设是未来财税体制改革

的关键。
借鉴发达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必须与我

国财政体制现状和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相结

合，才能为财政体制改革找到更好的着力点。中

国的财税改革不能再是一种修修补补的改革，而

必须是从顶层高度进行全面深入的设计。本文在

总结和凝练一些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尝试从财税

体制改革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支撑性作用

的角度进行探讨。

二、30 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财税体制改革发

挥着支撑性作用

1978 年以后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宏观层

面是以财税改革为先导进行的。1978 年—1993
年间，财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分级包干为

主线。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是一个分水岭，财税

体制改革明确提出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

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

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30 多年的改革历

程，可以从财政收入管理改革、财政支出管理改革

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这 3 个方面进行归纳。
一是财政收入管理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财政收入演变大体经历了 3 个阶段: 一是 1978
年—1993 年，从企业上缴利润为主转向以税收为

主; 二是 1994 年—2002 年，初步构建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体系; 三是 2003
年以后，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收入体系。
二是财政支出管理改革。30 多年财政支出

领域的改革，不仅有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有质的

变化，变化主线是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政府职能调整而进行的。整体来看，支出制度

不断完善，支出结构不断优化，投入公共及民生领

域的支出力度不断加大。
三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30 多年来，经过

1994 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及其后的不断完

善，我国目前已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的财政体制框架。财政管理已经形成基本

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比较符合公共财政本质特

征，运行较为规范的体系。财政调控在借鉴国际

有益经验的同时，注重立足本国实际，遵循市场经

济规律，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创新。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我国政府推进

的每项改革，都是在财政的配合下进行的，财政都

发挥着支撑性作用。如国有企业改革和实行国有

经济战略性调整、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

建设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素市场改革

等，对于这些改革，财政都从发挥职能作用的角度

出发，在资金、政策、体制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予

以支持。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仍需财税

改革发挥支撑性作用

党中央历来重视财税工作和财税改革，党的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

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

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可以说，新

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仍需财

税改革发挥支撑性作用。
一是当前的发展环境需要高度重视财税改革

的支撑性作用。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档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

阶段，加上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使我国面临的发

展环境十分复杂，这就需要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

“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

底”的工作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财税改革。
二是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需要发

挥财税改革的支撑性作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建设、防范金融风险、改善民生等重大问

题，都需立足现实国情，面对可用财力，面对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从财力安排上、财政政

策的制定上以及财政体制的完善上去研究新情

况、制定新政策和解决新问题。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发挥财税改革的支撑

性作用。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和资金

保障，财政支出安排必须要保障政府履行职能的

需要。30 多年来公共支出体系改革正是伴随着

政府职能的转变而进行的。从这一角度讲，在财

力分配上，应倾向于维护市场和弥补市场的领域，

从财力安排的源头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
和“缺位”，倒逼政府部门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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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挥财税改革支撑性作用应把握的原则

( 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成后，政府作用发

生改变，带来财政职能的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职能将从直接参与资源配置逐步转向确保市

场发挥作用的秩序维护者，政府将不组织参与具

体的经济生产性活动而是转向维护市场秩序、制
定宏观调控政策。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

展不平衡，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公共产品的

提供还比较薄弱，我们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基础性作用，权衡市场的“宽度”和“广度”，政

府应从有营利性质的行业中退出，着力将财政性

资金用于提供公共性强、盈利性弱的产品。政府

应保证市场自由进出、契约自由、司法公正，让市

场真正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应重点突出私人

建设经营和政府监管的运行模式。1994 年税制

改革后，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大量财力，县、乡
一级财力相对不足，难以承担起自己职责内的事

务。对此，除了进一步改革当前的税收制度外，还

应积极调动民间资本，财政通过引导和转化风险

的机制，科学地将民间闲散资金用于民生建设中。
在这一方面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 PPP ( Public －
Private—Partnership) 经营模式，即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

问题。实践证明，PPP 模式可广泛应用于公共项

目的建设上，涵盖交通、教育、卫生保健服务等，确

实带来了效益改善，使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降低

了投入成本，提高了产出效率，保证了项目质量。
政府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合理确定公共

