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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专业改革正紧锣密鼓地为全国铺开做着准备，
8 月 1 日，“营改增”范围将从 12 省市扩至全国，减税规模
预计全年达两三千亿，而税收杠杆拨动的却不仅是减税
本身，改革张力在以减税为主线的循迹中愈加厘清。

两三千亿元——该如何定位这样的减税规模？如果
拿 2012 年全国税收收入约 10 万亿元计算，“营改增”的
减税比重占 2%到 3%。一方面，在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中，

“营改增”带来的是最可行与最有效之间最大公约数的减
税；另一方面，随着“十二五”时期“营改增”向整个服务业
全面推进，预期的减税效果也将持续放大。

中国现行 19 个税种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在税收中的
比重超过 40%，两大主体税种几乎涉及每一家企业，而
中国几乎 90%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所以，同时在这两
大税种上做文章，无疑可以实现一种更大规模的减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营
改增”是两大主体税种联动带来的更大规模的减税，这也
使得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企业、
居民间的收入此消彼长，政府实现大规模减税，才能为企
业、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和可能。

如用一句通俗的话去解释“营改增”，那就是以前企
业成本也要计税，现在成本可以抵税，减少了服务业的重
复征税，实现减负。在“营改增”的先行先试中，90%的企
业税负下降，而小规模纳税人更加宽泛的认定，也力促中
小企业降负程度达 40%。

降负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营改增”获益后，广东平
成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晓波决定加大投入，提升企业
的科技附加值。事实上，在采访中，很多在“营改增”中降
负的企业选择了扩大投资、提高生产技术。

“营改增”在给企业降负的同时，也打通了制造业
与服务业之间的隐形的墙。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一面
使企业为实现成本最低化去拆分细化，一面又因抵税
上的环环相扣而紧密合作，这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企
业特征。

普华永道间接税主管合伙人胡根荣指出，“营改增”
拨动了成千上万的经济细胞，它以为服务业减负为切口
某种程度上实现对经济之躯的激活，更重要的是它是一
种税制公平的实现，中国将会用一套统一的流转税制度
去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一体发展。

展望今后，“营改增”将会从目前的现代服务业向餐
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全面推进。虽然价格的形成是多
重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根本是供求，但“营改增”的
大规模减税无疑为企业降低产品价格增加了空间。

胡怡建指出，中国当前税制格局中，最核心的问题是
间接税所占比重大，这使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处于不利地
位，让富人少缴税，中低收入者多缴税。“营改增”带来的
减税，毫无疑问减的是间接税，这也让“营改增”触及了当
前税制改革的主脉。

如今，“营改增”全国铺开已逐渐临近，而无论是物流
等行业已经遇到的税负上升，还是电信业可能遇到的税
负考验，都表明，没有改革可以一蹴而就与一片坦途。但
应该看到的是，这是一项需要锐意进取的税制改革，只有
在步伐不断加快中，其所具有的改革张力才能合理释放。

文/新华社记者 何雨欣 侯雪静 雷 敏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专电）

8 月 1 日，“营改增”扩围后，减税规模

预计全年达两三千亿——

“营改增”将如何释放张力

5 月 23 日，一些顾客在上海市的一家商场内办理“节

能补贴”手续。5 月底，为期一年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即

将落幕，上海众多消费者纷纷抢搭末班车，掀起了家电市

场新一轮消费热潮。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上海居民抢搭节能补贴“末班车”

5 月 23 日，参观者在一家展商柜台选购有机蔬菜。

当日，第七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在上海国际展览

中心启动。 丁 汀摄 （新华社发）

第七届中国有机食品博览会启动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近用“无业的
一代”来形容当代青年人就业难现象。文
章指出，除了全球经济萎靡导致的岗位需
求减少外，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
于，学校所学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
脱节。

面对现状，产学研接轨的大学生创业
项目，被众多国家视为培养在校大学生商
业素养的有力途径。记者在芬兰采访时，
曾经拜访过芬兰阿尔托大学，大学专门开
辟废弃车库供学生参与芬兰的“创业桑
拿”项目，该项目整合了芬兰一流企业、学
界的资源，通过聘用愤怒的小鸟、诺基亚

