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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地税与国税拆分合并

的话题再次引起关注。话题是从很热

闹的营改增试点引起的。

显然，营改增不再是一个简单的

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甚至也不再是

合并国地税的问题，而是有可能引起

连锁式改革的头啖汤，中国的税收分

配体制问题再次走到“一放就乱，一收

就死”的转折关头，又到了“放”的时

候，当然不会重复历史上“放”的形式。

方式有多样，税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

中央和地方财税和行政关系调整，最

终形成的结果是有利于企业减轻负

担，有效地扭转“富国穷民”的状况。

国地税合并万事俱备

从去年的上海试点以来，营改增

的推进是一大盘棋，牵到中央和地方

税收分成、地方新增税种的开辟以及

机构和人员的变动。以国地税分设为

特点的现行税收征管格局、中央和地

方财税和行政关系则首当其冲地面

临调整和改革。

按照现有改革方案，一旦营改增，

原本归地税系统征收的营业税变成国

税系统征收的增值税，第一大税种全

部成为营业税后，地税确实没有存在

的必要了，国税、地税合并的改革是水

到渠成的事。要实行大部制改革，原来

“慢慢来”的设想一下子被打破了。

显然，有几种思路可以考虑。有

一种影响范围较小的改革建议，是对

增值税的分享比例进行调整，中央比

例下调，地方比例上调，具体比例依

据测算数据来确定，以不影响地方既

得利益为基本原则。这种改革很可能

被上层采纳。

有一种影响范围稍大的改法：考

虑实行营改增的同时对其他税种一

并改革，据此再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

财权划分。如消费税、资源税、环境

税、房产税等都有改革的空间和增收

的潜力。再控一控税费，这是税务部

门愿意考虑的。

如果改革更为全面，就需要把属

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把

税权、费权、产权作为完整财权综合

考虑，彻底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

分范围、划分方式。（下转第五版）

特写

又一个春天的开始，预示着又一次全国两会的启幕。

与这初春气息里新鲜味道相似的是本届两会即将登场的

新面孔，来自各个领域的新代表、新委员，将为这次盛会带来

新的活力。

在这些新面孔之中，有很多来自经济界的委员和代表。他

们或是声名赫赫，或是不为人知，但无一例外都在各自的行业

领域有着自己的收获。不久，他们将聚首北京、齐齐亮相，共同

参与这一属于中国人的政治盛事。

他们终于要来了

他们是全国两会上的新面孔，但却早已是公众熟知的老

面孔。他们大多是地方两会上的明星，但从未步入全国两会的

会场。

2013年，他们终于要来了。
曹德旺、马化腾、李彦宏……这些中国企业界的重量级人

物，将出现在新一届的全国两会会场。

这一天似乎早在公众的期待中。

作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代表当选的新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被称为“真正首善”的曹德旺堪称实至名归。这位一直致

力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是“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同时因其

对慈善项目的严格监督，又被称为“最苛刻的慈善家”。早在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起草关于慈善捐赠透明的《指
引办法》一举被认为与曹德旺脱不开关系。2年后，曹德旺作
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步入两会会场，这位执着慈善的企

业家又将带来哪些新提议新想法，令公众充满期待。

被媒体称为“小马哥”的马化腾，即将从深圳两会明星跃

为全国两会明星。此前深圳两会期间，马化腾被记者追逐的情

景足以证明这位企业家受关注程度。援引当地媒体的报道，作

为深圳市人大代表，马化腾曾指派秘书参加，也不提建议及议

案，因此被称为“僵尸代表”。低调是马化腾参加两会的特色。

然而 2013年深圳两会上，老代表马化腾有了新变化，虽然看

上去还是“不太认真”的迟到了 20分钟，但与往年相比，马化

腾表现很积极，他甚至“抢麦”发言，畅谈对于深圳改革红利的

看法。 （下转第二版）

“政府给企业松绑的力度还可以

大一些、步伐还可以快一些。”

