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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以财税改革破题深化改革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作为国家
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税改革无
疑将成为大会的一个重要讨论议题。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财税改革的
三大任务（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中
央地方体制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预算法》的实施，为建立现代
预算制度提供了基础。 营改增从试点
到全面推广的伟大创举，成为中国税

制改革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推
进了
“
六税一法”的改革进程。

个税改革将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考虑有关“二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
经济学家贾康认为， 十八届三中全会
之后， 中央首先通过财税配套改革方
案，拉开一系列改革的序幕，并把财政
当做整个全面改革配套部署的先行军
角色，然后再跟进部署户籍制度改革、
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司法改革、价格改
革、国企改革、反腐深化等，形成了
“
以
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

预算改革：取消“小金库”
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将开启全面公开政府履责情况的新时代，通过提
升政府财政透明度，满足各有关方面对政府财务状况信息的需求。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深化财税

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例

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

“世界上唯有死亡和税收无法

2016 年 5 月 至 2017 年 7 月 ， 增

少税率的档次。

议的一项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

逃避。 ”这是西方国家推崇的一句
话，也说明税制改革关系到每个企

加 143 万户。
贾康表示， 营改增以军令状

税制改革的第二项内容是消
费税，在众多税制改革中，消费税

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 并适时
推进改革。

业和自然人。 过去五年，中国启动
了最大规模的减税改革，在世界范

的方式全面实施， 现在还在进一
步优化和解决收尾问题。“虽然已

本有望提前推进，但营改增后地方
税种的缺失，使得消费税的改革要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是保
护合法收入， 调节过高收入，清

围引起关注。
在 众 多 税 制 改 革 中 ，“营 改

经全覆盖， 全国现在仍然把营改
增称为改革试点， 体现了一种谨

配合地方税一起推进。
“
现在还是有种种顾虑， 特别

理规范隐性收入， 取缔非法收
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

增” 成为这几年政府减税的重头

慎的态度，尽管有一些不周到、不

戏。 营改增使增值税公平、中性优

合意的地方， 但总体来说营改增

是营改增以后营业税取消了，需要
找到替代的财源来弥补地方收入，

等收入者比重， 努力缩小城乡、
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

势得以充分体现， 减轻了纳税人
税收负担， 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

值得肯定。 ”
9 月 28 日， 国家税务总局货

消费税可以配合这个情况来改
革。 ”贾康说。

形 成“橄 榄 形 分 配 格 局 ” 的 收 入
分配改革目标。

创业积极性。

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林枫在接受

据悉， 目前我国有十几种特

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个税改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截至
2017 年 7 月 底 ， 我 国 生 活 服 务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
四 大 行 业 纳 税 人 共 计 1218 万

采访时表示， 营改增打通了我国
以间接税为主的第一大税种的抵
扣链条， 打通抵扣链条和消除重
复征收因素以后， 便鼓励了专业

殊产品要征收消费税，比如烟酒、
烟花爆竹、燃油、汽车轮胎、作为
奢侈品的珠宝首饰等。“未来消费
税如何更加合理化， 是否一部分

革将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
专项开支扣除项目，考虑有关“二
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进一步减
轻纳税人的负担。

户， 比 2016 年 5 月 1 日四大行
业改革前国地税交接户数增加
207 万户。 与此同时， 前期试点
的“3+7” 行 业 户 数 也 显 著 增 加 ，

化细分。
对于下一步改革， 贾康认为，
营改增的改革方向和逻辑是值得
肯定的，未来增值税还应尽可能减

改由地方政府在销售环节征收的
方案，还在内部讨论之中。 ”贾康
坦言。
此外， 房地产税作为充满争

对此，贾康认为，除了要实现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税体系外，
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
也是此轮个税改革的核心内容。

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2015 年
这项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 2015 年

记者了解到， 改革方案所列预
算管理的第一条内容，就是
“
完善政

1 月 1 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自
此中国建立健全全面规范、 公开透

府预算体系， 积极推进预算公开”。
编制政府财务报告是建立现代财政

明的预算制度步伐加快。
新《预算法》规定政府收支全部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纳入预算管理， 使得政府行为受到
更严格的法律约束。不仅如此，2015

