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评级是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要件之

一，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客观、中立的信用

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在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过

程中进行风险识别。中债资信作为国内首家以

采用投资人付费营运模式为主的新型信用评级

公司，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积极为地

方债提供评级服务，目前累计完成了11个省市

地方债评级。

从国家整体利益看，由于地方政府过去

通过融资平台举借债务，一方面多头举债，

举债方式不规范，导致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

快速增长，同时债务期限结构错配，有可能

引发地区或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另一方

面，由于举债成本过高导致大量财政资源浪

费。根据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年43号文，地

方政府发行债券是一项长期性制度安排，有

利于解决目前地方政府举债方式不规范，举

债资金成本过高造成公共财政资源浪费，以

及地方政府债务期限错配引发系统性债务风

险等问题。

目前来看地方债券发行比较成功，第一

批地方债券发行已进入尾声，不仅缓解了今

年地方政府到期债务偿还压力，还腾出了大

量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有利于稳定经济

增长。

（本报记者 曾金华整理）

北京开出离境退税第一单地 方 债 发 行 助 力 稳 增 长

中债资信公共机构首席分析师霍志辉：

7月 1 日凌晨，首笔境外旅客购物离境
退税业务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顺利办
结，标志着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在
京率先落地。当日，北京市国税局现场举
行推广宣传活动，辅导境外旅客办理离境
退税。

北京市目前已有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
税定点商店 74 家，基本涵盖所有大型商场
和旅游特色商品经营企业。同时，为方便
境外旅客办理退税，在首都机场 T2、T3 航
站楼设置了退税场所。与此前海南试点政
策相比，北京试点一是扩大了离境口岸范
围，在航空口岸的基础上，新增了水运口岸

和陆地口岸。二是扩大了退税物品范围，
将海南试点时的正面列举方式调整为以负
面清单方式，退税物品范围由 21 类物品扩
大到除禁止、限制出境和增值税免税物品
外的所有物品。三是降低了起退点，由
800元下调至 500元。

北京市国税局总审计师高瑞君表示，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将极
大提升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提高北京旅游产业国际化水平，进
一步拓宽购物渠道，提升入境旅游消费，促
进首都旅游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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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来 洁 梁剑箫

本版制图 卢 嘉

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提升入境旅游消费——

财 税 体 制 改 革 攻 坚 克 难
本报记者 曾金华 崔文苑

今年以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制改革等各项财税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啃下不少“硬骨头”。同时，国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通过积极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各项措施，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预算更加规范透明
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
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也是一场
牵一发动全身的“硬仗”。去年，《深化财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通过，新预算法也颁布实施。

今年以来，国务院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
改革，出台实施了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改革
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盘活财政
存量资金、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
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新预算法于今年开始实施，着眼于建立
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201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编制，严格落实了新预算
法要求。“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期，而预算向上紧密承接国家治理、向下
深刻影响百姓民生，涉及中央和地方、立法
和行政、政府和市场等多方关系，是治国理
政的根本大事。对新预算法的贯彻落实开
局良好，向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
现代预算制度，迈出了重要一步。”北京大学
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说。

我国政府预算实行的是年度预算，预算
内容规定了一年的政府收支计划。这一预算
在编制与执行中，容易出现缺乏前瞻性、支出
政策考虑当前问题较多，财政支出“碎片化”等
问题。为此，国务院部署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
理，由财政部门会同各部门研究编制三年滚动
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进行
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

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
价办法，通过逐年更新滚动管理，强化财政规
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

目前，财政部正在着力部署做好2016—
2018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在水利投资
运营、义务教育、卫生、社保就业、环保等重点
领域开展三年滚动规划试点，推动中央部门
编制2016—2018年滚动财政规划。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避免资金使用
“碎片化”，盘活各领域“沉睡”的财政资金，
把“零钱”化为“整钱”，统筹用于发展急需
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
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是创新宏观调控方式
的重要内容，也是用足用活积极财政政策
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
多次研究部署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推进统
筹使用财政资金工作。6 月，国务院发布

《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提出了推
进项目资金的统筹使用、推进重点科目资
金的统筹使用、推进部门资金的统筹使用
等 10 条“硬措施”。

