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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前大陸財稅體制改革方案及其問題 

 
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執行長魏艾 

 
■中共根據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設定「市場化、自由化」

的改革主軸，陸續推出各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其中，

財稅體制改革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受到海內外高度的關注。 

■大陸所提出的財稅體制改革方案，主要是要進行公共財政預

算透明化、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的改革，

其目的是要針對現行財政體制所存在的地方政府不具立法權、

財權和事權無法配合的缺失進行改革。 

■儘管中共已修訂預算法，並推動省級政府編制資產負債表，

使各級政府的各類資產和負債透明化，但如何釐清政府間的

財權和事權，以及建立良好的監督機制，才是健全財稅體制

改革的關鍵所在。 

 

    去（2013）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市場化、

自由化」為主軸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根據全會所審議通過「中

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未來中國大陸全面

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

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

定性及政府作用。「決定」中所列出的經濟體制改革領域，財稅體制

改革是重點改革領域。因此今（2014）年被稱為「全面改革元年」，中

共將陸續推出各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今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提出

有關公共財政預算透明化，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

的改革政策和措施。8 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修改預算

法的決定，與此同時，大陸財政部要求中國大陸各地推動省級政府資

產負債表的試編工作，此一財政體制改革方案，對於全面深化改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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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具有何種意涵，並將面臨那些問題，值予探

討。 

 

（一）大陸現行財政體制的特點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財政體制的基本特徵是高度集中、統收統

支的管理模式。改革開放初期，大陸對財政管理體制進行適當的分權

和分級管理的改革。其中，為解決「統收統支」財政體制導致地方政

府缺乏積極性的缺失，大陸實行「財政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以激

勵地方的積極性。但是此種財政管理體制卻存在嚴重弊端，主要表現

於（趙興羅、劉孝誠，「『分稅制改革 20 年：回顧與反思」，經濟研究參考，2014 年第 40 期，

頁 13-18）： 

    第一，中央財政陷入嚴重危機。財政包乾體制固然激勵地方的積

極性，並刺激經濟的快速增長，惟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帶動和促進

中國大陸財力的同步增長。根據大陸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財政收

入佔 GPD的比重由 1978年的 31％下降到 1993年的 12.6％；另一方

面，中央財政收入在大陸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40.51

％下降到1993年的22.02％。中央財政捉襟見肘，且背負大量的債務，

加劇了中央的財政困難，影響宏觀經濟調控能力。 

    第二，資源配置效率遭到扭曲。「財政包乾」體制是按照企業隸

屬關係劃分企業所得稅，在地方財政管理權限擴大的情況下，此種制

度安排極易強化地方的利益機制，導致地方追求短期利益，地方競相

發展見效快、利稅多的項目，以致造成重複建設的現象，資源配置效

率被嚴重扭曲。 

    由於「財政包乾」的財政管理體制所存在的弊端，大陸決定進行

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提出「分稅制」改革。1993年 12月 15日，

中共國務院發佈「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並於 1994

年 1月 1日起實行。 

    「分稅制」稅收制度的改革，其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在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之間劃分稅種和稅權，因此，合理的稅收制度成為「分稅制」

的重要基礎。但是，「分稅制」稅收制度改革的主要精神，便是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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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中央的財政權力。根據大陸說法，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調控宏觀經

濟必須保證必要的基本能力。儘管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發揮

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離不開政府在宏觀調控

中的作用。中央政府調控宏觀經濟，必須掌握財政的主動權（趙興羅、

劉孝誠，「『分稅制』改革 20 年：回顧與反思」，經濟研究參考，2014 年第 40 期，頁 13-18；賈

康、梁季，「審視分稅制」，財經，2014 年第 22 期，頁 88-91）。分稅制改革之前，由於

中央財政能力薄弱，因而需投入的國防、基礎研究以及重要領域的建

設資金嚴重匱乏，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被嚴重弱化。分稅制實施

後，全中國大陸財政收入和「兩個比重」顯著提高。根據大陸國家統

計局的資料顯示，隨著大陸經濟的快速增長，全大陸財政收入佔 GPD

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12.6％提高到 2012 年的 22.57％；中央財政收入