在此基础下， 财政部着手研究
编制 2016-2018 年全国财政规划，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编制还严格落实
了新《预算法》要求，重点报告支出

并在水利投资运营、 义务教育等 5
个领域开展 3 年滚动规划试点。 根

央地关系：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

预算和财政政策， 加大预算统筹力
度和细化预算编制等内容。

据改革方案要求，2016-2017 年开
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从 2017

不过，地方税体系必须完成攻坚克难的改革，产权、举债权的制度建设也需优化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央发文推进事权合
理化，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提出各级事权的一览表和明细单。

对此， 贾康表示， 财政部已在
2012 年明确提出不允许存在“预算

年开始，试点单位要编制 2016 年度
政府财务报告。

外资金”， 至于更早的时候提出的
“小金库”概念，也早已明确它的非
法地位，经过几轮清理，预算管理情
况得到整体改善。“目前既无
‘制度
外资金’又无‘预算外资金’，中国的

贾康认为， 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将
开启全面公开政府履责情况的新时代，
通过提升政府财政透明度，满足各有关
方面对政府财务状况信息的需求。
此外， 在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

整个预算体系， 正在表现为一套全
面反映政府财力的预算。 ”贾康说。
2015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

制度方面，国务院明确提出，围绕建
立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地区间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以一般

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
决定在全国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

性转移支付为主体，完善一般性转移
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

理， 由财政部门会同各部门研究编
制 3 年滚动财政规划， 强化财政规

财政改革方案的第三项任务

难啃的一个骨头，央地关系的调整

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上下

协调各地对口支援灾区，就是横向

是处理好中央地方体制关系，相比
前面两项改革内容，央地关系调整

也最受关注。
2016 年 8 月 24 日发布的《国

级政府的权责有时不清，既存在越
位现象，也存在缺位现象。

转移支付。这样一套制度能够使欠
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得以缓

也最艰难。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发

务院关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划
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
“财政

解决这一问题， 贾康认为，央
地关系调整需要从理顺事权开始，

解，又能使地方长治久安。
不过， 地方税体系必须完成

出深化改革新的宣言书后，2013
年 11 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事权”这一新概念，将其与支出责
任区分开来，这有助于厘清改革的
思路和方向。

形成各级事权一览表、支出责任明
细单，理顺收入划分，建设地方税
体系，在扁平化三级框架之下寻求

攻坚克难的改革，产权、举债权
的制度建设也需优化推进。 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中央发文推进事

题的决定。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目前中央地方体制关系调整
的基本思路是，对每一级政权要有

“
财权与事权相顺应， 财力与事权
相匹配”的境界，促进基本公共服

权合理化，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明确提出各级事权的一览表和

转移支付，加强转移支付管理，充分

的定位，中央政治局在“60 条”改
革要求提出后，第一个审批通过了

人大的合法授权，进而形成“一级
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

务均等化和各级、各地政府职能的
到位。

明细单。
对此，贾康认为，央地关系中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财税改革方案。作为三大任务中最

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
权，再加上自上而下两级转移支付

贾康举例说， 这些年中央、各
省“抽肥补瘦”地做转移支付的同

有很多硬骨头要啃，目前各个方面
认识还不一致。“
十九大以后，希望

和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的制度
安排。

时， 也辅助性地发展横向转移支
付，比如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央

能给出攻坚克难的指导意见，并能
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

纸质登记房屋信息年底前
全部复制移交不动产登记系统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和系统将无死角
本报记者 李乐 北京报道

被视为牵涉多方利益的不动
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推进工作，其进
展恐怕要远远高于外界对其的预
期：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市县的不
动产登记工作均已接入全国不动
产信息登记平台，相比于工作计划
制定的时间表，这一目标已经提前

完成。
接下来，国土资源部、住房和

纸质房屋产权登记信息，被称
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最后的

城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正在
为消灭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最后
的“信息死角”而努力。 住建部已经
要求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在

