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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短评

周德文说，“希望细则不再是‘文字游戏’，出现明着看能进实际不能进的状况。”比如金融

领域，到底是什么条件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准入条件是什么，有什么要求，要取信于民，细则出

来后，民营企业就能够申报和进入。

大约两年前，《国务院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被称为“新 36条”）出台，可眼看
两年快过去了，实施细则迟迟没有出
台。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 3 月 5 日
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支
持非公经济发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
点任务，要求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落
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具有可
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而事实上，早在上个月，温家宝
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时就已经下了
“死命令”: 今年上半年一定要把实施
细则制定出来。而后，负责细则制定
的牵头部门国家发改委召集 45 个相
关部门开会，要求鼓励和引导民间投
资。尽管发改委主任张平称，新“36
条”的实施细则进展总体情况不理
想，但上半年所剩时日无多，未来三
个月细则进展必将成为各方关注焦
点。

本报记者 陈玮英

“新 36条”细则读秒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表示，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
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
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入推进国
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
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研究推进
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完善和落实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
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
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
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
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

环境。
“新 36 条”的出台，是中国经济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广泛动
员和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到各个经
济领域，才会激发经济活力，促进中
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但是，无论是
从政府庙堂之高，还是到民间江湖
之远，‘新 36条’的执行力并不尽如
人意。”周德文表示，“‘新 36条’应
从墙上走下来，不能一直挂在墙
上。”

让赵友山比较怀念的是 1992 年
到 1998年时光。那时，民营资本进入

成品油流通领域，并取得了蓬勃的
发展，到 1998 年，民营企业占据了我
国成品油零售市场份额的 85%。截
至 2011年，民企的市场份额已经缩
小到 46%。
“民营企业想发展，却又不敢投

资，原因是民营企业对国家政策没
有信心。”赵友山坦言。
“如果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这

些领域，那么将出现竞争的局面。”
周德文说，“希望细则不再是‘文字
游戏’，出现明着看能进实际不能进
的状况。”比如金融领域，到底是什

么条件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准入条
件是什么，有什么要求，要取信于
民，细则出来后，民营企业就能够申
报和进入。“保证政策实施的稳定性
与连续性，消融民间资本的徘徊、疑
虑等情绪。”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全
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期待即将出台的实施细
则能为民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划好
“斑马线”———“把斑马线划好了，红
灯一灭，绿灯一亮，大家按照规则就
过去了。”

在 2011 年“新 36 条”出台一周
年时，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
国三曾表示，“‘新 36 条’的重点任
务就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
业存在的障碍，国务院领导在一开
始就对这个问题定了调子。我在工
作当中也感觉到这项任务非常具有
挑战性。”

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
实施细则，但对于社会关注的金融、
能源等领域，仍难以做到有章可循。

在具体的电力、电信、铁路、民
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没有出台详
细的民间资本进入细则。由于缺乏
细则引导，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
政策上仍然设置了很多潜在进入条

件，对进入资格设置较高门槛。
“高高竖起的‘玻璃门’，使得打

破某些行业垄断的政策推动成为一
纸空文。”周德文表示。
“缺乏从政策层面落实到现实层

面的细则支持。”周德文说，作为促
进民间资本发展的意见，从中央到
地方，都未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政策看着欢欢喜喜，但民间资本循
着政策脚步还是难以在现实中找到
落脚点。”

周德文表示，民间资本投资轨迹
与政策引导偏离，一是源于民间资
本本身对政策的不信任，担心“新 36
条”落不了地，对政策稳定性持怀疑
态度。二是现实障碍，在某些行业与

领域，民间资本面临多重限制，根本
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这在石油领域得到了印证。“民
营企业有能力进入国际市场找油，
风险自担，而目前走出去的难题在
于国家没有放开口子。”赵友山呼吁
国家赋予民营油企进口权。
“部分放开，放开有能力和实力

