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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
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
亿元增至2018年超过18万
亿元，增长2900多倍；财政
支出从68亿元增至22万亿
元，增长了3200多倍。翻开
国家大账本，从建国初期的

“生产建设型财政”，到改革
开放后的“民生财政”，70年

“国家账本”的变迁，折射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
的成就。

财政收入，是国家财力
的象征，更是经济发展的结
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
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
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
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
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
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
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
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
1951年至2018年全国财政
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
1979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
13.6%。

强大的财力为促进经
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
了有力的资金保障。近年
来，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建
立和逐步完善，“国家账本”

与老百姓生活关系越来越
密切。“三农”、教育、医疗、
社保、住房等各项事业的发
展，都能看到财政资金的身
影。

以教育支出为例，1978
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
出仅为75.05亿元。1998年
后，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
的逐步建立，教育成为财政
的重点保障领域，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等
一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
育财政制度纷纷出台。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2012年达到4%”写
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2010—2020）》，
此后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
幅增加，并于2012年如期
完成4%的目标任务，实现
了财政教育投入历史性增
长。

站在4%的新起点上，
各级财政继续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重点
投入，优先保障。自2012年
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占GDP比例连续7年保持在
4%以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
发展再次提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绩。而这些历史性

转变和巨大成就背后，也离
不开财政扶持力度的不断
加大。

2017年，国家财政科技
拨款为8383.6亿元，是1980
年的130倍，1981年至2017
年年均增长14.1%。一系列
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凸
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
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
税的企业分别达到2.44万
家和2.42万家，分别是2009
年的3.3倍和3.5倍，减免金
额分别达到 570 亿元和
1062亿元，对鼓励和引导
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
积极作用。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也要告之于民。
近年来，政府预算报告，越
来越公开透明，绩效评价也
越来越凸显。

“从起步阶段粗糙的国
家概算，到日益完善的政府
预算体系，预算制度的现代
化进程在加快。‘国家账本’
的管理日益规范化。”中国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
报》记者表示，预算改革沿
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
标前进，全面规范、公开透
明且有约束力，注重绩效管
理。“没有预算，就不能有支

出，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年度预算的基础之上，推
行中期财政规划，探索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预算管
理更具科学性。全口径预算
管理下，政府可支配财力统
筹的基础数据更加充分。

国家账本，不仅记录着
国家各项事业资金“从哪
来，到哪去”的路径，同时也
传递着举国关注的国计民
生信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王泽彩对《经济参
考报》记者表示，纵观70年，
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我国财政制度历经五次转
型，与之相对应，每一个阶
段“国家账本”也呈现出不
一样的特点。

一是1949年~1952年的
过渡型财政制度。新中国成
立初期国家的首要任务是
重塑社会经济秩序，抚平战
争创伤，抑制恶性通货膨
胀，国家关注的重点由解放
战争向恢复和发展社会经
济转移。

二是1953年~1978年生
产建设型财政制度。当时国
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
期，主要任务是把我国从贫
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社
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为此，
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聚焦
于国家经济建设上。

三是1979年~1993年有

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分灶
吃饭型财政制度。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实现
释放经济活力，调动发挥地
方政府与企业的自主权与
积极性的经济发展目标，生
产建设型财政制度下的“大
锅饭”财政开始转型，“分灶
吃饭”型财政应运而生，这
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
从计划经济财政向市场经
济财政过渡的阶段。

四是1994年~2013年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公共财政制度。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
立，财政的重心也从以往的
生产建设领域转移到社会
公共需要领域。

五是2013年至今国家
治理视野下的财政制度。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
会正式拉开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序幕。目前，我国已基
本搭建起适应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
现代预算制度为基础，以
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为支
柱的现代财政制度主体框
架。

进入2019年，在推出近
两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
积极财政“加力提效”的背
景下，今年的“国家账本”又
呈现出新的亮点。

翻开2019年国家账本：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
计约19.25万亿元，加上调
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收
入总量为20.76万亿元。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52
万亿元。在2019年财政支出
中，教育支出依然占据“大
头”。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达到3.48万
亿元。在提高养老保障方
面，从2019年1月1日起，按
平均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标准……

王泽彩告诉记者，财政
收入的增长，既有可能是经
济发展的成果，也有可能来
自于增税性政策。但分析近
年来税收政策运行情况和
相关税收收入数据，可以看
出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
经济发展成果的反映。今
年财政收入增速扭转放缓
趋势的成绩，是在继续推
进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取
得的。从收入结构看，财政
收入质量也明显提高。与
此同时，助力打好三大攻
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支持创新能力提高、保障
重点民生等都是财政支出
的重点，预算绩效管理逐
渐呈现全方位格局，一个