支出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划分。在此基

础上可以衍生出公共产品提供的新方式，比如政

府以信用或公共物品以后一定年限的收益为担

保，引入私人资本，这样就可以做到不用财政资金

的介入就完成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通过这种提

供方式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政府性投资管理改革。
现阶段，还要明确财政投资性支出与公共财

政支出的有机统一问题。当前，尽管财政支出在

机制上有所改善，但是并没有改变公共财政支出

偏弱的局面。目前我们还无法做到像欧美发达国

家那样的全面保障，这就更加需要政府投资能灵

活运用有限的资源，突出重点，用有限的政府投资

带动和盘活更多的社会资金介入公共财政领域。
同时应严格区分公共支出的层次性，公共财政要

守住公共性，并根据公共支出的层次性来研究相

应的创新管理机制。公共性强的，创新的余地就

小，私人介入的空间也就小，行政的办法就多一

点; 公共性弱的，创新的空间就大，就可以更充分

地利用私人资本。
( 二) 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把握两个方面:

一是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 二是处理好同一级次

政府间财政部门与政府职能主管部门的集权与分

权问题。
那么，如何划分好政府间事权呢? 目前我国

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尚未形成，这不利

于基本服务的均等化。1994 年分税制改革沿袭

了原体制下行政性分权的格局，缺乏经济性分权

框架，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职责划分不清晰、不合

理、不规范。中央事权不断下放，政府间事权划分

不清晰，导致财权和事权难以匹配。政府间财政

关系的划分主要是事权、财权和财力。为了让不

同级次的政府各司其职，高效提供相应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事权的划分就应遵循现代国家的通行

做法，依据“三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
1．外部性原则。一件事情一方管理一方受益

( 或者一方受损) ，则这件事情就应该交给这个地

方管理; 一项活动如果不仅使一个地方受益或者

受损，还有其他地方受益或受损，那么这个事件就

具有外部性。具有外部性的事情要根据其收益范

围界定事权归属权，如果一件事的收益是跨地区

的，就应该交给更高层次的地区管理。
2．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原则。信息处理越复

杂、越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事项就越应交给地

方政府管理。因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熟悉基

层环境，更能掌握真实准确的信息。中央政府应

管理那些信息便于收集、便于统一管理的事项。
比如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信息相对简单，只需

知道年龄、就业状况等，因而适合中央统一管理;

而医疗保险要知道身体情况、药品、医疗条件等，

信息相对复杂且高度不对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

进行管理。
3．激励相容原则。财税制度的设计要能达到

使所有的参与者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运作并实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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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使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

之间形成一种高度的利益一致性，从而减少中央

与地方、地方各级之间的不良博弈，进而大大提高

政府部门的整体工作效率。
在同一级次政府各职能部门间，也存在如何

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应坚决杜绝政府职能

主管部门成为第二个变相分配财政资金的职能部

门的现象。
( 三) 处理好整体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财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操之过急，不

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要稳扎稳打用实践探索出

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改革之路。财税改革要

处理好顶层设计和调动基层积极性的关系，既要

有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也需要提高基层政府的参

与度，给予地方更多的参与权。从长远看，应对如

何科学划分政府间收入、完善预算制度、使有限的

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通过财税改革引领其他改

革等问题有一个总体构想。近期重点应放在盘活

沉睡的财政资金上。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显

示，2012 年中央本级财政资金闲置较多，有 104
个部门本级结转 396． 4 亿元。出现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预算编制不科学，财税工作秩序混乱，横

向部门有过大的财政资金支配权等。盘活存量应

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在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

