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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是党中央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
特征作出的战略判断$ 新常态下# 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 分
工更复杂% 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 经济结
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 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经济
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适应这一新趋势# 我们既
要着力稳增长% 保就业% 防风险# 更要主动调结构% 促改革% 转方
式$ 特别是在新常态下# 创新驱动将占据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 成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增强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要求广大财政干部站位要高% 视野要广# 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
的大逻辑# 科学分析新常态下财政领域的趋势性变化# 正确把握做
好财政工作的新要求# 发挥好财政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的作用$

在全面分析% 正确把握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大背景
下#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年工作思
路$ 他指出# "#$%年财政工作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继续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力度#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加快
推动转方式调结构# 强化风险防控& 盘活存量# 用好增量# 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 有保有压# 确保重点领域特别是民生支出& 坚持依法
理财# 加强财政管理#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年#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
局之年$ 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 推进财税改革更加紧迫#

任务更加艰巨$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需要以更高的智慧% 更大的魄力
谋划财税改革$ 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局# 我们将近期经济新常态
有关论述和财税改革有关文件与解读汇编成册# 供大家查阅参考#

以期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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