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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由新华社对外公开发布'

"纲要# 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 即(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 不
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
进结构调整& 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 调整各类扭
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 完善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
制& 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 优化要素配置&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 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 实施宏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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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托底的政策支柱&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 夯实实体经济根
基& 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

为实现以上发展的思路& "纲要# 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围
绕解决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完善地方税体系$ 增强地方
发展能力$ 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建立
健全现代财税制度' &月$(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
开营改增试点方案& 明确自)月$ 日起&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 营
改增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也是稳增长$ 调结构的关键点& 可



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 推动稳增长$ 调结
构& 财税体制改革是激发更大市场主体活力的一大利器' 把握好改
革的政策取向& 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等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松绑&

放水养鱼& 为鼓励社会投资和促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营造更宽松
的环境& 推动产业转型$ 结构优化& 在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涵养宝贵
税源& 用短期财政收入的"减# 换取持续发展势能的"增#& 为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迈向中高端水平打下坚实基础'

营改增作为财税改革的重要举措& 显然不能单兵出击& 而应当
依据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协调运行& 与其
他方面的改革配套实施' 可见&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 时间也很紧迫' 着眼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局& 我们将近期
有关领导指示$ 论述$ 媒体解读以及部分文件汇编成册& 供大家查
阅参考& 以期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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