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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 是今
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是我们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纲领性文件& #建议$ 彰显了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的战略思维%

提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是永续发展
的必要条件%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既是对"#$& 年经济工作
的全面部署% 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 推进结构性改
革% 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 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 抓好去产能' 去
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这五大任务% 用好宏观政策要稳'

产业政策要准' 微观政策要活' 改革政策要实' 社会政策要托底这
五大政策支柱% 就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
动能%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 在"#$%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要创新和完善财政宏观调控% 加快财税体制
改革% 清费立税% 增收节支% 优化结构% 提高绩效% 重点保障基本
民生支出% 压缩其他支出% 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适度扩大
总需求% 着力转方式' 补短板' 防风险' 促开放% 提高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 增强持续增长的动力%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服好务&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时间也很紧迫&

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局% 我们将近期有关领导指示' 论述' 媒体
解读以及部分文件汇编成册% 供大家查阅参考% 以期能对大家的工
作和学习有所帮助&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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