度之后，下级政府不得再向上级政府申请维持正

常运转的财政资金; 二是下级政府违规办理的事

项发生的社会风险，上级政府介入处理时应有规

范性制度约束，下级政府对于其过错要承担一定

的责任; 三是对现实工作中不规范的事项、不利于

调动责任主体积极性的事项应进行清理并立即纠

正，为制度性改革创造条件。

五、财税改革发挥支撑性作用的关键领域

( 一) 调整政府间收入分配，确保收入政策的

统一性

1．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中央政府财力集中度并不高，在财税改革的

过程中，进行税制改革以及及时对收入划分进行

适当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健全的税制是进行政府

间税收划分的基础，我国的分税制改革要进一步

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变和调节收

入分配的导向作用。1994 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

受计划经济影响很大，有很多旧体制的烙印，由于

要照顾当时既得利益留下了一些未尽事宜。如现

行的中央和地方分享的税收制度、政府间税种划

分不尽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中央政府的职能

是国家安全、经济稳定、市场统一和收入再分配，

那么凡是体现这种职能性质的税种都应列为中央

税，如关税、生产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增值税、
所得税等。地方收入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较差，

需要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可以稳定持续地为地方

提供税收来源，因此，应当将具有此类特征的房产

税、物业税、遗产税等归地方。当然，在市场统一

后可以划归地方的税种有限，为弥补地方收支缺

口，各国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税基分

享，即中央和地方分享统一税基，税率由中央制

定，中央征主税地方政府按比例税率附征; 另一类

是均衡性转移支付，即中央依靠其强大的税收保

障通过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弥补地方财力不足

的问题。
2．从严控制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当前我国

税收政策中存在过于繁杂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

不利于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环境，不利于推动政

府职能转变。目前已实施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

共 30 项，国务院已批准尚未实施的还有 4 项，正

在申请待批的政策多达 70 项，几乎涵盖了全国所

有省份。2010 年、2011 年全国税收优惠政策减免

税收分别为 1． 63 万亿和 1． 51 万亿。① 有些地方

政府甚至出台一些地方性政策，通过税收返还方

式变相减税，侵蚀税基，转移利润，制造政策“洼

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的规范性和统一性，造

成市场不正当竞争。除此之外，不科学的税收减

免会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博弈中。
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是中央对地方的特殊性

妥协，在其他地方政府看来总是存在一些自己没

有享受到的优惠，这就会造成地方政府热衷于同

中央博弈。这种博弈使种种压力都集中在中央政

府身上，而各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制约机制，结果必

然是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在未来的改革中税收优

惠政策应予以保留，它的作用应该是正确体现国

家相关政策导向，体现国家的鼓励政策，应把税

收优惠从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转变为对具体事项的

①楼继伟:《财税改革纵论: 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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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有整体科学的规划，充分体现税收的统一

性。总之，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不能再依靠

税收优惠，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激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而政府工作重点应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目前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繁杂、规模过大、资金分散，下一步的改革应着

手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可按照以下思路对转移支

付进行清理整合: 对于用于竞争性领域、属于应急

性的、影响市场功能正常发挥的项目，以及补助数

额不大、政策引导性不明显的项目应尽快予以取

消; 原则上一项政策只能安排一项转移支付，因此

要将政策目标相近、使用方式雷同的项目予以整

合; 将属于地方政府事务、地方信息掌握充分的项

目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下放地方管理; 对于保留

的专项转移支付要研究进一步的管理措施，提高

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效率。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

安排，增强地方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鼓励地方政府自行整合各类专项资金。
( 二) 强化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的科学性

预算管理是财政管理的核心，应完善我国现

行的预算管理机制，硬化预算约束。硬约束可以

激励地方政府谨慎配置拥有的资源，抑制地方政

府过度支出，保证经济效率。中央在安排好年度

预算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增支政策。应研究

实行中长期预算管理，编制滚动预算，根据事项的

变化情况，每年进行修正。
1．切实体现预算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发

挥其“逆周期”的调节作用。在时机成熟时人大

应将预算审批的重点从赤字管理 ( 收支平衡管

理) 转向支出管理。我国现行的预算存在很强的

顺经济周期现象，没有起到对宏观经济调节的作

用，不利于其宏观经济内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
政府预算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增加消费。
在经济过热期，预算应削减不必要的支出以抑制

