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财政职能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
一、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
1. 自然垄断
2. 外部效应
3. 公共物品
4. 信息不充分
5. 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

二、公共物品和公共需要
1. 公共物品的概念
2. 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
3. 公共物品的提供
4. 免费搭车行为
5. 社会公共需要的特征

三、政府部门与市场部门间的最优资源配置
1. 政府部门与市场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可能存在着某种最优组合
2. 利用无差异分析方法寻找部门间的最优资源配置点

第二节 财政职能
一、财政职能的基本内容
1. 财政职能的概念
2. 资源配置职能
3. 收入分配职能
4. 经济稳定职能
5. 经济发展职能

二、财政职能的演变
1. 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职能
2. 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财政职能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财政职能

第三节 政府失灵
一、政府失灵的表现

1. 政府失灵的概念
2

.政府失灵或政府于预的缺陷

二、政府失灵的原因
1. 政府决策的无效率
2. 政府机构运转的无效率
3. 政府干预的无效率

第二章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

第一节 财政支出分类
一、按支出用途分类
二、按费用类别分类
三、按经济性质分类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
一、衡量财政规模的两个指标
1. 财政支出比率
2. 财政支出比率是衡量财政规模的重要指标

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趋势的理论解释
1. 财政支出增长似乎是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条规律
2. 政府活动扩张论
3. 梯度渐进增长论
4. 经济发展阶段论
5. 官僚行为增长论

三、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
1. 经济性因素
2. 政治性因素
3. 社会性因素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
一、政府职能与财政支出结构
1. 财政支出结构的概念
2. 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
3. 我国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4. 社会管理支出增长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因素

二、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
1. 判断一国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
2. 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思路

三、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
1. 财政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2. 财政支出结构的排挤效应
3. 财政支出结构的储蓄效应

第四节 财政支出效益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
1. 成本—效益分析法的概念
2. 成本—效益分析的过程
3. 成本—效益分析法的运用

二、最低费用选择法
1. 最低费用选择法的概念
2. 最低费用选择法的步骤

三、公共定价法
1. 公共定价法的概念
2. 公共定价水平和定价体系
3. 公共定价的三种方法

四、政府采购制度
1. 政府采购制度的概念
2. 政府采购制度与财政支出效益的提高
3. 政府采购制度的程序

第三章

财政投资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
第一节 财政投资支出

一、财政投资的决策标准
1. 财政投资的特点
2. 资本—产出比率最小化标准
3. 资本—劳动力比率最大化标准

4. 就业创造标准
5. 我国现阶段的财政投资决策标准

二、经济基础设施投资
1. 基础设施的分类
2. 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
3. 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的投融资方式

三、农村和农业的财政投资
1. 财政对农村和农业投资的必要性
2. 财政投资的重点
3. 财政加大“三农”投入的主要措施

第二节 社会保障支出
一、社会保障制度
1. 社会保障的概念
2.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主要经济原因
3.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
4. 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
5. 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社会保障支出
1.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现状
2. 社会保障支出的决定因素
3.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趋势

第四章

税收原理

第一节 税收的基本问题
一、税收的基本特征
1. 税收的强制性
2. 税收的无偿性
3. 税收的固定性

二、税收术语
1. 纳税人
2. 课税对象
3. 课税标准

4. 税率
5. 起征点与免征额
6. 课税基础

三、税收分类
1. 所得课税、商品课税和财产课税
2. 直接税与间接税
3. 从量税与从价税
4. 价内税与价外税
5. 中央税与地方税

第二节 税收原则
一、税收原则的含义
1. 税收原则的概念
2. 税收原则的理论发展

二、税收的效率原则
1. 税收的经济效率
2. 税收的制度效率

三、税收的公平原则
1. 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2. 受益原则
3. 能力原则

