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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財產制度與改革開放 

人類之所以能不斷進步，社會之所以能漸進文明，乃在於人們可

以透過勞動力、技術和智慧來創造財產、保有財產。換言之，財產制

度之形成，便是人類文明之動力，更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

財產制度，是指各級政府與同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力安排的根本制

度。它主要包括政府預算管理體制、稅收管理體制和公共部門財務管

理體制等。其中政府預算體制是財產制度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內容。它

主要包括確定財政預算管理的主體和級次，劃分各級預算管理的權限

和財政預算收支的原則，以及調節各級財政預算關係的制度和方法（劉

美珣主編，2004：153）。 

民生主義本質上是推動國家經濟建設現代化的建設藍圖，而民生

主義的財產制度，其目標有二：一是求富，要開發國家富源，發展國

家實業，以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申言之，即是要加進經濟開發。另

一目標則是求均，要使增加生產的成果及天然資源，能為全國公民所

共享，其終極目標，則是要建立大同社會。 

財產制度的內容博大精深、不一而足。舉凡稅務制度、金融政策、

貨幣制度、股匯市等問題，均可含括在內。囿於篇幅，本篇論文關於

中國大陸財產制度的變革，僅論及稅務問題，併此敘明。 

 

 

第一節  民生主義之財產制度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中山先生強調民生主義係以養民為目的。

而民生主義財產制度便是要求私經濟部門能夠遵循市場法則，以促使

生產資源作最有效的利用。同時，為了兼顧國計民生，開發國家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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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使資源做最大的利用，又主張宜由國家介入。一言以敝之，民生主

義的財產制度，乃是主張公私有財產並存，國民營企業兼顧。私有財

產制度的誕生，能夠帶動民生企業的成立，促進徵稅制度的產生；而

公有財產制度的存在，也才能催化國營事業的興辦。申言之，民生主

義財產制度之精義如下：（魏萼，1980：94、中央大陸工作委員會，1988：

150、陳宜安，2001：212） 

一、公私有財產制度並存： 

    在私有財產的主張上，農地主張耕者有其田，一般土地主張不必

盡歸國有，但為公共所需者則可國有；在資本方面主張改良資本制度，

不可遽予推翻。另在公有財產的主張上，認為大公司、大資本，盡為

公有之事業；而國有即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待，舉便民之事，大家共

享其利。 

二、國、民營企業兼顧： 

    民生主義重視國營與民營企業的調和，如果過去認為應該國

營的企業，因為經濟主客觀條件已經變化，使原具有壟斷性的企業已

失去壟斷性的意義，就可以歸於民營。若原來之企業不具有壟斷性，

時過境遷，而具有足以壟斷國計民生之情況者，則應歸於國營。在民

生主義的精神下，國營與民營企業必須適當的調和，它須因時空而制

宜，並非一成不變。事務可以委諸個人者，應任個人為之，同時由國

家獎勵、以法律保護之。並且由政府致力改變投資環境，以促進其發

展。而在食、衣、住、行、民生工業、煤鐵、水力、礦、天然富源、

城市土地、交通、銀行、鐵道、航路等具獨占壟斷性事業，應由國營

企業來發展，以使一國經濟發達均衡而迅速。 

三、為防止生產事業為少數資本家所操縱，必須節制資本： 

    「節制資本」之意，即是節制私人資本，以免為少數資本家所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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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同時，更要發達國家資本。節制資本並不反對大企業，站在生產