“信息死角”。 完成复制移交之后，
任何产权人名下的房屋信息，将全
部都在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
上出现， 这对于规范保护产权人

2017 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纸质房屋
产权登记信息向不动产统一登记
平台的复制和移交工作。

利益、提高房屋产权管理效率，甚
至对地方执行限购政策等， 都将
产生影响。

年底之前
住建部已经明确通知系统内的地方职能部门，必须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解决纸质登记的房屋
产权信息的问题。“
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必须完成。 ”一位地方住建系统职能部门人士向记者表示。
“有很多房屋产权的登记信息，
时间比较早的，都是以纸卡的形式
登记存在的，在统一不动产登记信
息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头疼这个问
题， 解决起来需要时间。 ”9 月 27
日，一位地方不动产登记职能部门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住建、
海洋、林业、农业等部门，相继向不
动产统一登记平台移交或接入了本
部门主管范围内的不动产产权登记
信息。 但是，始终未能有效解决的，
就是以纸质登记形式存在的房屋产

须完成。”一位地方住建系统职能部
门人士向记者表示。
实际上， 这项工作一直在进展
之中，只不过速度相对较慢。记者了
解到， 地方职能部门采用的方式基
本上是移交一批、复制一批。

的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中国内
地实施的一项基础信息服务制度。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拥有统一信息登
记平台和后台数据库， 按照相关规
定，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林权、草

权信息。 这些信息一般在地方层面
掌握在房屋住建职能部门手中。
多位地方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职能部门的人士均向记者证实，住
建部已经明确通知系统内的地方职
能部门，必须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所以之
前的进度较慢， 现在我们已经增加
了人力配置和设备资源， 按照现在
的工作进度， 在年底前基本可以完
成中央主管部门布置的有关任务，
我们市里面的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件

场、海域等产权信息，都纳入不动产
统一登记范畴，从而实现统一登记。

之前， 解决纸质登记的房屋产权信
息的问题。“
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必

事情。”前述地方住建职能部门内部
人士告诉记者。

最后“死角”
商品房基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开始全面实施网签制度之后的商品住房，因为年代比较
近，信息化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快。
在住建系统和国土系统内部，
纸质登记的房屋产权信息，一直是
一个颇为令人头疼的问题。 由于前
一阶段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
主要是以接入的方式对接房屋产
权信息，这种方式之下，能够高效
接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的，

去一年多的补登、补录等，已经基本
完成了信息化覆盖和移交接入。 因
此，纸质房屋产权登记信息，就成为
了最后的“
信息死角”。
“很多私产平房都是纸质登记
产权信息的。 ”一位市级不动产登
记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是以纸质形式存在。所谓房改房，即
是以已购公房为主，1998 年， 全面
房改实施，通过折算工龄等方式，单
位职工通过自行购买方式， 获得公
房产权。在不少城市，这部分房屋的
产权登记信息，由于年代较为久远，
一般以纸质信息的形式存在。

都是本身即以信息化方式存在于
房屋产权登记系统中的不动产产
权登记信息。
正因如此， 以纸质形式存在的

示，现在采用的方式是房产证换发
不动产权证的过程中，完成纸质信
息的电子化录入。 但是，由于不动
产不实施“总登记”制度，即换发不

“商品房基本不存在这方面的
问题， 尤其是开始全面实施网签制
度之后的商品住房， 即便是有一小
部分商品房市场化初期的住房，还

房屋产权登记信息， 在系统内部被
称为最后的的
“信息死角”。海权、林
地、草场等不动产登记信息，虽然也
有纸质登记的情况存在，但是，相较
于房屋信息，总量数量不大，通过过

动产权证是非强制性的， 所以，如
果仅以这种方式实施，工作进展进
度相对较慢。
记者了解到，除了私产平房外，
还包括一部分房改房的产权信息，

以纸质登记产权信息的方式存在，
因为年代比较近，信息化的问题，解
决起来也比较快， 现在基本不存在
问题。”前述地方住建系统人士告诉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