“国务院从支出的角度，推进统筹使用
财政资金，使资金使用绩效最大化，对盘活
存量资金、促进经济稳增长有着重要作用。
同时，要以此为契机，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包括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
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等，并理顺对事权的统
筹。”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说。

税制改革持续进行
“小微”优惠作用显现

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
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

系”，改革重点锁定 6 大税种，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
人所得税。今年以来，税制改革在去年营改
增、资源税等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
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事项，明确“税种
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管管理的税收
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推进依
法治国、实现税收法治的影响长远，其意义
将不断凸显出来。”刘剑文说。

消费税持续进行了“小步快跑”式的改
革。1 月 12 日，提高成品油消费税，将汽油
等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1.4 元/升提高到 1.52
元/升；将柴油等消费税单位税额由 1.1 元/
升提高到 1.2 元/升。2 月 1 日，对电池（铅蓄
电池除外）、涂料征收进口环节消费税,适用
税率均为 4%。5 月 10 日，将卷烟批发环节
从价税税率由 5%提高至 11%，并按 0.005
元/支加征从量税。这几次消费税的调整，
无不发挥了调节生产和消费，实现资源优化
配置的作用。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充分运用税收的
杠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今年以来，税收改
革通过调节税率、实行税收优惠等多方面，
作用于微观经济活动，维护经济平稳运行。

针对当前的消费形势，为满足我国居民
消费升级的要求，国务院决定通过完善税收
调节等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进出口环境，增
加公民购买意愿较强的消费品进口，扩大国
内消费。今年以来，不仅对海南岛离岛旅客
免税购物政策进行调整，将零售包装的婴儿
配方奶粉、咖啡等 17 种消费品纳入免税范

围，还放宽香水、化妆品、手表等 10 种热销
商品单次购物数量限制。从 6 月 1 日起，降
低部分服装、鞋靴、护肤品、纸尿裤等日用消
费品的进口关税税率。14个税目，商品的关
税平均降幅超过 50%。

今年以来大力度的税收优惠对于小微
企业的支持也相当“给力”。比如，继 2014
年 10 月增值税和营业税暂免征收的月销售
额提高至 3 万元后，今年以来，小微企业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从 10
万元上调至 20 万元。在简政放权方面，继
去年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由事先审批
改为事后备案后，进一步减轻办税负担。记
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家
为小微企业累计减税就达到 240亿元。

地方债“新政”顺利实施
PPP 模式掀起热潮

按照疏堵结合、“开前门、堵后门、筑围
墙”的改革思路，新预算法建立了地方政府
举债融资的新机制。财政部部署各地做好
清理甄别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工作，在按程序
报批后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同时规范了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的预算管
理、发行兑付等办法，组织地方做好置换债
券和新增债券发行工作，执行好置换债券定
向承销发行办法，确保置换债券发行平稳有
序进行。今年 3 月、5 月，财政部分别下达了
两批 1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
额度。

5 月 18 日，江苏省成功招标发行了 522
亿元政府一般债券，拉开了今年全国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的序幕，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新预
算法规范下，首次发行政府债券。随后，新
疆、广西等省区相继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既有效控
制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开辟了地方财政
资金稳定来源，这也是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
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财政部财科所副所
长白景明说。

在前期大力推进的基础上，国务院持续
加大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的力度。5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
等 3 部门联合制订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
通知》。

“PPP 模式既有化解地方债风险的考
虑，也有筹措建设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的需求。”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
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

自 2013 年底以来，财政部在制度建设、
项目示范、政策支持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工
作，成立 PPP 工作领导小组和 PPP 中心，作
为推广 PPP 工作的政策平台和操作平台，制
定了 PPP 工作通知、操作指南、合同指南、财
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等文件，完善了预算管
理、政府采购等配套办法，实现了“组建一个
工作机制、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搭建一个制
度框架、推出一批示范项目”的“四个一”工
作目标。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年初至今，
各地掀起推广 PPP 模式的热潮，各省区市推
出的 PPP项目已经高达 2万多亿元的规模。

“推广 PPP 是一项综合性改革措施，涉
及行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公共产品
供给管理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它
从治理和管理两个层面来考虑，更强调长期
性、系统性、整体性、结果导向和绩效评价。”
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焦
小平说。

①山东省烟台市国税局干部深入

船舶制造企业，开展“走出去”企

业税收调研，现场征集“走出去”

企业的涉税诉求和税收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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