效率的觀點，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大企業能夠享受規模經濟的利益，

使生產成本降低，故不應反對。但資本的所有權與資本的使用權應分

開，資本的所有權不應集中於少數人之手，終致形成財閥。但資本的

使用權不妨集中，以便能建立大規模的企業，發揮最大的效率。至於

若干產業非私人所能舉辦，或關係國計民生，不宜由私人舉辦者而具

獨占壟斷性的事業，則應由國家經營，此即為發達國家資本。 

四、節制私人資本以求「均」，發達國家資本以求「富」： 

    民生主義財產制度，為求生產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故主張私營

企業的存在；而為造福國民生活、促進世界大同，公營事業亦有其並

立存在的價值性。因而民生主義財產制度的建設目標，是既要擁有近

代物質文明，又要能共同富裕。在生產力高度發展，逐步實現機械化、

工業化、現代化、達到物質舒適化的同時，也要根除分配不平等的經

濟根源，防止社會產生過度的不平等，並阻止資本家對勞動者的可能

剝削，故必須漸近地實現資本國有，不允許私人壟斷資本。「不能委諸

個人」或是「規模過大」的壟斷性事業，應全部轉由國家經營；但又

允許私營企業的存在發展，以達到協調大多數的經濟利益。換言之，

節制私人資本係在「求均」，發達國家資本係在「求富」。「均富」可視

為民生主義財產制度的具體目標。 

    民生主義財產制度是公有與私有並存的例證，是要謀取全民的利

益，使得全體國民的食、衣、住、行、育、樂六大需要都能得到公平

而足夠的照顧。我國憲法第 142 條規定：「國民經濟以民生主義為基本

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換言之，在

民生主義財產制度下，私人企業利潤刺激的效益可以保存，而財富集

中的缺點可避免。兼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觀點，一併解決生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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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問題，達到安和樂利的均富大同世界（魏萼，1980：71）。實乃

世界潮流之趨勢，更合乎我國國情之需要。 

 

第二節  改革開放前之財產制度 

    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前的財產制度，統稱為「統收統支」，是一種

在計劃經濟下由中央政府統一管理財政收支的制度。受限於長期的動

亂，中國大陸在建政之初，無法立即改變各項制度，著力建立所謂的

「新中國」，而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思想指導下，配合已有制度進行

戰後重建。1952 年中國大陸經濟逐漸恢復後，中共領導人思想開始產

生重大變化，即從建設新民主主義轉向快速社會主義改造的道路上（李

森永，2002：70）。從新中國建立到改革開放前的 30 年時間內，在以

「統收統支」為特徵的財政管理體制下，在核算方法和具體實現形式

方面，仍屢經調整。內容以表 4-1 呈現如下：  

 

表 4-1：1949 年-1979 年中國大陸財產制度的變動與調整 

年份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預算級次 

1949-1950 
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和現

金管理 
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 

1951-1953 
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支出全部

由中央撥付 

中央、大行政區、省

（市、自治區） 

1954-1957 
劃分收支、分類分成、一年一

定 

中央、省（市、自治區）

縣級 

1958 
以收定支、分類分成、一定五

年不變 

1959-1960 
收支下放、地區調劑，總額分

成、一年一定 

中央、省（市、自治區）、

縣（市）、人民公社 

1961-1963 
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支出全部

由中央撥付 

1964-1967 
收支下放、地區調劑，總額分

成、一年一定 

中央、大區中央局、省

（市、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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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949 年-1979 中國大陸財產制度的變動與調整（續） 

1968-1970 收入全部上交中央、支出全部

由中央撥付 

中央、大區中央局、

省（市、自治區） 

1971-1973 定支定收、收支包乾、保證上

繳或差額補助、結餘留用、一

年一定 

1974-1975 收入按固定比例留成、超收另

定分成比例、支出按指標包乾

中央、大區中央局、

省（市、自治區） 

1976-1979 定收定支、收支掛鉤、總額分

成、一年一定 

中央、省（市、自治

區）縣（市） 

資料來源：中央財經領導小組辦公室（1999），《中國經濟發展五十年大事記》，北

京：人民出版社。項懷誠主編（1999），《中國財政五十年》，北京：中國財政經濟

出版社。 

 