等企业的高级人才做导师的机制，指导在
校大学生的自主科研项目。

除了国家项目外，全球非营利组织开
展的大学生社区项目也是训练大学生商
业素养的好途径。在美国，成立于1975年
的非营利组织创行（Enactus）每年吸引来
自全球1600所高校的数万名在校大学生
参与社区助力项目。该项目中，教育工作
者和商界领袖们贡献专业技能、时间和资
源，指导在校大学生运作社区助力项目，
如秸秆利用项目、咖啡渣转为有机肥料项
目等，为社区创造价值。

文/本报记者 李春霞

让更多大学生成为创业者
本报记者 苏 琳 王信川

201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 699 万人，创新中国成立以来之

最；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均降约 15%。一增一减，使就业形势

愈发严峻。面对“最难就业季”，专家表示，创业是就业之本，

大学生要多渠道就业创业。

就业难，创业更不易。专家呼吁，一方面，大学生要努力

发挥专业技能，大胆实践；另一方面，学校、相关部门和金融机

构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大学生扫清创业路上的障碍，以创

业带动就业——

从 2003 年的 212 万人，到今年的 699
万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已经逐渐成为我
国最大的新增就业群体。而今年就业压力
更是远超往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鼓励大学生
创业不仅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应
急之策，也是推动我国经济迈向创业型经
济的长远之计。首先，创业具有扩大就业
的倍增效应。调查表明，平均每名创业者
带动就业 3.8 人。其次，创业是提高大学
生素质的重要方式。再次，创业作为科技
成果转化的组织形式之一，是实现技术创
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载体。

“创业是就业之本，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促进更高质量
的创业。”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
为，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创业是“实施人
才创业扶持政策”的必然举措。

辜胜阻表示，要通过加强创业教育提
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他建议，要在高等
院校普遍推行创业教育。同时，加强创业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
置和教学模式。他还建议，应鼓励高校、政
府和企业联合建立大学生创业见习基地、
创业实习基地，设立创业岗位，通过开展模
拟创业积累创业经验，提高大学生创业实
践能力。

记者：我国大学生创业现状如何？

辜胜阻：从我国现实情况看，一方面，
我国创业机会丰富，个体创业意愿比较强
烈；另一方面，个体又因为缺乏创业能力，
把握不好创业机会，创业容易失败而不得
不放弃创业。大学生创业虽然具有年纪
轻、精力旺盛、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较强、
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较高等优势，但同时
也面临着资金短缺、经验缺乏、人际网络缺
乏、创业能力较弱等创业障碍，致使大学生

创业的成功率较低。
记者：对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而言，创

业的启动资金是一个难点。对此，您有什

么建议？

辜胜阻：要完善创业融资体系，增强创
业资本的可获得性。当前迫切需要构建多
层次、多元化的创业融资体系：一是完善小
额信贷政策。进一步简化贷款程序，减少
对创业项目的过多限制。适当放宽小额担
保贷款的利率，增强对金融机构推广小额
贷款的内在激励。二是加强信用担保体系
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担保的作用，建立大
学生创业担保基金，通过担保风险的补偿

和担保机构的激励，提高商业性的小额贷
款担保机构的积极性，为大学生创业获取
贷款提供方便。三是设立政府、高校和企
业等多方面参与筹资的大学生创业基金。
四是鼓励和引导风险投资支持大学生创业
项目。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和天使
投资，或鼓励社会资金成立大学生创业风
险投资基金，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利用
包括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在内的激励措
施，引导基金前移，发挥天使投资支持创业
项目和初创企业的作用，真正解决我国大
学生创业的早期资金瓶颈障碍。

记者：在优化大学生创业环境方面您

有什么建议？

辜胜阻：我认为，优化大学生创业环
境，一方面要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和大学科技园建立大学生创业
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良好载体。充分利
用全国高新区和科技园，建立大批的企业
孵化器，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免费或优惠的
办公场地、创业辅导、孵育保障以及畅通的
创业融资、成果转化及项目合作交易渠道，
对进入创业园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以高新技
术企业的标准给予政策优惠，促进更多大学
生实施以技术创业带动大学生团队和社会
就业。另一方面，要完善大学生创业政策支
持体系，贯彻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有效降低
创业门槛和创业成本。政府首先要树立创
业服务观念和服务意识，提供更加方便快捷
的优质服务；减轻大学生创业的税费负担，
杜绝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的现象，落实
好税收优惠、费用减免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
策，使大学生创业有一个外部成本较低的成
长环境。此外，创业还需要营造一种崇尚创
新、宽容失败、支持冒险、鼓励冒尖的文化
氛围。

