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记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作为《决定》起
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您
认为《决定》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特点？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会通
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 进军
号角。《决定》 的特点和蕴含
的思想主要有五点：

一是主题全面。 全面深
化改革， 这与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
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
与改革有关， 但主题仅是某
一方面改革。 这次则包括了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
提出“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
主线， 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
基本理念。

三是重点明确。 虽然全
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但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把经济
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点， 发挥其对其他领域
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
15个方面改革任务中，6个
是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
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 占了
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之
所以如此，主要考虑是，当前
我国存在的问题， 根本上说
还是发展问题。 我国正处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下一步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
风险， 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
条件也在变化， 只有加快经
济领域改革才能释放更多发
展动力。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
万字左右， 涵盖15个领域、
60个具体任务， 句句是改
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
内涵十分丰富， 落实下去都
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
重大变化。 在起草和修改过
程中， 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
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
重大改革， 发展的任务原则
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
可能削弱改革力度、 弱化改
革举措的， 除非理由特别充
足，一般不接受。而增加的改
革内容， 只要有最大公约数
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

五是行动扎实。《决定》
的落实是有保证的，体现在：
组织落实， 明确提出中央成
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 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
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
完成《决定》 提出的改革任
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
估的。 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
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精神。

记者：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中， 全会提出，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如何理解这一新
提法？

杨伟民：这是一个崭新
的概念和提法。过去我们说
建设现代化， 是分别从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
角度提出的，而新目标是从
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丰
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
一种社会制度是否比较完
善、 比较定型的重要标志，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报以“社会治理”取代
“社会管理”， 体现了主体的
多元化。 治理与管理的区别
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
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
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的
治理， 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
力量，这是民主的一种表现。
公报提出的“推进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重要一环。

一个成熟的社会制度必
须依靠法律。 公报在不同领
域列举了需要完善的制度，
表明未来国家治理方式将是
法治的， 不再是简单命令式
或单纯靠行政手段进行。

记者：全会提出，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
一词之变的意义在哪里？

杨伟民： 从“基础”到
“决定”，2个字的改变，意
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

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
重大突破， 也是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
革的基本方针。 其未来影响
将不亚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
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
重大论断， 会同样极大地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 给我国再
争取一个20年的改革红利
期， 助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

为什么要改？ 一是抓住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本质特征———用尽可能少的
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
品。 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国
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作用， 但都不能最大限
度提高市场效率。 此次两字
之变， 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 意味
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 其他
力量如政府， 可以影响和引
导资源配置， 但决定者只能
是市场。 二是明确经济体制
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 当下
大家都在寻找改革的突破
口， 公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明确
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路
线图。 未来所有经济领域改
革都要以是否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标
尺。今年推动的一些改革，包
括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外
界都期待政府出手， 但并没
有动， 就体现了要依靠市场
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 三是
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
根。虽然30多年改革，初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但目前经济体制在很多
方面很不完善， 核心问题还
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
多、不合理干预太多。产能过
剩、城市病严重、耕地占用过
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保
护等， 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
干预多有关。 坚持市场化改
革方向， 是解决现实经济问
题的根本。

记者： 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 政府
应该做些什么？ 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把基础性作用
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
定或弱化政府作用。现代经

济中， 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同样重要， 但作用的内涵
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
府作用是引导和影响资源
配置， 而不是直接配置资
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
能和作用， 政府不越位，才
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
挥决定性作用， 才能解决
目前政府职能越位、 缺位
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
定》 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
和作用， 可概括为5项职
能、20个字： 即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
管理、保护环境。

相对于党的十六大，此
次全会没有提经济调节，因
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 给政
府干预资源配置留下空间较
大， 也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相矛盾。

记者： 基本经济制度方
面，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
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
动摇”。这方面有什么突破和
创新？

杨伟民： 一是公有制经
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基础。 过去也讲过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但从来没有与公有
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而这次
放在一起，十分鲜明，没有老
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护产权、 使用
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
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
等各方面， 强调各种所有制
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
等关键词。

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
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
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
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 也要鼓励发展非
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
制经济。

此外，《决定》 在深化国
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方面
也有很多新思路、新任务，下
一步必将掀起国有企业改革
的第二波高潮。

■据人民日报、新华社

财税改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争取20年改革红利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详解三中全会《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一
整段篇幅部署下一步财税体制
改革新思路， 虽然更多详文尚
待公布， 但足以引发各界对新
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期待。

财税改革中最受关注的是
税制改革。 针对外界关注的宏
观税负问题，公报做出的“改革
税制、稳定税负”的部署也给予
社会明确预期。“这一表述无疑
让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财
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这表明今后税负增长将会和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 既避免税收
增长过高，增加宏观税负，也避
免税收增长过低， 导致赤字债
务扩大，加剧财政风险。

专家指出，在房产税、资源
税、环境税、消费税等可能推进
的税制改革有望呈现适当增税
效果的同时，“稳定税负” 的表
述背后包含着未来国家将继续
坚持结构性减税政策，营改增、
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等举措将继
续为企业和社会减负。

■据新华社

日前， 针对长沙出现的雾
霾天气， 湘涂出租车公司加强
恶劣天气安全行车管理， 采取
措施保障行车安全。 他们要求
驾驶员在雾霾天气行车打开防
雾灯， 并且注意车辆速度控制
在安全行车的范围内。 公司每
天还通过GPS短信提醒每位驾
驶员，安全行车。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今日开奖…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11月 15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3312期 本期投注额：19386576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6,153
0

5,605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4 6 9中奖号码

14 6 9 6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36 100000

七星彩
第 13134期 本期投注总额：21754144元

6 1 7 3 1 8 5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5
15
366
4047
50314
586192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32329
1800
300
20
5

5000000元

税负增长将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1详解
经济占所有
改革任务近一半

4详解
清晰界定政府
职能和作用

3详解
再争取20年的
改革红利期

5详解
公平地对待
各种所有制经济

2详解
国家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

雾霾天，出租车
开防雾灯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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