「統收統支」的財產制度有下列特點：  

一、中央財政居於支配地位 

    國家預算雖然在形式上將地方預算作為其構成要素，體現一級政

權一級預算的原則，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由於中央財政所處的支配

地位，不僅集中了數量占優勢的國家預算資金，而且還控制了地方預

算資金的使用範圍和使用方向（劉美珣主編，2004：153-155）。地方

政府對本級預算收支的支配權和管理權很小，實際上並不構成一級獨

立的預算主體。 

二、按行政隸屬關係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範圍和支出責任 

    將企業與政府、利潤與利收以及政府公共職能與資產所有者職能

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政府不僅取代了各企業、事業單位的微觀決策職

能，而且統攬了各企業、事業單位的資金管理，形成了大而寬的財政

資金供給結構和生產建設型財政的運行機制。 

三、省級政府和其下屬政府沒有相對獨立的財產徵收權 

    稅款的核定和徵收工作儘管是由地方財政統一負責組織完成，但

是由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徵收的是同一套稅收，且主要稅種的立法

第四章 財產制度與改革開放 



 92

權、稅率調整權和減免權都高度集中於中央（劉美珣主編，2004：

153-155），因而無論省級政府和其下屬政府並沒有真正的地方稅。 

四、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資金，由中央統一進行調劑 

    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資金流向，一律採用「上繳」或「下撥」的

垂直方式，由中央統一處理。凡收大於支的地方上解收入，凡支大於

收的地方由中央補助。中央預算另設的專項撥款，由中央集中支配。

地方政府成為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代理機構，地方財政職能也由此而

簡化為中央財政的「出納部」。 

五、財政體制變動頻繁，致使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不能保持相對的

穩定 

財政的有效期是一年一定或是幾年不變，致使中央與地方的財政

關係變動頻繁，而不能保持相對的穩定。同時，採用以上年實際執行

數或以前兩年的平均數，確定財政年度的收支基數，並根據收支基數

的差額確定分成比例的「基數法」，使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缺乏科學

合理的分配標準和統一規範的決策程序，長期處於「一對一」的「討

價還價」的談判方式（劉美珣主編，2004：153-155）與循環中。 

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以「統收統支」為特徵的財產制度，基本上

是適應了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發展狀況，從而保證了國民經濟的恢

復，有計劃、大規模地發展國家重點建設以及各項社會事業，促進社

會全面進步的資金需要。但與此同時，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與發

展，這一財產體制存在「統得過死」、「管得過多」、且「主觀隨意性」

（劉美詢主編，2004：155）等較大的弊端也逐漸凸顯出來。 

    從中國大陸改革開放前的 30 年所施行的財產制度之執行狀況來

看，當局缺乏一套比較完整成熟的管理社會主義經濟的經驗。在中央

財政與地方財政的關係上，由於權責不清，沒有真正做到分級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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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該分散的沒有分散，不利於發揮中央和地方兩個積極性。當強調

中央集中時，忽視了地方財政的作用，影響了地方的積極性。而財政

體制變動頻繁，收支指標一年一定，分成比例一年一變，使得各級政

府在發展經濟上很難做到長遠規劃，在一定程度上便制約了國民經濟

的穩定與快速發展。而在高度集權體制下，預算單位、企業和地方政

府幾乎沒有財政自主權，中央政府看似高度集中，但卻好比是眾多乾

涸的河流，沒有集中之源（楊緒春，2002：268）。如此一來，也為另

一種新制度的出現創造了發展的良機。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之財產制度及其變遷 

    1976 年後，中國大陸開始對「統收統支」的財產體制進行反思與

檢討。先後在部分的省、市和地區推動了財產體制改革的局部試驗和

探索。80 年代後，為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和政府職能的轉換，財產制

度的改革全面展開，逐步建立起以「放權讓利」為主要特徵的「分級

包乾（財政承包制）」的財政體制。進入 90 年代後，由於中國大陸有

鑑於在「財政承包制」下，地方政府為減少上繳中央的財政盈餘，利

用擴大財政支出的方式所產生的弊端，於 1994 年建立「分稅分級制」，

以調整其稅收體系，簡化稅目及稅率，並引進個人所得稅，劃分中央

及地方收入和支出項目。中國大陸在改革開放後，其財產制度的變遷

大致如下：（李森永，2002：76、劉美珣主編，2004：156-166） 

一、「劃分收支、分級包乾」（1980 年—1984 年） 

    1980 年 2 月，中共國務院頒發了《關於實行劃分收支、分級包乾

的財政管理體制暫行規定》。決定從 1980 年起，除北京、天津、上海

三個直轄市繼續實行「收支掛鉤、總額分成、一年一定」的財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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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省、自治區分別按照「固定收入比例分成」、「調劑收入比