激活大学生创业是系统工程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

本报记者 苏 琳

统 计 显 示 ，我 国 2009 年 、2010 年 、
2011 年三届大学毕业生创业率分别只有
1.2%、1.5%、1.6%，而欧美这一比例在 20%
至 30%左右。在分析大学生创业率低的
原因时，吴江表示对创业扶持政策知晓程
度不高是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为了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和联
合就业，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5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从 2013 年起，对享
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年度
内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具体
补贴标准各省结合实际确定。同时，各地
也纷纷推出鼓励和支持政策。

就此，吴江表示，要通过改善创业环
境，增加大学生的创业机会，实现人尽其
才。他建议，鼓励生存性创业逐步转向发
展性创业与生存性创业并重，逐步建立普
惠性的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体系。

今年 27 岁的付晓娟从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依靠
家里资助的 10 多万元，以及从农信社获得
的 10 万元大学生创业专项贷款，付晓娟在
枣庄市吴林街道大李楼村建起了养猪场。
但没过多久，付晓娟遇到了周转资金不足
的问题，农信社又及时为她提供了 40 万元
的活体畜禽抵押贷款，养猪场得以迅速发
展。在枣庄市，像付晓娟这样启动创业项
目或有创业计划的大学生超过 200人。

近年来，为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有效
缓解就业压力，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包括

财税、金融、创业培训等在内的一系列支持
措施，为广大青年学子铺起了一条创业之
路。据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支持大学
生创业过程中，央行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
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
具，加强货币信贷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大学生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央
行还鼓励各相关金融机构在开展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贷款、信用贷款的同时，积极创
新适应大学生创业资金需求特点的信贷产
品和模式，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创业金融服
务水平。

5 年前，黄昌学从四川农业大学毕
业，他选择去了一家农业企业。随后，他
回到家乡四川省都江堰市胥家镇金胜村创
业，成为村里的猕猴桃产业带头人和食用
菌企业的经营者，带领着 3000 多农民共
同致富。

“我学的是农业微生物，搞农业有技术
优势，很多对于农民而言很难掌握的技术，
我们以前在实验室经常做。另外，农村要
发展特色产业，特别缺少经营性人才，我们
这些经过高校培养的人可能对市场信息更
敏感，经营思维更活跃。”黄昌学说。

在胥家镇金胜村，几乎家家户户种猕
猴桃，村民只知道猕猴桃有市场价值，却
不知道猕猴桃枝也是个“宝”。通过研究，

黄昌学发现猕猴桃枝是种植食用菌的好
原料，将其粉碎后，可以代替棉籽壳作为
培养基，大大节约成本。2011 年，他用此
法种植食用菌赚了 10 多万元，带动一批
农户效仿。

“现在同学们都很羡慕我，我也觉得活
得很精彩。在农村搞农业，要吃苦，也有风
险，但是这里发展空间和舞台更大，不仅能
实践所学，实现自我价值，这里是我的广阔

‘用武之地’。”黄昌学说。
谈及大学生创业，黄昌学觉得毕业后

立即创业风险太大，应该先通过 2 年的实
践摸索和积累经验，脚踏实地锻炼好自
己的能力，机会来时再去创业才是明智
之举。

加强创业教育 提高创业能力

改善创业环境 增加创业机会

完善融资体系 提高创业意愿

“ 我 的 广 阔‘ 用 武 之 地 ’”
本报记者 杜 芳

“最难就业季”来了。面对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专家指出，创业是就业之本，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

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促进更高质量的创业——

专家说

丰富多彩的创业孵化器
银行方面，积极开展小额担保贷款、贴息贷款、信

用贷款等工作，积极创新适应大学生创业资金需求特

点的信贷产品

政策方面，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各地也

纷纷推出鼓励和支持政策，力争通过创业环境的改善

调动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

学校方面，可以在高等院校普遍推行创业教育，鼓

励高校、政府、企业联合建立创业见习基地，提高大学

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