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由 1993 年的 22.02％增長到 1994 年的 55.7

％，2012年此一比重是 47.1％。很顯然的，實施 20年的分稅制是中

共中央財政財力不斷增強的過程，而中央政府在調控宏觀經濟掌握了

財政的主動權（趙興羅、劉孝誠，「『分稅制』改革 20 年：回顧與反思」，經濟研究參考，

2014 年第 40 期，頁 14）。 

 

（二）新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和內涵 

    儘管分稅制稅收制度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兩個比重」（財政

收入佔 GPD 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佔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實現，在促進大陸中

央財政收入比重的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此一制度卻也存在相

當的缺失，以致難以充分發揮財政管理的效益。 

    第一，1994 年的分稅制並非完全的分稅制，地方政府不具有稅

收立法權。「完全的分稅制」應是不同層級的政府都具有法律主體的

地位和資格，否則就只是一種變相的收入分成辦法和稅收分級管理辦

法。大陸現行的分稅制，地方政府不具有稅收立法權，而立法權不下

放的分稅制所能解決的問題也只能限於稅收的徵管問題而已。 

    第二，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成為大陸財政的潛在風險。1994 年

分稅制改革後，財權過度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不對稱，

地方政府不得不另闢財源，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應運而生，使大陸財

政經濟存在著財政和金融風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林肯中心「中國



 8 

土地財政研究」課題組，經濟研究參考， 2014 年第 34 期，頁 27-30）。 

    第三，財權與事權無法配合是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缺陷。事權與

財權相結合，以事權為基礎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範圍以及管理權

限，是建立完善、規範和權責明晰的分級財政體制的基礎。然而，事

權與財權不清，一直是大陸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限制。 

    為解決大陸財政體制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所可能引發的問題，

2012 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合規的中央和地方債務管理及

風險預警機制」；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有關財稅

體系的改革主要為：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推進增

值稅改革，適當簡化稅率；調整消費稅徵收範圍、環節、稅率，把高

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徵收範圍；加快房地產稅立

法並適時推進改革，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保持現

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方式拓寬城

市建設融資渠道。同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控制和化解地方

政府債務風險」列為六項重要工作之一。今（2014）年 3 月，大陸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更具體提出，要「建立規範的地

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把地方政府性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推行政府綜

合財務報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債務風險」。 

    今（2014）年 6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

制改革總體方案」，明確重點推進三個方面的改革，包括建立公開透

明的現代預算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等。此

一財稅體制改革將在 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基本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 

 

（三）地方融資平臺和土地財政的財金風險 

大陸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不足是驅使地方政府建立投融資平臺，以

及大幅度依賴土地運營和土地財政的主要原因。 

    根據大陸現行「預算法」規定，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

不得發行地方債券，要求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平衡，但是實際上，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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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債務早以各種形式存在。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國際金

融危機之後，中央政府提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除中央財政投

資 1.8兆外，其餘由地方政府配套，鼓勵地方政府設立投融資平臺公

司舉借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地方政府債務及其財政風險突

出。 

    城投債是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發行的企業債券，而地方政府投融

資平臺是由地方政府出資設立，透過財政注資、資產劃發、授予國有

土地開發權等方式，設立一個符合「公司法」要求的政府投融資平臺

公司，授權其向市場融資，從事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建設開發和

經營管理等活動，借助政府信用並以經營收入、公共收費和財政收入

等為還款來源和保障。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包括不同類型的城建投資、

城建開發、城建資產等公司（溫來成、張偲，「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城投債發展前景