例分成」、「定額補助」、「民族地區財政」、「定額包乾」等辦法統一實

行「劃分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管理體制。其基本內容是： 

（一）按照經濟體制所規定的行政隸屬關係，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預

算的收支範圍。在收入方面，實行分類分成。即根據企業、事

業單位的隸屬關係，將財政收入分別劃分為中央固定收入、地

方固定收入、中央與地方固定比例分成收入及中央與地方的調

劑收入。在支出方面，將經常性的一般支出，按照企業、事業

單位的隸屬關係劃分；對地方的基本建設專項撥款、特大自然

實害救濟費等不宜納入地方包乾支出範圍的特殊性開支，由中

央財政根據年初預算，按照國家制定的計劃和具體情況以專項

專款的形式核撥。 

（二）依照上述劃分的收支範圍，以 1979 年的財政收支預算為基礎，

經過合理調整後確定地方財政包乾的固定基數。基數確定後，

如果地方財政固定收入和固定比例分成收入不能滿足地方財政

支出者，則由中央財政給予定額補助。 

（三）分成比例和補助數額確定後，一定五年不變。在這五年中，地

方在劃定的收支範圍內，多收則多支，少收則少支，自行安排

預算，自求平衡。 

二、「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1985 年—1987 年） 

    自 1985 年起，中共根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精神，對

各省、市、自治區實行「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的財政體

制。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配合利改稅，劃分各級財政收入： 

      在第二部「利改稅」
1
的基礎上，按稅種與企業的隸屬關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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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財政收入劃分為中央財政固定收入、地方財政固定收入以

及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三大類。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範圍，

除個別支出因事業管理體制的改變作相應調整外，基本上維持

原體制不變。 

（二）透過隸屬關係，劃分各級財政支出： 

      省、市、自治區在上述規定劃分財政收支範圍後，凡地方固定

收入大於地方支出的，定額上繳中央；地方固定收入小於地方

支出的，從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中確定一個分成比例，留給地

方；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全部留給地方還不足

以抵補支出的，由中央給予定額補助。 

三、「地方大包乾」（1988 年-1993 年） 

（一） 1988 年 7 月 28 日，中共國務院第 12 次常務會議做出了《關於

地方實行財政包乾辦法的決定》，決定從 1988 年到 1990 年期 

 

1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行和傳統高度集中計劃經濟體制被逐步打破，重新確定並規範國家與企業

之間的分配關係就顯得極其重要。為此，中共國家財政部於 80 年代初期，先後選擇了 600 戶國營

企業，進行「利改稅」的試點。在取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先後於 1983 年和 1984 年分兩步對國

營企業進行了「利改稅」的改革。第一步「利改稅」的主要內容是將國營企業所得稅稅率，分為

比例稅率和超額累進稅率兩種。大中型企業（包括金融、保險機構），適用比例稅率，稅率為 55

％。飲食服務行業、營業性的賓館、飯店、招待所，亦適用比例稅率，稅率為 15％。小型企業、

縣以上供銷社，則適用超額累進稅率。最低一級稅率為 7％，最高一級稅率為 55％。企業稅後利

潤，一部分按照國家核定的留利水平留給企業，一部分上交國家。其中，上繳國家部分可根據企

業不同情況，分別採取遞增包乾上繳、固定比例上繳、交納調節稅以及定額包乾上繳等辦法。第

二步「利改稅」的主要內容是將國營企業應當上繳的財政收入按規定的 11 個稅種向國家交稅，稅

後利潤歸企業自主支配。對國營大中型企業按 55％的比例稅率徵收所得稅，對稅後利潤超過原來

留利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再徵調節稅，調節率一戶一率。允許企業從所得稅前利潤中歸還固定資產

投資貸款，並按還款利潤提取工福利基金和職工獎勵基金。對小型盈利企業實行新的八級超額累

進稅率，同時對工商稅制進行全面改革，把原來的工商稅按性質劃分為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

和鹽稅等 4 種稅。對某些採掘企業開徵資源稅，恢復和併徵房產稅、土地使用率和城市維護建設

稅等 4 個地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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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原定財政體制的基礎上，對地方財政包乾辦法做一系列