经济形势过热; 在经济低迷期，预算起的作用应该

是扩大支出、拉动消费、盘活经济，对整体经济形

势起到促进作用。这体现的是政府预算对宏观经

济形势的逆调节，同时也充分体现着一国财政政

策水平的高低。

2．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缓解刚性支出造成的
支出结构僵化。目前一些支出领域存在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大量的财政资金没有在预

算年度发挥应有的效果，很多单位在年终时突击

花钱。存在这样的问题，既有政策设计不合理、预
算编制不科学的因素，也有预算绩效管理不到位

的因素。应加强对大额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人

大应在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的审核中发挥积极作

用，应有确定的指标，审定一个地区( 部门) 当年

申请的预算是否完成了其设定事项，对没有完成

的要追究负责人的相关责任，从而从内部促进财

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
同时还应通过预算绩效重新审视现有的支出

政策。如 2012 年教育、科技、农业等 7 项与财政

收支或 GDP 挂 钩 的 支 出 占 到 财 政 总 支 出 的

48%，①这种支出安排不仅不科学，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反映出政府的一些

支出政策过多地考虑短期需求，缺乏激励相容的

决策机制，导致财政支出政策碎片化及资金使用

效率低下。因而必须下大力气按照加强顶层设计

的要求开展重点支出政策的评估工作，从预算绩

效管理入手，根据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合理安排财力。
3. 重视提高部门预算编制质量，理顺部门预

算管理的职责划分。财政部门负责的是制定规

则、指标和分配政策，行使预算管理权而不是替其

他部门编制预算。预算具体编制是部门的职责，

各部门应按统一规则、标准、政策编制预算。财政

部门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规范部门预算的编制

程序，强化部门预算的刚性约束力。对基本性支

出按标准保障，并给予一定幅度的机动，鼓励节

约，对基本支出的结余允许单位按规定使用; 对项

目支出预算，应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政府的重大决

策来安排财力，由主管单位申报、财政初审、政府

分管领导审定、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形成刚性约束

力的部门预算方案经人大审批后由主管部门具体

负责实施，年内除重大自然灾害外不再追加财政

预算，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中的工作重点是督办

执行和调研资金的使用效益，为来年部门预算的

科学化编制打基础。
( 三) 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重视监督机

①根据《2012 年中国财政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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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设

1. 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加大对社保、医

疗、教育、科技、农业、住房等领域的改革研究力

度，通过这些领域的改革成果进一步推动财政支

出政策改革; 同时通过财政支出政策改革促进相

关领域的改革，使两者互为动力机制。这些问题

看上去与财政无关，但实际上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从本质上讲，如何跳出财政看财政，如何从全局上

把握财政，掌握财政工作的主动权，还有着十分巨

大的工作空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加强政策

研究不行，所以提升研究能力非常重要。
2. 强化监督管理。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监

督作用，当前可以健全人大、政协框架下的监督制

度，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充分暴露矛盾，及时纠正

存在的问题，通过纠正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中存在

的问题，倒逼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积极创

造条件，实现预算向社会公开。同时，还应下大力

气建立健全内部制衡机制，重点围绕完善制度、明
确职责、理顺流程、控制节点，提升内控的有效性，

推进财政管理的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和

制度化。
3. 重视预算公开。预算作为政府对纳税人

所纳税款的使用计划，应及时准确地公布在相关

网站，这样社会各阶层就可以协同有关部门共同

监督政府预算的使用情况，进而有利于财政资金

真正落到实处。

( 指导教师:马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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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pporting Ｒole of Fiscal and Taxation Ｒeform in
Deepening the Ｒeform Comprehensively

XIE Lichao
(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Public finance is the core to promote reform，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state，public
finance must also change． If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reform lag，the process of other reforms will be affected; If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it will play a supportive role in the overall refor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deepe-
ning the reform fo fiscal and taxation system reform to play a supporting role is 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steady progress． The three main aspect of the sup-
porting role that it plays are to adjust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strengthen budget management reform and
strengthen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empathize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 words: tax reform;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 supporting rol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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