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名录查询系统。企事业单位名录查询系统提供了全

国各行业、各地区共 165 万户企事业单位的名录.

“三资”企业查询系统则包括了全国 11 万中外合资、

合作、外商独资企业的名录和主要经济指标。

6.国家法律、法规和国有资产管理法规查询系

统。该系统收集了新中国成立到1995 年底国家及各

部门和部分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的法规、规章和有关文件。

（四）抓好技术培训工作。随着信息网络系统的

逐步扩大及电子计算机应用的逐步普及，技术培训工

作必须及时跟上。1996 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信

息计算中心举办了两期计算机及网络系统培训班，共

为 18 个省、自治区、市的地市级以上国有资产管理

部门培训了近 260 名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操作人

员。经财政部全国财政干部培训中心考核验收，两个

培训班均为优秀，也受到了地方的好评。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信息计算中心供稿，

王祖喜执笔）

对 外 交 往

1996 年，财政部进一步增进与国际社会特别是

国际财政、金融界的友好交往，积极参加有关多边、

双边国际会议，结合财政中心工作和财税改革的重大

课题，组织各项出国考察、培训、研讨活动，接待来

华访问的外国财政、金融代表团，为发展中国与国际

社会在财经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吸收借鉴国外有益

经验，推动和促进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

作用。

一、参与双边、多边国际会议

（一）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财长会议。

1996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财政部部长刘仲藜率领

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

三次财长会议，亚太地区 18 个成员体的财长或副财

长聚集一堂，就亚太地区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及资

本市场的发展、基础设施的资金筹措、汇率的波动对

贸易及投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后通过

了财长会议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健全的宏观经济政

策对本地区的资本流入、汇率稳定及确保充满活力的

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引导资本流动，促进国

内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财长们认为应保持一系列

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促进高储蓄率及控制公共

部门的开支来加强债务的管理，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

的开发及融合，有效地运用储蓄并扩大投资的选择。

声明还要求大力调动私有部门的资金发展基础设施，

尤其是在那些市场机制更能发挥效益的领域。

刘仲藜部长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并就动员资金发展基础设施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中国

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资本需求量最

大，刘仲藜部长的发言受到与会财长们的广泛关注。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议期间，刘仲藜部长分

别会见了美国财长鲁宾、泰国财长沙提拉猜、澳大利

亚财长柯斯特罗、智利副财长马芬，并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就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和预算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本次财长会议之前，财政部部长助理金立群及财

政部国际合作司有关官员还积极参与了副财长会议及

工作组会议，为财长会议的议程、工作方案、财长联

合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

（二）召开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1996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中国财政部部长刘

仲藜和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中

美联合经济委员会是两国高级经济官员就共同感兴趣

的经济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综合性论坛。参加第九次

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计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代

表；美国代表团包括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

交易委员会、行政及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

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以及商务部的代表。在为期

两天的会议上，双方本着积极、务实的精神，重点就

宏观经济政策及实绩、金融市场的改革和监管以及经

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财政部长强调，世界

上两个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联系十分重要，特别是在

中美两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双边投资流动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更是如此。两国财政部长都表示，中美总体关系

的改善将会促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鲁宾财长代表

美国方面指出以下几点：

鲁宾财长宣布，在中国努力发展、健全有效的资

本市场的情况下，双方将进一步开展合作，发展市场

监管、市场信息披露和保护投资者的规划。

鲁宾财长欢迎中国在改善现行的税收体制方面所

取得的成就，并表示美国和中国同意在税收管理的相

关领域进行技术合作，以便促进税收和改善企业环

境。

鲁宾财长注意到，中国正在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

及加强金融的监管工作，以使中国的综合监管符合国

际标准。这将有利于促进美国当局考虑根据美国的法

律允许中国的银行在美国开设分行。

鲁宾财长宣布，鉴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支持在打

击金融犯罪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在两国各自指定的

机构之间建立常规联系渠道，以便加强在这一领域的

合作。双方还同意互相增加信息交流、培训及技术合

作。

刘仲藜部长代表中国方面指出以下几点：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刘仲藜部长指出，中国在外汇制度改革及为实现

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并宣布中国计划在 1996 年底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