改進。全國 39 個省、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列市，除廣州、

西安兩市的預算關係仍分別與廣東、陝西兩省相聯繫外，對其

餘 37 個地區分別實行「收入遞增包乾」、「總額分成」、「總額

分成加增長分成」、「上解額遞增包乾」、「定額上解」、「定額補

助」等 6種不同形式的包乾辦法。 

（二）上述 6 種不同類型的「分級包乾」體制，除「總額分成」--即

根據各地區前兩年的預算收支情況，核定收支基數，以地方支

出占總收入的比重，確定地方留成或上解中央的比例外，其餘

各種包乾方法的共同特點是在原總額分成的基礎上實行「邊際

增長分成」，即地方增收或超收則可以相應的多提留成，中央也

可以得到一定比例的分成。 

（三）各種類型的包乾基數均不包括中央對地方的專項撥款，此項財

政資金在每年的預算執行中，由中央根據專款的用途和各地的

實際情況另行分配。 

四、「分稅分級制」（1994 年迄今） 

    中共當局為了跳出 80 年代築起的以行政性分權為主要內容的「分

級包乾」框架，從整體配套的角度構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財產

制度，財政部於 90 年代初期提出了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

理體制改革的新思路。1992 年至 1993 年期間，中共中央先後在遼寧、

浙江、天津、重慶、武漢、瀋陽、大連、青島、新疆等省、市、區進

行了「分稅分級」制的改革試點，並責令有關部門會同各地方抓緊進

行全面推行「分稅分級」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設計、測算，以及相關

的各項實際工作事宜的籌備。在總結試點經驗和各方面達成共識的基

礎上，中共國務院於 1993 年 12 月 15 日做出了《關於實行分稅制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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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體制的決定》，並於 1994 年 1 月 1 日起啟動實施。「分稅分級制」

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權，劃分各級財政支出的範

圍： 

      中央財政主要承擔國家安全、外交、中央國家機關運轉及調整

國民經濟結構、協調地區發展、實施宏觀調控和中央直接管理的事

業發展所必需的支出。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本地區政權機關以及本地

區經濟、社會事業發展所需的支出（表 4-2）。 

 

表 4-2：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範圍的劃分 

支出劃分範圍 支出種類 

中央級支出 

1.國防費 

2.武營經費 

3.重點建設資金 

4.中央級行政管理費 

5.中央本級的各項事業費 

6.國內外借款的還本付息 

地方級支出 

1.地方行政管理費 

2.地方各項事業費 

3.地方統籌的基本建設、技術改造

資金 

4.支農資金 

5.城市維護和建設經費 

6.價格補貼費 

7.其他費用 

表 4-2：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範圍的劃分 

資料來源：劉美珣主編（2004），《中國與俄羅斯兩種改革道路》，北京：清華大學

出版社，頁 163。 

 

（二）根據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合理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

入： 

      按照稅制改革後的稅種設置，將維護國家權益、實施宏觀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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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將適宜於地方徵管的稅種劃分為地方

稅，並充實地方稅種，增加地方稅收入。將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

要稅種劃分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見表 4-3）。 

（三）在合理劃分中央與地方稅種的基礎上，全國各級稅務機關逐步

實行機構分設，分別組建中央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各司其職，分別

徵稅。中央稅種和共享稅種由中央稅務局負責徵收，其中，共享收入

徵收後按比例分給地方，地方稅種則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徵收。 

（四）按照統一的比例確定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數額： 

      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的數額，以 1993 年為基期年核定。按

照 1993 年地方實際收入及稅制改革和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的情況，

核定 1993 年中央從地方淨上劃的收入數額，即（增值稅 X 75％＋消

費稅）－中央下劃收入，並以此作為確定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基

數，確保地方的即得財力。1994 年以後，稅收返還額在 1993 年的基

礎上逐年遞增，遞增率按各地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率的系數 1：0.3

確定。即上述兩稅各地平均增長 1％，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

還額增長0.3％。如若1994年以後中央從地方淨上劃收入還不到1993

年的稅收返還基數，則相應扣減地方稅收返還數額。 

 