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14 年第 38 期，頁 28-40）。 

    任何一個國家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土地財政收入一直是地方政

府的一種財政收入形式。「土地財政」是指地方財政主要依靠土地的

運作來增加收入、土地是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大陸推行改

革開放政策以來，隨著中國大陸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經濟社會發

展對土地資源、資金和技術的需求也隨著增加。隨著土地有償使用的

建立，地方政府已將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作為城市建設資金

的主要來源，土地出讓收入規模不斷擴大，其所發揮的作用也不斷增

加。 

    儘管土地財政對大陸的經濟發展和土地資源的利用發揮相當的

作用，但一般認為，土地財政卻也給大陸社會經濟帶來包括推高房價

和地價、造成農民失地、提供滋生腐敗的環境，以及潛藏財政和金融

風險等不良影響（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林肯中心『中國土地財政研究』課題

組，經濟研究參考， 2014 年第 34 期，頁 30-34）。以財政和金融風險而論，地方

政府以持續開發土地作為發展動力的「土地財政」不是一種可持續的

發展模式，不能為地方政府帶來穩定的財政收入，終將導致財政收入

的枯竭。此外，「土地財政」的融資模式，將地方政府、房地產企業、

居民個人捆綁在一起，增添了金融體系的風險。 

    地方政府性債務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是中共財政日益嚴重的問



 10 

題。按照大陸財政部的測算，今（2014）年到期需償還的地方政府負有

償還責任債務佔債務總額的 21.89％，是償債壓力最重的一年。截至

2013年 6月底，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大約 11兆債務中，今年需償

還的債務約為 2.4兆元。在財政收入增速減緩，而支出剛性較強的情

況下，地方政府償債壓力沈重，因此，如何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利益

格局，並在地方政府舉債融資加以規範，已是大陸財稅體制改革必須

面對的重大課題。 

 

（四）大陸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問題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

明確了重點推進的三方面的改革，主要的關鍵仍在於如何釐清中央與

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以及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的解決。 

    在建立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方面，從邏輯上看，預算管理制

度的改革是財稅體制改革的基礎，但是財政收入劃分的改革需在相關

稅種稅制改革基本完成後進行，而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則需要量化指標並形成有共識的方案。 

    今（2014）年 8 月 31 日，中共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

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新法將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大陸官方認為此項修訂案具有釐清預決算原則、充實全口徑預

算體系、健全政府的債務管理制度、規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立預

決算公開透明制度、強化人大及常委會對各級預算和決算的審查批准

和監督，以及強化對法律責任的規定（鄭猛，「預算法大修十年收官」，財經，2014.9.8，

頁 80-92）。除此之外，大陸財政部也要求，今年中國大陸各地推動省級

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試編工作，包括上海、北京、安徽、湖南在內的多

個省份已經開始試編多個本級和縣區本級的政府資產負債表（經濟參考

報，2014 年 9 月 5 日，版 1 及版 2）。此項制度是希望能夠完整反映各級政府所

擁有各類資產和承擔的各類負債，全面反映政府的財務情況。 

    依目前中共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今明兩年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

得決定性進展，稅制改革在立法、推進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事權和支

出責任劃分改革要基本達成共識。預算改革主要有七項任務，亦即以

推進預算公開為核心，建立透明預算制度；完善政府預算體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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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規範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勾事項；改進年度預

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強預

算執行管理；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全面規範稅收優惠政策等（「解

密『預算法』大修」，瞭望新聞周刊，2014.9.1，頁 18-19）。 

    財政收支涉及資金該怎麼分、如何花的問題，近年來大陸確實對

各級公務支出不斷加強制度約束，推進預算公開，接受社會監督方面

提出若干具體政策和措施。去（2013）年，全中國大陸 31 個省份公開

省級財政預算。中央部門預算和「三公」經費預算進一步加大公開力

度，除涉密內容外，中央財政本級支出、中央部門預算已全部細化公

開到最底層的項目科目，專項轉移支付預算按照每一個具體項目向社

會公開，「三公」經費中的公務車購置和運行費細化公開為公務用車

購置費和公務用車運行費，顯示出中共中央建立公開透明預算制度的

決心。儘管如此，大陸財稅體制改革仍將面臨預算審查監督工作機制

不完善、預算監督困難等問題（楊志安，「全口徑政府預決算監督改革路徑」，瞭望

新聞周刊，2014.9.8，頁 37-38），而如何明確釐清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以及

監督機制的權責更是財稅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