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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现代财税体制
如何加快建立？
——来自财政部的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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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拍照即得”
搜题类 App 是真助学还是长惰性？

手机一拍，答案就来。近年来，拍照搜题 App 成为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具。

“用户体验”越来越好，使得不少学生群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与之相伴的，是持续升
温的争议：
此类 App 到底是帮助孩子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

部分专家和教育界人士认为，当前拍照搜题 App 的功能还在不断升级，在学生中的

渗透率持续走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其作用进行反思，对以提分为卖点的营销推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十四五”时期，如何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如何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切实保障“十四五”重
大战略和重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在 7 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一一解答。

围绕“收、支、管、调、防”
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在发布会上表
示，
“ 十四五”时期，要系统谋划财政发展新
思路、新举措，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积极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具体来看，要围绕“收、
支、管、调、防”
五个方面下功夫：
——在收入方面，有效发挥收入政策作
用，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
——在支出方面，在保持合理支出强度
的同时，
做到有保有压、突出重点；
——在管理方面，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
效益；
——在调节方面，充分发挥财政调控和
收入分配职能，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在防风险方面，统筹发展和安全，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下，通过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
权限。
另一方面，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
直接税比重。
王建凡表示，将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
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
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完善减税降费
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
降费政策。数据显示，
“十三五”时期累计减
税降费超过 7.6 万亿元，其中减税约为 4.7 万
亿元，降费约为 2.9 万亿元。
欧文汉表示，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继
续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
政策；阶段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有序退出；突
出强化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制造业
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继续清理收费基
金。
“我们将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和实施助
企纾困政策的需要，平衡好‘当前和长远’
‘需要和可能’的关系，着力完善减税降费政
策，优化落实机制，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让企
业有更多获得感。”
欧文汉说。

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是完善我国现
代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
“十四五”将会有哪
些新部署？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近年
来，通过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我国税制结构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进一步优化，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从 2011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年的 28.4%逐步提高到 2020 年的 34.9%。
“按
照‘十四五’规划纲要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完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
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
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为支持落实这一目标，
优化税制结构。”
中央财政将如何发力？
一方面，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地方税
“首先，大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做大经济
源。
“按照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后
“ 十四五”时期，将把
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结合消 ‘蛋糕’。”欧文汉表示，
财政资源配置、财税政策落实、财政体制改
费税立法统筹研究推进改革。”王建凡说，此
革放到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外，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

来考量和谋划。
其次，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分好经
济“蛋糕”。他表示，要推动完善以市场为基
础的初次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均等；履行好
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和精准性；支持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
用。
“第三，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推动
形成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欧文汉说，
财政要支持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
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建立
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支持健全现
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动落实依法保护
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
入，遏制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
入。

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预算体现国家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活
动范围和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财政部预算司司
长李敬辉介绍，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重点
突破，持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一是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各级
预算安排要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
部署作为首要任务。
二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充分挖掘各种
闲置资源潜力，加强政府性资源综合管理，
强化部门和单位收入统筹管理。
三是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合理安排支出
预算规模，充分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
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政府过紧日子作
为预算安排的长期指导思想，完善财政直达
机制。
四是加强预算控制约束和风险防控，实
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中期财政规划
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度
举债机制。
五是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以省级
财政为主体建设覆盖本地区的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并与中央财政对接，建立完善全覆
盖、全链条的转移支付资金监控机制。

进行规范。

拍一拍得答案
真学习还是抄作业？
“作业有问题，就问题拍拍”
“ 小猿搜
题，拍一下，就学会”……对身处互联网时
代的中小学生来说，各类搜题 App 让家庭
作业习题的答案唾手可得。
“遇到不会的题，拍一下，答案就出来
了，现在确实有点离不开它。”上海市浦东
新区某中学学生胡云帆毫不掩饰对这类
App 的依赖。他说，内心虽然知道这样不
好，但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高三学生黄子
琦说，现在高中的习题集一般配有答案，
做完了可以对着批改。遇到没有答案的
难题，自己一般要思考一下，实在想不出
来再用搜题 App 看解题过程。
“ 但在那些
自制力比较差的同学手里，搜题 App 很容
易成为他们的抄作业工具，以前没有 App
的时候他们抄同学的，现在有了 App 抄得
更方便了。
”

学生“甘之如饴” 老师家长忧虑
对不少家长、老师来说，学生对拍照
搜题 App 越是“甘之如饴”，他们就越发感
到忧虑。
——搜得到答案，搜不到思考能力。
“不能说深恶痛绝，但肯定是弊大于利。”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中学的老师凌露轩是
一名高三年级班主任，对于此类 App，她
和同事的态度非常坚决——
“一刀切”禁
止学生使用。
“作业交上来，80%的同学都做得非
常好，但一到考试，很多题型经常有 50%
的人没掌握。”凌露轩说，很多学生通过搜
题 App 直接获得答案，根本就没有学习思
考的过程，老师也难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
习水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竞争加剧，
不少搜题 App 还推陈出新，宣称“毫秒级
响应”
“ 随 拍 随 解 ”，这 使 得 部 分 学 生 对
App 的依赖度不断增高。

——大学生兼职挣钱，答题水平参差
不齐。采访中，学生、家长及教师普遍反
映，拍照搜题 App 的正确率并不让人满
意。上海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郭
艳告诉记者：
“ 辅导孩子学习时，校内‘拔
高’的数学题，有时候不太会，需要参考搜
题 App，但用久了就发现这类 App 的解答
也不一定正确，估计错误率在 10%以上。”
——搜题是假，网上冲浪是真。
“每天
放了学就说要搜题学习，手机拿去一用就
是三四个小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对于
近期孩子的反常行为，河南省焦作市一名
初三学生家长有点担忧。

正视技术双刃剑
思维训练重于获得答案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
观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如何
使用。近年来出现的拍照搜题 App，对于
自控力弱的孩子来说，负面作用肯定大于
正面效果，容易导致懒惰，养成抄作业的
习惯。
“ 我们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这类
App，也不提倡他们在校外使用。但同时
也要考虑客观情况，如家长可以从 App 上
参考一些解题过程，再有的放矢地辅导低
年级孩子作业。”陈宏观说，良好的教育包
括引导和陪伴，除了老师，家庭也要帮助
孩子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
认为，
“ 解题”作为教育过程之一，意义绝
不只是得到一个答案，而在于思维方法的
训练、意志品质的锻炼、创新精神的培养，
很多人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最终解出难
题时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原因也正
在于此。
“从不会做到会做，从会做到会思
考，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在解题中真正学到
的东西。”吴遵民表示，对拍照搜题 App 的
规范约束，要形成多方合力。学校要向家
长告知此类 App 的弊端，指导有限度地合
理使用；家长也要逐步转变心态，对刷分、
提分之类的营销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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