表 4-3：中央、地方、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劃分 

支出劃分範圍 支出種類 

中央固定收入 

1.關稅、海關代徵的消費稅、增值稅

2.消費稅 

3.中央企業所得稅 

4.地方和外資銀行及非銀行金融企業

所得稅 

5.鐵道、總行、保險總公司等集中交

納的收入（包括營業稅、所得利潤

和城市維護建設費） 

6.中央企業上繳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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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中央、地方、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的劃分（續） 

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 

1.增值稅：中央 75％、地方 25％ 

2.資源稅：海洋石油資源稅歸中央，

其餘資源稅歸地方 

3.證券交易稅：中央 50％、地方 50％

地方固定收入 

1.營業稅（不含鐵道、銀行總行、保

險總公司等集中交納的營業稅） 

2.地方企業所得稅（不含地方銀行和

外資銀行及非銀行金融企業所得

稅） 

3.個人所得稅 

4.城鎮土地使用稅 

5.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 

6.城市維護建設稅（不含鐵道、銀行

總行、保險總公司等集中交納的營

業稅部分） 

7.房產稅 

8.車船使用稅 

9.印花稅 

10.屠宰稅 

11.農業稅 

12.牧業稅 

13.耕地佔用稅 

14.契稅 

15.遺產和贈與稅 

16.土地增值稅 

17.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 

18.………………………… 

資料來源：中央財經領導小組辦公室主編（1994），《當前幾項重大經濟體制改革》，

北京：人民出版社。 

 

    為保證「分稅分級」的財政體制改革順利地進行，中共中央還採

取了一系列相關的配套措施，主要還包括保留並適當調整原體制上解

和補助的辦法。採取過渡措施，妥善解決「減免稅」和開發區等優惠

政策。核定各地區的資金調度比例，保證中央和地方的正常用款。下

達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增長目標，確保國家預算任務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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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從 1994 年起，中共國家財政還徹底改變了債務收入不列赤

字，對外公佈的赤字又以向中央銀行透支或借款彌補的傳統做法，轉

以國際通行的口徑計算赤字，即債務收入不列正常財政收入，經常性

財政收入與全部財政支出間的差額即為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僅以舉借

國債一種方式彌補等。 

    整體而言，「分稅分級」制改革通過分收入、分支出、分設稅務機

構、實行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度等「三分一還」的形式，改變了「分

級包乾」體制下多種體制類型併存，財政運行機制紊亂的現象，初步

確定了一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統一化、規範化和制度化的財

政體制框架。且由於稅收立法權由中央掌握，徵管機構又分設為中央

稅務和地方稅務，在一定程度上扭轉了國家財力和財權過於分散的局

面。「分稅分級」這種「存量不動、增量調節」的漸進式原則，確保了

地方的既得利益不受損害，亦使得地方財政收入在中央財政收入增長

的同時也得到了相應的增長。茲將中國大陸的財政體制模式及特性彙

整如表 4-4： 

 

 

表 4-4：中國大陸財政體制模式及特性 

制度模式 年代 特性與目標 

傳統計劃經濟制度 

（統收統支） 

1979 年以前 

強調中、高度集中，採

取統收統支辦法，財政

包攬全部建設資金。 

地方財政包乾制 1980 年-1984 年 

強調放權讓利，各級政

府財政分權，以增加財

政收入。 

民生主義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之研究（1979-2006）



 101

 
表 4-4：中國大陸財政體制模式及特性（續） 

利稅分流制 1985 年-1993 年 

又分兩階段： 

一、劃分稅種、核定收

支、分級包乾

（1985-1987）： 

    強調財權適當集

中，俾利中央總體

經濟管理，增加中

央財政調控能力。

二、地方大包乾

（1988-1993）： 

    以配合經濟緊縮

政策為主，利用行

政手段將大部分

企業利潤及稅賦

收入集中中央政

府。 

中央與地方分稅分級制 1994 年迄今 

財政收支事權依中央與

地方需要而劃分，俾使：

1.地方發揮經濟管理的

作用 

2.劃分稅收及稅收管理

權限以有助於搞活企

業 

3.提高稅收管理效果 

4.健全宏觀調控的財政

工具 

資料來源：蔡吉源（1998），<中國大陸階段性財政政策的比較研究>，《臺研兩岸

前瞻探索》第 10 卷，頁 14。 

 