第三节 税负的转嫁与归宿
一、税负转嫁与归宿的含义
1. 税负转嫁的概念
2. 税负转嫁机制的特征
3. 税收归宿的概念
4. 税负转嫁与逃税的区别

二、税负转嫁方式
1. 前转
2. 后转
3. 消转
4. 税收资本化

三、税负转嫁条件
1. 供求弹性的大小

2. 税种的性质不同
3. 课税范围的宽窄
4. 经营者的目标

四、税负转嫁的影响
1. 税负转嫁是税收负担的再分配
2. 税负转嫁影响税收政策的效果
3. 税负转嫁会强化纳税人的逃税动机

第四节 税收负担
一、税收负担的基本含义
1. 税收负担的概念
2. 税收比率的一般趋势

二、拉弗曲线
1. 拉弗曲线的含义
2. 税率、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五节 最适课税理论
一、最适课税理论的基本含义
1. 最适课税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2. 最适课税理论的三大基石

二、最适课税理论的主要内容
1. 直接税与间接税具有共生性
2. 税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
3. 逆弹性命题
4. 最适商品课税要求开征扭曲性税收
5. 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不能过高
6. 最适所得税率应当呈倒“U”形

第五章

税收制度

第一节 税制类型与结构
一、税制类型
1. 税制类型的概念
2. 单一税制

3. 复合税制

二、税制结构
1. 税制结构的概念
2. 税制结构的演变
3. 税制结构的决定因素

第二节 税制体系
一、商品课税
1. 商品课税的一般特征
2. 增值税的优点
3. 增值税的类型
4. 增值税的计征方法

二、所得课税
1. 所得课税的一般特征
2. 所得税的类型

三、资源课税和财产课税的一般特征
1. 课税比较公平
2. 其有促进社会节约的效能
3. 课税不普遍，且弹性较差

第三节 税制改革
一、税制改革的基本问题
1. 税制改革的概念
2. 改革税制的主要原因
3. 成功税制改革的评价标准
4. 成功税制改革的条件

二、我国 1994 年的税制改革
1.

1994 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2.

1994 年税制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

3.

1994 年税制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

4.

1994 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三、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1. 宽税基
2. 低税率
3. 差别待遇

4. 严格管理

第六章

国债理论与管理

第一节 国债的功能与负担
一、国债的功能
1. 弥补财政赤字
2. 筹集建设资金
3. 调节经济

二、国债的负担与限度
1. 国债的负担
2. 国债的限度
3. 国债规模的制约因素

第二节 国债制度与管理
一、国债的种类与结构
1. 国债种类
2. 国债结构

二、国债的发行与偿还
1. 国债的发行
2. 国债的还本付息

三、国债发行价格与国债利率
1. 国债的发行价格
2. 国债的利率

四、国债市场
1. 国债发行市场
2. 国债流通市场
3. 国债市场的作用
4. 国债二级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第七章

国家预算与预算管理体制

第一节 国家预算的组成与原则

一、国家预算的组成
1. 国家预算的概念
2. 国家预算的类别
3. 国家预算的组成

二、国家预算的原则
1. 公开性
2. 可靠性
3. 完整性
4. 统一性
5. 年度性

三、预算制度的完善
1. 部门预算
2.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3.“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节 国家预算法
一、国家预算法的指导思想
1. 国家预算法的概念
2. 我国国家预算法的指导思想

二、预算编制、执行和决算程序
1. 预算编制
2. 预算执行
3. 预算调整

第三节 预算外资金
一、预算外资金的性质与范围
1. 预算外资金的概念
2. 预算外资金的范围

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第四节 预算管理体制
一、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
1. 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2. 分级分税预算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

二、收支划分的基本依据
1. 社会公共需要的层次性
2. 集权与分权关系

三、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1.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划分
2. 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
3 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
4. 原体制中央补助、地方上解及有关结算事项的处理
5. 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

四、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基本思路
1.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和各级预算主体的支出职责
2. 规范收入划分
3. 调整集权与分权关系
4.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的重点

第八章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第一节 财政平衡
一、如何理解财政平衡
1. 财政平衡的概念
2. 财政平衡的理解

二、财政平衡与总量平衡
1. 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 财政平衡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种手段
3. 财政平衡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总需求

三、财政不平衡的原因
1. 财政不平衡具有必然性
2. 外部冲击
3. 无弹性税制
4. 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
5. 意外事件

第二节 财政赤字
一、财政赤字概念

1. 赤字
2. 财政赤字
3. 预算赤字
4. 赤字财政

二、财政赤字规模
1. 衡量财政赤字规模的指标
2. 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三、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
1. 财政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
2. 财政赤字的总需求效应
3. 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4. 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