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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

近平

5

月

16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 分别研究

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工作。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

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作出的重大决策， 各地区各部门要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

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

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

必胜信念， 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

推进。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劳致富、艰苦

奋斗精神， 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

好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会议分别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务院国资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工作方案的

汇报，听取了江苏、重庆、河北以及深

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工作的汇报。 领导小组成员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作出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后， 各地区各部

门认识不断提高、主动开展工作，有关

部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 许多地区

研究制定了综合性方案和专项方案，

成效逐步显现，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贡献。同时，有些政策措施需要

进一步研究制定， 有的地方还没有有

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 关系长

远，一定要切实抓好。要深刻理解时代

背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

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

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要准确把握

基本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

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 使供

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

结构的适应性，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

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

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深化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

领域基础性改革。 要发挥好市场和政

府作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善于用

市场机制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政府要

勇于承担责任， 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

都要勇于担当，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要

突破重点难点， 坚持重点论， 集中攻

关，以点带面。 要把工作做细做实，有

针对性制定政策、解疑释惑；具体工作

要从实际出发，盯住看，有人管，马上

干。要平衡好各方面关系，把握好节奏

和力度，注意减少风险隐患。

习近平强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

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

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 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

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

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

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

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

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

强化人力资本，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

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

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

代产权制度， 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

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

有制经济产权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2016�年 5 月

星期二

17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人民网 www.people.com.cn

主 管 主 办

社

今日 124版 第6760期

A叠12版 B叠100版 T叠12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4-0157� �邮发代号：45-91�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668�

CFP/供图 彭春霞/制图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难持续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增长 14.4%，增速大幅高过 GDP 增

速。 不过，笔者认为，4 月份财政收入

的大幅增长有其特殊原因， 当前财政

收入并不具备持续大增的基础。

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可以发现，4

月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受营改增导致部分地区营业

税清缴的影响。 如 4 月份财政收入大

项中，营业税收入达 3227 亿元，同比

增长 74.8%，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

速与 GDP 增速基本吻合， 同比增速

分别为 6.5%、8.7%。

随着营改增相关制度的过渡衔接

完成，五六月份后，相关财税收入也会

回归正常。

而除了营业税清缴，4 月份财政

收入大增的另一重要因素则是房地产

市场回暖。 虽然部分一线城市受政策

收紧影响，房价上涨放缓，但同时也有

大量二线城市房价在 4 月份出现了较大

幅度的上涨。 因此，4月份一些与房地产

相关的税收出现大幅增长， 如房企企业

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同比

增长分别达到 47.2%、13.2%、40.6%、11%。

从 4 月份财政收入结构我们还可

以发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

重。 如受石油、煤炭价格同比下降影响，

4 月份的资源税收入同比下降 23.5%。

受外贸滑坡影响，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同比下降 6.2%， 关税同比下降

1.9%。 此外，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同比均

出现大幅下滑。

因此，正如财政部所指出的，从目

前情况看， 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结

构调整面临的困难也较多，后期财政增

收基础仍不牢固。 没有经济增速的大幅

反弹， 也就没有财政收入的持续高增

长。 而对于未来经济走势，权威人士近

日指明， 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 U 型，

更不可能是 V 型，而是 L 型的走势。 这

个 L 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

的。 这意味着，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的

基础并不牢固。

此外， 因为今年在财税领域进行的

一系列的改革， 如 5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

营改增，全年将减少税收收入约 5000 亿

元左右。 7 月 1 日起，全面推开资源税改

革，总体将降低资源企业税负，这也意味

着财政收入的减少。

如此看来，政府部门的“紧日子” 还

得继续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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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跨境资本流出压力继续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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