“政府给企业松绑，不只是说要出

台一系列财政补贴等直接刺激政策，

还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比如减少对

企业市场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减少

以行政许可手段从企业过度获利以及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等方式实现。”

2013 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
际，来自全国多个地区、不同行业的

企业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共同发出类似的呼声。

1984年 3月 24日，福建省 55 位
厂长（经理）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发出

了《请给我们“松绑”放权》的呼吁书，

推进了中国以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

体制改革。55位企业家的这一举动也
直接催生了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

业家协会每年一度的“全国企业家活

动日”系列活动。

时光荏苒。29 年后的今天，再次
给企业松绑，又一次成为人们热议

的话题。

减轻企业负担
松绑制度束缚

江苏省人大代表、日出东方太阳

能股份公司董事长徐新建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相对于

中小微企业，大企业身上承担的税赋

实在太重了，目前我们每销售 100万
元的产品中，税收就高达 10万元，比
重在 10%左右。2012年我们向国家纳
税 3亿多元。”

徐新建还透露，2012年开始实施
的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在三四级

市场的执行情况并不好。“一般来说，

主销的热水器每台可以获得 160元节
能补贴，经销商为了让消费者获得这

个补贴，就要开正规发票，需要从小规

模纳税人变成一般纳税人，缴纳的税

金从原来每台 10元左右（定额税），增
加到每台 100至 130元不等（增值税
或储值税），企业反而赚不到钱了。”

国家出台节能惠民政策，初衷就

是通过财政补贴刺激消费需求、推动

市场销售。“实际上，这种刺激政策在

执行过程中变成了‘政府请客、企业

买单’，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逼着企业

为刺激市场买单。”浙江某太阳能企

业的负责人表示，各种刺激政策不如

减税来得直接，企业能真正受益。

徐新建认为：“不能说政策不好，

国家面向企业推出一系列刺激政策

的初衷必须要肯定，只不过在与政策

配套的市场环境等方面，还需要给企

业持续减负。”

作为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已经连续两年
提出“给企业减税”的建议。对于当前

很多企业普遍反映的在市场经营和

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李东生表示：“很多企业经营难题，不

少是制度层面的，我会考虑专门向两

会提交相关议案。特别是对于收入分

配问题，由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显

性的，容易调节；由分配结构、资源和

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是隐性

的，难以调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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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李锦

加快国地税合并 推进税制改革

全国“两会”
迎来企业界“新鲜人”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新一轮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正呼之欲出。2月 23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并主要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草案）》稿。会议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

础的必然要求。

来自企业界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坦言，

非常乐于看到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再启动，这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持续改革提升政府管

理效率，推动企业运营成本的降低，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型步伐。

有消息称，将于 2月 26日至 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二
中全会上，国务院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草案也将成为两项会议议

题之一。

“这意味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箭在弦上。行政体制改革的显

性意义是精兵减将，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完善市场经济体

制。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属于改革之船扬帆，长线利好。”东吴基金

首席策略规划师陈宪如是说。

据悉，新一轮大部制改革草案的重点在于：强化市场监管，改

善民生，整合完善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重要领域的管理体制。其

中，各界呼吁最多的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有望进行整合；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整合，成

立专门的市场秩序监管部门；而国家海洋局亦将扩权，强化海洋

综合管理权限；民政部也有望扩大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权责。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前社会流传盛广的“大能源”、“大文

化”、“大金融”、“大体改委”等部门的改革，暂未列入此轮“大部制”

改革范畴之中。

来自企业界的人士坦言，大部制改革并不是管理部门越大越

好，而是要达到放权、分权及权力转移的目的。这将有利于政企关

系的改善和提升。最大限度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

理同时，减少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成本，通过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减

少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营商环境。

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务院机构改革
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大部制改革
利好政企关系

大政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各地企业家发出呼声：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请再次给我们松绑！

———向 2013年全国“两会”提一个建议

月 日早晨 点 分，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新一天的升旗仪式。离全国“两会”开幕约有一周

时间，世界将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本报记者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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