五、「私有財產制」明文入憲（2004 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 13 條第 1、2款規定：「公民的

合法的私有財產不受侵犯」、「國家依照法律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

權和繼承權」。透過憲法完善保障私有財產制度，使其於法有據，並確

立其法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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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分析與檢討 

    中國大陸的財產制度，在歷經「統收統支」、「分級包乾」與「分

稅分級」等體制改革的轉換之後，從中央到地方都取得了一定的成效。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有實力的公共財政是一國實現經濟持續成長

與穩定的必要條件，在高度干預經濟的同時，又可達到全面性的調整

規劃。政府職能不斷擴大之際，中國大陸中央不會讓其財政職能僅僅

是「吃飯財政」而已，反是採取主動、積極的模式，引導國民經濟的

發展。是故中央當局應盡量保持充沛的財政能力與動力，以因應未來

各種可能的情況（曾永清，2002：118）。然而，中國大陸的財政改革，

卻也讓財政赤字不斷擴大，使得其財政發展現況面臨問題：（李紀珠，

2003：117-119、曾永清，2002：124-128） 

一、政府債務負擔劇增，壓力沈重 

    中國大陸在經濟、財政改革之前，曾一度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大特色。但自 1979 年開始，財政上出現 170 億

元（人民幣）的赤字。在財政赤字缺口中，主要是由於政府支出成長

太快，而政府支出的成長主要乃是因為中國大陸近年來推動社會、國

有企業、基礎建設及國有銀行等各項改革，醫療、教育、扶貧、年金、

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上等均成為重要的財政支出。此外，為了因應國

際經濟不景氣所採取的財政擴張政策，以維持必要的經濟成長。而在

中國大陸過去近 30 年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比例，並未如經濟成長般的明顯增加。在其財政開銷日

益擴大而收入卻無法大幅增加時，財政赤字當然嚴重。 

二、整體財政管理制度不當 

（一）中國大陸對預算外收支約束力不一致，使地方有機可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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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預算外資金排擠預算內資金，以逃避中央監控，自然減弱中央統一

分配財力能力。 

（二）監督機制落後，不能對整個資金使用過程進行全方位監督，

各類收費越來越多，挪用和擠占資金各種現象大量存在。 

（三）財權分散，分配秩序混亂，各部門與地方擅自收費、集資、

分配、建立各種資金，甚至截留租稅收入，不為中央財政管理之範圍

內。 

三、財政收入缺失 

    財政收入的多寡是政府履行其職能的重要保證。財政收入偏低，

不僅使當局無法充分行使職能，而且使得依賴公債作為財源之依存度

上昇。中國大陸當前的財政收入，存在一些關鍵性問題： 

（一）1998 年後之宏觀經濟效益不彰，民間投資與消費增加有限，制

約財政收入。大陸經濟長期屬於高投入、低產出、效益差之產

業型態，不利於稅收增加。 

（二）租稅優惠制度較無章法，純為配合狀況而設計，無長遠規劃，

難與真實經濟發展與結構連結，徒然損失稅收且失去租稅中立

性。 

（三）稅收稽徵效率不彰，規定不嚴，導致逃稅、漏稅現象，稅收實

收額度低。一些地方稅捐單位對企業已實現或已申報稅收，採

取少收或不收，稅捐執法人員水平素質不高，有人情稅、關係

稅情事。 

（四）民眾納稅意願薄弱，整體社會重人治不重法治，逃稅風氣盛行。 

四、財政支出缺失 

    中國大陸由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舊有思想未跟著

改變，許多財政作為仍保留著有計劃經濟支出式的痕跡。此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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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帶來拜金主義與競相牟利思想，在在使其財政支出存在許多問題： 