的民营企业，全部放开并不现实。”赵
友山建议，由国家授权试点，给予一
定量的指标，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地
方政府负责监管，各方相互制约。“国
家在选择试点上，可以对企业进行考
核，对有资质的企业开展试点，要有
油库、铁路、码头，有仓储条件。”

据赵友山介绍，根据中国商业联

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对俄罗斯及周
边一些国家多次考察调研，目前俄
罗斯的油价相对便宜，比我国每吨
便宜 3000多元，阿塞拜疆每吨便宜
5000 多元。我国一些民营企业与这
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保持了良
好的关系，双方发展能源贸易的潜
力很大。国家应该充分发挥民企的
积极性，允许和支持进口俄罗斯和
中亚成品油。
“金融领域的改革也可以先开展

试点。”周德文表示。
温州一皮革企业许老板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
在即使有钱，也不知道投向哪里，大
家都感觉很迷茫。”

“制定一个实施细则有这么难
吗？”广州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利益集团面前，
民营企业是弱势群体。”

2010年 5月，“新 36条”的出台让
民营企业陷入了无限遐想。可是让他
们没有想到的是，本应片刻的遐想变
得有些过于漫长。因为没有实施细则，
民营企业仍徘徊在“玻璃门”之外。

张平表示，国务院各个相关部门
都要确保在今年上半年出台具体的实
施细则，解决“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之所以称为“新 36条”，是因为还
有一个“老 36条”，就是“非公经济 36
条”。

我国 2005年出台的“老 36条”中
明确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
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
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
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与“老 36条”相比，“新 36条”对非
公有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允许和鼓
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和参股
等方式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
油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机场、通用航
空设施等领域。

在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
会会长赵友山看来，从“老 36条”出台
到“新 36条”出台，“老 36条”相对比较
合理。“因为‘老 36条’还有点实操性。”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新 36条’颁布快
两年了，可细则迟迟没有出台，之所以
出现‘玻璃门’、‘弹簧门’，特殊利益集
团的阻碍是最大的原因。”
“垄断是造成目前局面的主要原

因。”作为民营油企的代表，赵友山说，
“以石油为例，两大集团造成了我国成
品油市场秩序混乱、油价高企、油荒频
现。”

赵友山认为，一些民营企业能够
在国际市场上找到油，也具备必要的
码头等储运设施，但由于国家不允许
民企进口，丧失了大量商业机会，同时
也不能对平衡市场起到应有作用。
“在我国，能源领域不应该处于目

前的高垄断之下。”赵友山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目前我国石油已经出现
走出去找油的现象，走出去找油不能
只依靠国有企业，应该积极调动民营
企业的积极性，民营企业相对灵活，在
实际工作开展中更为方便。
“解决目前我国成品油市场存在

的主要问题，最根本在于落实两个‘36
条’，打破垄断局面，增加国内油品供
应，同时放开部分进口成品油市场，赋
予民营企业成品油进口经营权。”赵友
山如是说。

从墙上走下来

“新 36条”的出台，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广泛动员和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到各个经济领域，才
会激发经济活力，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但是，无论是从政府庙堂之高，还是到民间江湖之远，‘新 36条’
的执行力并不尽如人意。”周德文表示，“‘新 36条’应从墙上走下来，不能一直挂在墙上。”

建议开展试点

“部分放开，放开有能力和实力的民营企业，全部放开并不现实。”赵友山建议，由国家授权试点，给予一定量的
指标，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各方相互制约。“国家在选择试点上，可以对企业进行考核，对有
资质的企业开展试点，要有油库、铁路、码头，有仓储条件。”

细则迟到两年

2010年 5月，“新 36条”的出台让民营企业陷入了无限遐想。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本应片刻的遐想变得有
些过于漫长。因为没有实施细则，民营企业仍徘徊在“玻璃门”之外。张平表示，国务院各个相关部门都要确保在
今年上半年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解决“玻璃门”、“弹簧门”现象。