“依法用好百姓钱”的预算
绩效管理新机制，已然越
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走来。

开学季，开学也是新学
年的起点，标志着孩子们在
人生路上又迈进一个新台
阶。每逢开学前，父母都会
为孩子竭尽所能准备崭新
的文具，从用报纸给新课本
包皮，用碎布拼接崭新书
包，到“拉杆箱”式的书包里
装着新样式笔袋……时代
在进步，百姓生活越来越
好，小小的文具寄托的是对
孩子学业进步、茁壮成长的
期盼，承载的是一代代人接
力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

书皮：报纸挂历到定

制封皮

8月29日中午，小学开
学前，在南京火车站附近的
金桥广场，熙熙攘攘的客流
中，不少是带着孩子来选购
文具的家长。

来自浙江台州的施荷
莲在这里已经做了26年的
文具生意，谈起开学“新装
备”的变化，她深有感触。

“以前包书用的是报
纸，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挂
历纸，再后来就有了专用的
包书纸，2000年以后，塑料
书皮慢慢流行起来。”她说，
现在则是“量体裁衣”，“因
为厂家已经根据教材的不
同规格裁好大小，家长买回
去粘到书上就行。”施荷莲
说，临近开学，家长们都会
带孩子来买文具，“这也是
一种仪式感吧。”

苏州市民张振华也记
得，自己小时候最开心的就
是开学前和父母一起购置

“新装备”。“以前爸妈会给
我认认真真地包好书皮，然
后在封面上写下每本书的
科目、班级、姓名。”张振华

说，今年我的女儿也要上小
学了，这些程序一样也不能
少，“时代不同了，生活变好
了，虽然现在家长亲自包书
皮、写封面的少了，但希望
子女学有所成的心是不会
变的。”

书包：布包双肩包到

拉杆箱

今年63岁的张华奎退
休前在河北邯郸中大建筑
机械厂工作，听说记者要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绿
布包，他一口答应，回家翻
箱倒柜找了出来。

“我的第一个书包，是
在1962年，上小学的头天晚
上，母亲用各种颜色的碎布
片拼成的。”张华奎回忆说。

而他的第一个军绿布
包，则是父亲买的，“当时臭

美了好久，对书包也格外爱
惜，别人下雨把书包顶头上
往家跑，我把书包抱在怀
里，生怕弄湿弄脏。”

张华奎的女儿张坤是
“80后”，到了她这一代，书
包就以双肩包为主了，“那
时候买双肩包就看有多少
夹层，夹层越多越好，除了
放书本还能放很多其他东
西。”张坤说。

对于张坤的外甥何一
航而言，书包不是“背”的，
而是“拉”的。“现在的孩子
不需要背着重重的书包，也
对他的身体发育有好处。”
何一航的母亲何圆圆说。

“时代不同了，书包的
款式更丰富，也更考虑孩子
健康成长的需要，背部3D
设计、护脊分压、立体凹槽，
防止孩子背久了背部摩擦
受伤，书包上还有反光条，

保障孩子的出行安全等
等。”何圆圆说。

文具盒：粗布铁盒到

塑胶笔袋

“文具盒？我直到1959
年读完小学，都没见过文具
盒是什么样，那时候一块老
粗布既是书包，又是文具
盒。”河北省临漳县孙陶镇
东芦村的王仲只老人说。

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青蓝色方形粗布，布的一角
用绳子系着一枚方孔铜钱。
课本、文具都用这块布包起
来，然后用绳子缠住，再用
铜钱压在绳子下面，防止东
西掉出来。

“那时的农村学校，砖
头台上架块木板就是桌子，
屁股底下垫几块砖便是凳
子，照明用的是白菜疙瘩做

的柴油灯。”王仲只回忆，写
字用的是粗草纸，铅笔芯很
容易被划断，“一晌不知道
要削多少次铅笔，两手都被
铅笔芯染得黑乎乎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铁
皮盒成了校园里的流行款。

“那时我还是拿药剂盒子当
文具盒，做梦都想有一个真
正的文具盒。”王仲只的儿
子王建勇清楚地记得，自己
用磁铁在学校垃圾堆里滚
来滚去，吸到铁钉之类的就
拿去换钱，10岁的时候终于
买了第一个真正的文具盒。

现在，王建勇的女儿王
雨欣在东芦小学读二年级，
她的文具盒是塑胶材质的，
还带有一个密码锁，如果学
习累了，按一下文具盒上的
按钮，就会响起轻松的音乐。

三代人的文具盒，见证
了百姓生活从贫穷走向富裕。

小小文具见证生活走向富裕
文/新华社记者 陈席元 杨知润

从“国家账本”70年变迁看国富民强
文/《经济参考报》记者 孙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