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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博物馆坐落在杭州市吴山北麓，占地 27 亩、建筑面积 12000 多平方米，是经国务院领导批准，隶属于

财政部、国税总局的专业博物馆。它筹备于 1998 年，3 年后正式开工建设，2004 年初步建成 2 个展厅，2009 年基本

建成并全面对外开放。

目前，对外开放的有中国民间财富崇拜、古代中国财税历史、近现代中国财税历史和当代中国财税历史四个陈列

厅和摇钱树理财家展区。

中国民间财富崇拜陈列厅分为财富崇拜、财神信仰和求财习俗三部分。它以诸多文物和饶有情趣的童子求财、财

神出巡、赵公明神龛等精美艺术品告诉人们：追求财富是人类超越自己的巨大进步，建立在老百姓创富基础上的国家

财政永远离不开民间财富的不断增长。

古代中国财税历史陈列厅，涵盖公元前 21 世纪大禹立国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的财税历史。按税制沿革划

分为：贡助彻法、田租口赋力役、租庸调、两税法、一条鞭法等五个主流税制；按财政体制变革划分为：中唐前（公

元 780 年）的量入为出和此后的量出为入两个不同理财阶段。通过青铜器、陶瓷器、玉器、文献、金银货币、古钱和

税票契约等文物展示和禹杀防风、盐铁会议、古驿风云、长生当铺、佛门度牒、市楼税卡、漕粮远去、自封投柜、寿

屏千秋等场景以及敲竹杠、开后门、发丘生财、衣冠禽兽、卖官鬻爵等趣闻轶事的有机地结合，展示了财政税收如何

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近现代中国财税历史陈列厅，涵盖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到 1949 年新中国建国前的财税历史。陈列告诉观众：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国家陷入了财政危机。此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并没有挽救危亡，辛

亥革命建立起来中华民国也改变不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尽管如此，以农业税为主体的中国税制，仍然历史地向工

商税制转变。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国民党的腐败导致了上千万倍的通货膨胀，南

京国民政府终于在财政破产、民怨鼎沸中走向灭亡。

当代中国财税历史陈列厅，涵盖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财税历史。它向观众展示：半个多世纪来，财政税

收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走过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一五”计划、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筚路蓝缕，来之不易，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它给人以智慧，让人们运用深邃的目光去看待过去，

进一步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从而为创造美好未来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展厅运用文物、文献、场景和口述历史让人

身临其境，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的各种票证，更让观众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摇钱树和理财家展区是利用光厅设计的特殊展区。摇钱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财富崇拜，广泛流传于汉魏时期。

这株高 15 米、重 8 吨的青铜摇钱树，其原型是出土于四川广汉的汉代摇钱树，设计时加上了中国历代神话故事铜雕

和琉璃钱币镶嵌，显得富有艺术感。南北两侧墙壁上 13 位自夏至清的理财家青铜深浮雕，不仅让人震撼，更让人明

了理财对于国家发展，社会安定的重要意义。

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世界上始于实体的博物馆不但通过精美的画册吸引广大观众，还以虚拟的音像在网络上向

人们生动展示。为了弘扬财税文化，普及财税知识，中国财税博物馆在抓紧建设网络博物馆的同时，编辑出版了这本

包括个代表性场景、  个门类、 件文物文献的图录，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2010 年 11 月

前  言 Preface

Authoriz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supervis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China Finance and 
Taxation Museum was prepared for establishment in 1998 and its construction was started three years later. In 2004, two of the galleries were 
set up. And in 2009, the museum was ready and finally open to the public.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Wushan Mountain in Hangzhou, 
this professional state museum covers an area of 4.5 acres with a floor space of 12000 square meters.

Now the museum has four galleries of Chinese Folk Fortune Worship, Ancient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Modern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and one exhibition area of Money Tree and 
Financiers. 

The exhibition of Chinese folk fortune worship includes three parts, namely the worship of fortune, the belief in the God of Wealth and 
the custom of praying for fortune. With the help of abundant cultural relics and artworks such as kids praying for fortune, parade of Gods of 
Wealth and a shrine of ZHAO Gongming, the exhibition intends to tell people that pursuit of fortune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to human beings 
and national finance is based on and unable to depart from the growth of civilian wealth.