（一）財政支出項目缺少科學論證，當政府實施基礎設施投資拉動國

民經濟增長時，是透過地方與國營企業進行，地方與企業競相

爭奪，品質減弱，又加上缺乏長遠規劃，造成盲目重複投資。 

（二）缺乏整套有效完善之監督系統，以致許多資金被挪用，貪污現

象時有所聞，造成許多「豆腐渣」工程，嚴重浪費設費資源。 

（三）財政支出結構與市場經濟發展不配合，經濟的改革造成財政統

支方式被打破，但是政府大包大攬及統支的傳統思想仍然存

在，政府財政職能範圍及支出責任未進行相對應的調整。應由

市場提供產品及社會承受財務責任的財政收入範圍，仍沿襲舊

有的計劃經濟模式與分配方法，明顯落後於經濟發展現實，不

但不能協助國民經濟，反而加重原有財政負擔。 

（四）支出政策涵蓋過於廣泛，遠超過大陸財政現有承受力。財政支

出為了支應改革，重要建設、農業生產、教科文教事業、職工

生活與社會安定，幾乎什麼都是重點，什麼都要負擔，形成財

政上巨大的壓力。 

（五）為因應高科技戰爭需要，大量引進先進軍事設備，致使大陸的

國防經費快速增加，造成財政上的巨額負擔。 

 

    中國大陸於財政體制上面臨許多難題及困境，欲在短時間解決無

異緣木求魚，故必須作長遠的規劃與設計，考量經濟現況、未來發展

及財政、公債的最適規模，以尋找最佳長期動態的解決方針。建議未

來財政體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取向如下：  

一、轉換政府職能，明確界定政府的事權範圍與支出責任 

    事權劃分是財政支出責任劃分的基礎。重新界定政府的事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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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在於明確「解決市場失靈的問題」及「促進社會公平」，以符合現代

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職能。這一職能要求也相應地界定了財政作

用的核心領域：（劉美珣，2004：167-173） 

（一） 只有政府部門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務，包括國防、外交、法

律與秩序、宏觀經濟管理、反貧窮計劃與社會保障。 

（二）政府必須幫助提供之社會的、經濟的基礎設施，包括國民教育、

醫療衛生、運轉網絡、公用事業、技術開發和推廣和環境保護

等。 

除上述之外的其他領域，由於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與代價大大超

過收益，政府應儘可能減少介入或是不介入。 

二、加快稅制改革和強化稅收徵管，逐步提高兩個預算收入的比重 

    確保中央財政在國家財政中的主導地位，逐步提高政府財政收入

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對於正處於轉型和發展中的中國大陸而言，

尤其顯得重要。為此，大陸中央應根據現行財政收入增長結構的變化

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採取相應的增收措施： 

（一）積極推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妥善處理發揮

地區資源優勢，優化產業結構，增強財政發展的後勁，實現財

政收入狀況的根本好轉。 

（二）根據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財力分散格局的變化趨勢，通過

改革完善的稅收制度，擴大稅源基礎和稅收覆蓋面，適當調整

現行稅負結構，合理開徵新稅，逐步取消減免優惠政策，加強

稅收徵管等措施。 

（三）按照市場經濟對政府預算完整性和統一性的要求，規範政府分

配行為，堅決制止亂收費、亂集資和各種攤派。在嚴禁將預算

資金轉到預算外的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將能納入預算管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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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外資金都逐步納入預算管理，並採用科學的方法嚴格管理

預算外資金，促進預算內外綜合財力的合理使用。 

三、減少不必要的支出及浪費，簡化行政人力，提高財政資金使用 

增加有實際效益的投資項目支出，實施總量管制，減少過度移轉

性支出額度。同時，將預算支出透明化，避免隱性支出，建立完善預

算機制，達到財政監控作用。 

  中國大陸自改革開放以來，為因應經濟環境的改變，不斷地進行

各種財政作為，期能拉抬經濟。但龐大的財政支出，著實對其經濟成

長產生負面的重大影響。因而，財政制度的健全，是大陸當局迫切的

課題。財政制度的健全，並非僅以形式上之收支平衡為已足，民生主

義中所重視的「財政民主」--「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亦應一體貫徹。換言之，財政的作

用乃是為了人民而存在、受人民之統制、並以人民利益為依歸（蔡茂

寅，1999：135）。同時，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財政體制亦要依照依

法行政的總要求，走規範化、制度化、法制化的道路，才能真正做到

民生主義中「公平、公正、公開」的理想要求！ 

 

民生主義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之研究（1979-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