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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有望从三个领域展开

□

本报记者 丁冰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

开。 分析人士认为，新一轮财

税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顶

层设计的重要内容，将担当起

改革尖兵的重任。 根据我国财

税体制现状，预计改革将主要

在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

预算制度改革三个领域开展。

其中，前两项改革中的加大中

央支出责任等举措有望在短

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经

济改革以利改税加承包制为起

点， 九十年代财税改革则成为

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力。 而

当前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产

能过剩、 地方债务风险积聚等

宏观领域矛盾日益突出， 倒逼

财税体制改革加速推进。

我国财税体制存在诸多

不完善之处。比如，间接税在税

收结构中占比过高， 直接税尤

其是财产税占比过低， 导致收

入分配失衡； 财政支出中社会

保障等公共服务占比过低则进

一步影响低收入人群； 地方政

府融资不规范，预算监督缺失，

加之财权事权不匹配， 影响地

方财政可持续性。因此，未来财

税改革将重点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税制改革方面，将着

力于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

税比重。但税制改革全面铺开难

度较高， 预计一些迫切性强、社

会共识高的措施将率先推行。短

期内较为确定的是扩大营改增

范围，扩大现有增量房产税试点

范围， 继续推广资源税从价计

征，将部分消费税从价内征收改

为价外；中长期则可能推出存量

房产税，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

的个税改革，引入遗产税，同时

下调增值税率。

需要强调的是，税制改革

的目的并不在于总体税负的增

加或减少， 而是税收结构的调

整，以借此影响劳动供给、收入

分配、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

其次，财政体制改革方面，

重点在于改变当前地方政府财

权和事权不匹配的局面。预计中

央将收回部分事权， 在公共安

全、医疗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和

食品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同

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控专

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

移支付比重来加大对地方财权

的弥补。（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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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投资运营改革措施料加快推出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由

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

学四个学术研究团队，分别牵

头进行养老体系改革的顶层

设计方案已上交，方案汇报讨

论会也已经进行了两轮。 监管

层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虽然方案的最终定稿尚未

形成， 但相关部门就市场化、

可持续的改革方向已达成高

度共识， 而养老体制并轨、养

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等尤为

引人关注的改革措施的推出

或快于社会预期。

业内普遍认为，养老体制

改革应是整体改革的一部分，

应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国有

企业改革等相互协调，并最终

建立一个财务可持续、激励相

容、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养

老保障体系。

实际上， 对于何种养老

体制才真正符合中国国情，

学界观点迥异。 有的认为应

以“修补完善”现行体制的漏

洞为主， 有些则建议将现行

体制“推倒重来”。 参与改革

顶层设计方案的一位专家透

露，日前进行的第二轮改革方

案讨论会， 参与的部委人士、

学者专家等比第一轮更多，大

家的意见和焦点也更为细化。

在许多关键性的改革 “突破

口”上，监管层和学界的意见

还是较为一致，这与以往是非

常不一样的。 有观点认为，为

了尽快实现养老金集中投资

并减少与日俱增的个人账户

空账压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应尽快改革为“名义账户制”。

对于这一观点， 参与的四家

学术研究团队中有三家都投

下了“赞成票”。

所谓名义账户制， 简单

而言， 即把个人社保账户变

成一个银行账户， 要求当代

参保人员缴纳一定百分比的

个人收入， 由政府为其记入

个人账户； 但资金随即可用

于支付当代养老金， 个人账

户并无真实资金存在， 仅有

清楚的个人缴费记录。 当参

保人退休时， 由政府根据一

套精算程序， 将账户中所有

的账面积累换算成真实的退

休金， 发放给每一名对应的

参保人。 （下转A02版）

国务院敦促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

塑造竞争新优势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力度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18

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

半年多来国务院出台的促改革、

调结构措施落实情况汇报， 部署

进一步抓好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

础的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面对今年错综复杂

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

院作出科学判断，我们按照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 统筹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保持定力、稳定政

策，稳中有为，创新调控方式，坚持

不扩大赤字， 不放松也不收紧银

根，推出简政放权、贸易投资便利

化、利率市场化、扩大营改增试点

等多项改革， 出台巩固农业基础、

释放内需潜力、 优化产业结构、化

解过剩产能、 减轻小微企业负担、

促进民生改善等政策措施，明确经

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从而有

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社会预

期，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不断积累

积极因素。 刚公布的统计数据表

明，三季度我国经济稳中向好。 农

业丰收已基本定局，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增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呈

现积极变化， 城镇就业继续增加，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

会议研究了促改革、 调结构

各项措施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指

出，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要坚

定信心；在经济稳中向好时，也要

保持清醒头脑。 要看到当前经济

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 深层次矛

盾依然突出， 发展还面临不少风

险和挑战，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任务仍很繁重。我们有条件、

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 但还需要做出坚持不懈

的努力。 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和结构调整， 继续抓好已出台措

施的落实，使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让政策效应持续发挥， 真正做到

既利当前更惠长远， 夯实稳中向

好基础，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增强

发展内生动力和长远后劲。

会议要求， 一要以政策兑现

为目标， 毫不松劲抓落实。 各地

区、 各部门要针对政策措施落实

中的薄弱环节， 加快完善和细化

配套措施，以务实高效的工作，让

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进一步稳

定来之不易的积极向好的市场预

期与社会信心。 二要以转变政府

职能为抓手，继续深化改革。加快

实施政府职能转变， 扭转政令不

畅的“堰塞湖”现象，克服拖延应

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研究

推进改革的具体措施， 让市场作

用得到更好发挥， 让政府管理更

加到位， 努力营造各类主体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要以塑造竞

争新优势为导向， 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挖掘新的消费增长点，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大力培

育新兴产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加大金融等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

经济发展力度，谨防各类风险；保

持进出口稳定增长， 鼓励优势产

业“走出去”，更好参与国际竞争。

四要以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可持续为准则， 做好民生保障和

改善工作。继续鼓励就业创业，切

实落实促进大学生和困难群体就

业各项措施，完善配套细则。健全

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机制，妥

善安排灾区群众生产生活。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对

已出台的促改革、调结构措施落实

情况开展自查， 国务院将组织督

查。 力争使政策措施取得更大成

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向好，

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全球市场表格

原油期货“盯牢”上海自贸区

中国期市国际化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国证监会此前公布的

5

条关于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支持措施

中，

4

条与期货相关。 市场人士认为，亮点在上海自贸区筹建国际原

油期货平台，并以此契机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业内预计，原油期货

破题，将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零突破”，相关期货及

衍生品市场将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巴西大火煮沸糖市

纽约原糖盘中暴涨6%

在全球糖市供需形势好转

之际， 上周五巴西桑托斯

（

Santos

）港大火令多头几近沸

腾。 当日洲际交易所（

ICE

）原

糖期货

3

月合约早盘一度大幅

攀升

6%

至每磅

20.16

美分的一

年高位。尽管此后有所回落，但

该合约 仍收高

0.50

美分 或

2.63%

，报每磅

19.50

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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