王利博制图

大政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3月 18日在北京表示，今年财政部将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落实个人所得
税法，减轻居民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所得税负担。他表示，鉴
于当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大，所得税对应的直接税
占比相对偏小，下一步税改的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2”年会于 3月 17日—19日在北

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和世界：宏观经济和结构调
整”。论坛围绕宏观经济稳定与结构调整、财政政策与财税体
制改革、经济内外均衡、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多视角、深层次
讨论。谢旭人在此次论坛上做出上述表述。

谢旭人指出，要进一步实施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
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而且今年要对微型企
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增收的优惠政策，开展好营业税改
制增值税试点。

他说，要降低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增加能源资源型产
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进一步扩大物流企业差额
纳税试点范围，对蔬菜的批发和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从而减
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税收负担。要依法落实
好其他几项税收减免政策，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还
要进一步取消一部分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谢旭人介绍说，今年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财政
部将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重从健全税收制度改革等
方面开展工作。谢旭人指出，我国税收制度经过多年改革，已
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的流转税，
和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两大块构成的
税制体系，并在促进财政收入、调节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作
用。他表示，鉴于当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大，所得税
对应的直接税占比相对偏小，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
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谢旭人同时表示，要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
力。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扩大财政
补助的规模范围，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还
要大力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减轻群众在教育、医疗卫生、住
房等方面的负担，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要大力支持商贸
流通体系建设，为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国家将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今年财
政将调入相当数量的资金安排使用，从而保持比较大的财政
支出的力度。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对民生的投
入，向基层、农村边远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大力推动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问题等社会
事业加快发展。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
薄弱环节，严格控制新上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要严格控制行
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

同时，还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将进一步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结构
调整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完善有利于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财税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投入，优化
科技支出结构，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要积极推动节能减排，加快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
源，建立健全有偿使用的体系。要大力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
持，促进中小企业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要大力加强对农业生
产的支持，加大水利建设，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支持战略型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落
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提高困难地区落实各
项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扩大绿色重点小城镇试点，积极稳妥
地推进城镇化。

谢旭人：
税改将增直接税比重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将其用之于结构性减税，可以
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不大熟悉中国税收运行实情的所
谓圈外人，往往多关注于政府究竟减多少种税。与之相反，对
于深谙中国税收运行实情的所谓圈内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的
则往往是政府究竟减多少税？

乍看起来，减多少种税与减多少税，其意义并无多少不
同。一旦联系中国税收收入体系的现实状况，便会意识到其间
的差异可不是一个小数。在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中，尽管有
18个税种之多，但其实，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且可纳入主要
税种之列的只有 5个：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以 2011年情形为例，在全国税收收入中，上述 5
个税种的收入占比分别为：增值税 41.1%，消费税 8.79%，营业
税 15.25%，企业所得税 18.68%，个人所得税 6.75%。5个税种
的占比合计，高达 90.57%。至于其他 13个税种，其收入占比
总和，仅为 9.43%。这即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或者说，真
正具有割让政府收入、增加企业居民收入实质意义上的减税，
起码要发生在 5个主要税种上。倘若追求的是减税的税种个
数，说得极端一点，即便政府一次性把属于非主要税种的那
13个税种全部减掉，一个不留，其所能减少的税收规模，也只
不过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不足 10%。

以究竟减多少税为尺子来审视一下如上转述的结构性减
税计划，或者一一计算每个方面或项目的减税规模，可以立刻
发现，即便这个减税计划涉及的税种个数不能算少，即便这个
减税计划也拉入了诸如增值税、营业税或个人所得税的某些
项目，这个计划所蕴含的“含金量”，其实是屈指可数的。照此
计划所实施的减税，不仅肯定远离人们的热切期待，而且也肯
定不能带来积极财政政策所应发挥的政策效应。

看起来，今年政府的结构性减税计划还有很大的空间尚
待挖掘。 （据新华社、中国网）

把结构性减税落到实处

谢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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