The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introduces five main stable tax systems in successive historical dynasties 
from the Xia to the Qing (before the Opium War in 1840) and two stages of financial system reforms in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year 780. Apart from various collections of bronze ware, ceramics, jade ware, literature, gold and silver currency, ancient coins, 
tax receipts and deeds, this exhibition also features vivid scenes and interesting stories relating to finance and taxation, such as Yu beheading 
Fangfeng, debate on monopoly of salt and iron, ancient post house, monastic pawnshop, monastic identity certificate, toll gate for tax, 
vanishing water transport of grain, self service tax payment, multicolored wooden screen as a birthday present, fleecing salt dealers, outdated 
currency and monastic identity certificate, CAO Cao robbing tombs, rank patches on the official gown and sale of offices and ranks. All these 
explain how finance and tax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exhibition of modern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introduces the finance and taxation changes and reforms during the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the Opium War (1840) to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1949). It tells people that the Opium War opened the gate of 
China to big powers of the West and ushered in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ar reparations which trapped the nation in fiscal risks. Thereafter, 
neither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nor new political measures in late Qing Dynasty was able to save the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by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lso failed to change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the main body of China’s tax system was still inevitably 
changed from agricultural tax t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 In the situation of serious inflation caused by corruptive Kuomintang,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set up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rought Chinese people some hope whil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oomed to perish in fiscal bankruptcy and public resentment.

The exhibi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introduces the finance and taxation history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1949) to the present. It tells people that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nd more, Chinese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undergone 
several historic stages including the periods of economic recovery,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1st Five-year Pla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xperience and lesson from the pioneer work are all the results of toil and they both can endow people with wisdom to review the past from a 
profound perspective and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with further efforts so as to take the right path leading to the bright future. The exhibition 
enables people to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history with the help of cultural relics, literature, scenes and oral reports of history, especially 
various kinds of coupons which bring people back to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The exhibition area of Money Tree and Financiers is a special area illumined with natural lighting. Money tree is popular in 
southwestern China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With a Han money tree unearthed in Sichuan as its prototype, this bronze money tree of 
15 meters and 8 tons is made more artistic owing to the engraved scenes from mythic stories and inlaid glazed coins. O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walls of the area are bronze low and high relief sculptures of 13 financiers from the Xia to the Qing Dynasties. They are not only 
amazing artworks but also tell people the significance of financ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 and stableness of society.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museums starting from real exhibitions attract people not only by exquisite picture albums but also audio 
and video works on the interne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ure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and propagate relat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China Finance and Taxation Museum is dev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museums. Meanwhile, an antique catalog of    scenes,           
species and     pieces of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is now offered to the readers.

                                                          Nov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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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夏商西周时期财税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财政的形成时期，也是我国劳役地租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赋税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阶

段。这一时期，统治者用天命礼制维护政权，置财政于神权、王权支配之下，藉民之力，开辟土地，以劳役和实物

地租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并强制弱小国家及氏族部落贡纳实物和提供劳役，以满足王朝的财政的需要；同时，

分封赏赐，定赋制禄，用授土授民的办法控制财政分配。

劳役地租以井田制为基础，“同养公田”，以力役形式交纳地租。到了周代又有发展，“计亩而分”让劳役田

租的形式有了实物田租的内容，为日后井田制的瓦解和走向履亩而税的完全实物田租制度打下了基础。

说明：禹定天下后，将国土划分为九州，田赋分为九等，按各地生产及“人功少”等情况，分上中下三等征收并命各州贡其土特产

品，俗称九州之贡。

西周  遂公

Western Zhou Dynasty
Duke Sui’s Xu (food vessel)

西周  遂公 铭文拓片

Western Zhou Dynasty
Rubbings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Duke Sui’s Xu

Yu beheading Fangfeng(scene)

场景：禹杀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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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期 良渚玉器一组

新石器时期 良渚玉琮

Neolithic Age
Jade cong of Liangzhu Culture

Neolithic Age
Jade ware of Liangzhu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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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财政专款专用制度的发端——“九赋九式”表格 

周代实行“九赋九式”的财政专款专用制度，为中国财政有文字记载的专款专用之始。

九式（财政支出）

宾客之式 （朝聘宴飨费用） 

刍秣之式 （牛马饲料支出） 

工事之式 （工程支出） 

匪颁之式 （赏赐之用） 

币帛之式 （聘问时用的币帛） 

祭祀之式 （祭祀耗用的财物） 

馐服之式 （王室的饮食及服装支出） 

丧荒之式 （丧事及欠收、凶年之用） 

好用之式 （特殊的赏赐）

九赋（财政收入）

邦中之赋 （王都中的农产品税） 

四郊之赋 （距王都百里的农产品税） 

邦甸之赋 （距王都百里至二百里的农产品税） 

家削之赋 （距王都二百里至三百里的农产品税） 

邦县之赋 （距王都三百里至四百里的农产品税） 

邦都之赋 （距王都四百里至五百里的农产品税） 

关市之赋 （商旅税） 

山泽之赋 （矿、林、渔业、特产税） 

币余之赋 （其它杂税）

新石器时期 良渚玉环

Neolithic Age
Jade ring of Liangzhu Culture

新石器时期 良渚玉琮

Neolithic Age
Jade cong of Liangzhu Culture

西周 青铜銮铃一对

Western Zhou Dynasty
A pair of bronze tinkling bells of a c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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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羊首兽面纹尊