的可兑换。

刘仲藜部长宣布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外国银行在上

海浦东进行本币业务的试点的申请。

刘仲藜部长指出中国将继续逐步地允许外国银行

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刘仲藜部长强调了在海关事务上进行互助的重要

性，并表示中国海关将继续与美国同行讨论，以期达

成一项海关互助的协定。

两位财长表示两国都重视政府间的密切联系，鼓

励中国和美国的经济部门进一步加强交往。双方同意

下届联委会在北京举行。

二、组织团组出访

为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

验为我所用，1996 年，财政部共组织出国考察团组

17 个，举办境外培训班 20 期，召开国际研讨会 9

个，围绕财政体制、预算管理、税制与税法、农业财

政政策、企业财务管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会计管

理、财政监督等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取得

了一批积极成果。

应以色列财政部部长肖哈特的邀请，刘仲藜部长

率领中国财政代表团于 1996 年3 月24 日至 28 日对

以色列进行了友好访问。刘仲藜与肖哈特举行了工作

会谈，两位财长各自通报了本国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并

探讨了如何增进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问题。刘仲藜部

长还拜会了以色列农业部长、贸工部长、中央银行副

行长以及一些企业界人士。访以期间，以色列总理佩

雷斯会见了刘仲藜部长一行。通过对以色列的访问，

代表团感到以色列政府和工商界对发展与中国的经济

关系抱有很高的热情和希望。以色列政府和银行界对

以色列公司进军中国市场是大力支持的，而且不附加

政治条件。以色列的公司在医疗设备、通讯、电子、

化工、电力和农业方面有一些技术和产品在国际上有

竞争力，这些公司对中国市场比较熟悉，有耐心和长

远的发展目标，已开始从推销产品向面向中国市场的

合资、直接投资和转让技术这一高层次发展转变。经

过双方的努力，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会发展得更好。

为做好外债发行工作，财政部副部长刘积斌率团

赴美国和欧亚一些国家向投资人进行发债宣讲，并与

重要的投资者进行一对一的面谈。刘积斌副部长向广

大投资者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尤其是近

年来宏观调控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介绍了中国第九个

五年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同时向投资者说

明了中国政府坚持改革的决心、严谨负责的外债政

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以

及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大大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信

心，为中国政府在 1996 年成功发行 10 亿美元全球

主权债券奠定了良好基础。

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率团对丹麦、法国的财政政

策、支出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专题考察。考察

团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四点

建议：1.核实转变财政职能，加强经济预测和中长期

计划作用。尽快研究编制财政五年滚动计划，有针对

性地制定不同年份的宏观调控目标，并作为一项经常

性工作，根据年度财政经济运行情况适时对计划做出

调整，切实发挥好财政中长期计划的作用。2.实行法

制化和规范化的部门预算管理，增强财政支出的预算

约束。对预算科目设置进行改革，先按部门（职能）

进行分类，然后将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以及基本建设

经费三类不同性质的财政资金划分开来，根据各自的

经费性质和分配原则，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对预算

支出科目进行改革，类级科目按部门设置，款级科目

按用途设置。3.加强财政监督，提高单位收支管理的

科学性。4.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收支管理中的调控作用。在社会

保障资金的筹集方面，按照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

理负担的原则，既要进一步完善企业和个人缴费制

度，合理确定缴纳比例，同时也应积极研究通过税收

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办法，发挥税收的收入再分配功

能。

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金莲淑率团对美国、

新加坡的环境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考察之后，针对国内

环保现状，提出六点建议：1.在加强环保立法和严格

环保执法的同时，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

族环保意识。“谁污染、谁治理”和“谁破坏，谁恢复”

的原则要充分体现在法律中。2.加快对现行排污收费

制度的改革步伐。3.尽快研究建立城市污水和垃圾集

中处理收费制度，以增加环保资金来源，减轻政府财

政压力。4.充分运用税收手段，适时建立环境税收制

度。5.根据中央财力增长情况，设立环保投入专项，

加强对社会资金投向环保的引导和管理，以利于解决

特大的、跨地区的环境问题。6.加强环保资金的财政

预算管理。

三、接待外国访华代表团

1996 年，财政部共接待了 9 个来华访问的外国

高级代表团。他们是：冰岛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费·

凯·肖费松率领的的冰岛财政部代表团；新加坡财政

部部长胡赐道率领新加坡财政部代表团；老挝财政部

部长赛宋蓬·丰威汉率领的老挝财政部代表团；美国

财政部副部长谢佛率领的美国财政部代表团；美国全

美集团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韩凌杰一行；美国

JP 摩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尔纳一行；美国

林肯国民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兰一行；美国美

林集团国际董事长史明思一行；普华国际会计公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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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董事会成员。这些代表团访华期间，与财政部和有

关部门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一

些重要团组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冰岛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费·凯·肖费松访华期

间，与刘仲藜部长举行了工作会谈，两国财长分别代

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冰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肖费松财

长还分别拜会了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地质矿产

部的领导，访问了天津、上海、西安等城市。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会见了肖费松财长一行。

新加坡财政部部长胡赐道访华期间，与刘仲藜部

长举行了工作会谈，分别拜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证监会的领导，访问了上海、苏州等城市。国务院副

总理朱 基会见了胡赐道财长一行。

老挝财政部部长赛宋蓬·丰威汉访华期间，与刘

仲藜部长举行了工作会谈，财政部部长助理高强向丰

威汉财长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情况和中国

财政部的职能，并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丰威汉财

长还分别拜会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的领

导，参观访问了上海、昆明等城市。国务院副总理朱

基会见了丰威汉财长一行。

美国全美集团、美林集团、JP 摩根公司、林肯

国民集团等大财团领导人通过访华，加深了对中国经

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了解，推动和促进了这些企

业在华业务的开展。他们在帮助中国政府进行主权信

用评级、发行外债、为中国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

国有企业股票在海外上市、嫁接改造老的国有企业、

为中国培训专门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同

时也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财政部国际合作司供稿，崔君刚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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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内蒙古达拉特电厂二期工程两台 33 万千瓦机组建成并开始并网发电。

海口市政府在市中心黄金地段一次性开辟、培植万亩绿地，建成万绿园，免费供普通百姓节假日休闲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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