We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zun (wine vessel) with 
ram head and anima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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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财政主要支出——祭祀与军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费用是夏商周三代最为主要的财政支出。在“君权神授”思想的统治

下，人们祭天、祭地、祭鬼神，祭祀活动极为频繁，礼节也极为繁琐、等级森严，因此耗费甚多。这一时期征战不

断，战争成为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范围的有效途径，故军事开支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支出之一。

西周 京良父铜簋

Western Zhou Dynasty
Jingliangfu Gui (food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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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已酉”铭爵

Western Zhou Dynasty
Jue (wine vessel) with inscription “Ji You”

西周 带铭文青铜爵

Western Zhou Dynasty
Inscribed bronze jue (wine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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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青铜戈一组

We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daggers

西周 夔龙纹铜簋

We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gui (food vessel) with stylized drag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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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中国财政发展史上的变革时期。为了具备支持长期兼并战争的雄厚财力，各国先后实施变革。在所

有变革措施中，财政政策的变革首当其冲，具体表现为打破授田分配和世袭俸禄制，“废井田，开阡陌”，“食有劳而

禄有功”，从而实现权力的扩张和财政的再分配。

第二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税

一  田制及田赋的变革

由于公田的事实占有和私田的大量开辟，一些国家为了扩大财政来源，逐渐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春秋时，齐

国管仲推行的“相地衰征”和鲁国实施的“初税亩”，首先适应了这种变革的需要。及至战国，以秦国的“商鞅变

法”为标志，土地私有制度开始形成。随着田制和田赋的变革，各国的赋税收入也普遍提高。

东周 青铜及铁农具一组

Ea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and iron farm tools

东周 青铜簋形灯

Eastern Zhou Dynasty
Gui-shaped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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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 青铜鉴

Ea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jian (water ve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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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早的预决算——上

计制度

古代的上计制度相当于今

天的财政预、决算制度，只是

范围大小有别。按当时规定，

各地方（诸候国）和中央各部

门长官，必须把来年土地开

垦、赋税收支等预计数，写在

木质的券上，送到天子（或国

君）那里，天子或国君将券剖

分为二，天子或国君执右券，

臣下执左券，年终，臣下再报

送“计书”。计书内容包括户

口数、垦田数、牲畜数、赋税

征收数、仓库存粮数等。考核

时，由天子或相来主持。

三  国家财政的支出——

水利建设

自古以来，公共水利工程

建设是国家财政的一大开支。

西周时期已构成蓄、引、灌、

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

战国时期，水利建设蓬勃兴

起，或为发展农业，或为军事

行动，或为交通运输，兴修了

都江堰、郑国渠等一大批大型

水利工程。

四  关市之征

关市之征，中国历史上对商业活动征税的代称。关市之征始于西周，属于通过税，大多征税较轻。春秋战国以

后，随着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商业活动日趋活跃。为了获取工商之利及各诸侯国财政的需要，各国在重要道口设

关征税或在集市征收交易税。关市之税成为各国财政除田赋之外的重要来源。

都江堰

Dujiang Weirs 东周 鄂君启节铭文拓片

Eastern Zhou Dynasty
Rubbings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Prince E’s Tal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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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形制多样的货币

中国最早的货币主要是海贝，始于

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交换大发

展引起大量货币流通。当时各诸侯国相

对独立的经济与商业造就了四种不同的

货币体系，即布钱体系、刀币体系、圜

钱体系、楚币体系。

六  军费激增，军赋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列国军队数量激增，出现新的兵种——步兵和骑兵，武器装备也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征调军需为内容的军赋制度在各国先后出现，如郑国的“丘作

赋”、楚国的“量入修赋”等。“赋”字从贝从武，具有征收军需物资的意义。其征收办法由按亩征收，进而分配

到户，按人丁征收。从此，赋与税、力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赋役制度。

东周 错金战马饰、节约

东周 货币一组

Eastern Zhou Dynasty
Coins

东周 青铜剑

Eastern Zhou Dynasty
Bronze sword

Eastern Zhou Dynasty
Horse ornaments inlaid with 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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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

春秋战国以来，王室衰微，诸候割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分封制

和宗法制相继解体。随着各国土地私有制的确立，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俸禄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原本以朝贡关

系、相对分权为特色的财政体制逐渐转变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与地方分立的集权财政管理体制。

东周 滕侯赇之歌钟

Eastern Zhou Dynasty
Zhong (musical instrument) of 
Marquis Qiu of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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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理财思想，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处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诸子百家或以治国安邦之道、

或以富国强兵之术、或以连横合纵之策，或以保境安民之计奔走游说，总离不开生财、聚财、用财、理财这些基本

内容。先贤们的理财思想不仅对当时的财政实践有所作用，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代表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 “政在节财、藏富与

民” “薄税敛”。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思想家。主张轻徭薄赋，免除工商税，发展商

品经济。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人，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法家集大成者。主张重农抑商、国富

民贫，反对薄赋敛，认为贫困是推动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惟一动力，反对用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节用、节葬，只论节用，不论生

产；只节流，不开源。赞成征收关市、山林、泽梁之税。

老子（公元前57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姓李名耳，又称老聃，春秋末年楚国人，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

张“无为而治”，强调“崇俭去奢”。

孔子

孟子

韩非子

墨子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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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秦汉时期财税

秦汉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财税的确立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以政权为依托的财政也

因此统一和集中，并新设多项税种、税目，国家赋税体系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财税管理

体制的发展，促使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分别收支，分开管理。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秦汉两代还实行重本抑末

政策，体现在财税上就是农业税轻，工商税重。这种重农抑商的财税政策的沿袭和发展，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

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秦代财税制度的统一

秦统一中国后，使“黔首自实田”，并规范了赋税制度：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有利于赋税的稽管和征收，也有

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繁荣；统一官俸和财税管理机构，高度集中财权，使财税管理制度化；实行统收统支的财

政体制，分设治粟内史和少府管理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是财政管理专业化之始。

汉 铜量一组

  在统一度量衡的过程中，许

多计量文字逐渐被人们用来形容

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权衡

利弊、得寸进尺、审时度势、千

钧一发、斤斤计较、升斗小民、

锱铢必较等。 

Han Dynasty
Bronze measuring tools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在

本国自铸货币。秦始皇统一六国

后，实行统一货币的措施，由国家

专责铸造货币，以保证货币的形

状、大小、币值统一。新币以原秦

币为基础，分两等，上等为黄金，

以镒为单位，一镒重二十两；以铜

币为下币，称为“半两”。

秦  半两

Banliang coin of the Qin Dynasty

场景 秦汉时期展厅入口

Exhibition entranc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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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租口赋力役制度

田租即土地税，口赋为人头税，是秦汉时

期最为重要的财税收入。秦代田租按亩征收，

为“泰半之赋”，即田租收入的 2/3。口赋按

人头摊派税赋，每口每年1000钱。力役是秦王

朝无偿征发劳动力去服兵役和各种徭役，它是

收入与支出同时进行的一种财政行为，具有中

国早期赋役制度的重要特征。秦代力役特别繁

重，汉代的董仲舒曾说“秦力役三十倍于古；

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四  汉武帝时期施行的财税政策

汉武帝时期曾多次对匈奴用兵，同时大兴土木、广修水利，军费及工程支出超出财力所能承受的能力。为加强

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主要有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均输平

准、算缗和告缗等。

三  汉代的财税政策

汉初，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实行“郡守掌财”，在财政管理上形成了中

央和省级两级财政；汉武帝时期，实行屯垦戍边的军屯制度，促进边疆经济发展，增加了财税收入；汉宣帝时期还

加强财政赈灾，设立常平仓以救济饥民。

及至东汉时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田地、依附农民和奴婢，导致国家税源严重流失。

汉 带铭文的青铜椭形量

Han Dynasty
Bronze elliptic capacity measure 
with inscription

汉 青玉璧

Han Dynasty
Jade bi

西汉 五铢钱

Western Han Dynasty   
Wuzhu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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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盐铁会议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郡国推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到长安，询问民间疾苦。“贤

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质是“与民争利”，

因而力主罢盐铁、均输官等。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坚持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原则，认为兴盐铁、置均输，扩大了政府的

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济保证，同时，这些经济改革也有益于民生。会议后，“罢榷酤官”，部分地区

停止铁器官营，其它政策则不变。这次会议，历史上称为“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木雕

Debate on monopoly of salt and 
iron (woodcarving)

东汉 陶座摇钱树

Eastern Han Dynasty
Pottery-based mone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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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制与田赋的变革

1．曹魏的租调制   

东汉末年，曹魏政权建立适应战时需要的定额税制－租调制。租为田租，按田亩多少征税，调为户调，以户为

单位征收。其中户调为历史上首次颁布，取代了秦汉以来的算赋和口赋，从此与田租一起成为国家的正式赋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的战争状态，这一时期的财税具有明显的割据和战时性质，国家财政

捉襟见肘，只能通过提高税收和加重徭役来维持统治，税赋沉重。另一方面，部分统治集团对秦汉以来的财税政策

进行了积极的调整，如曹魏推行屯田制，西晋施行占田制，北魏实行均田制。在特定阶段和局部地区，财税制度的

调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部分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财税

西晋 越窑青瓷一组

Western Jin Dynasty
Celadon, Yue ware

场景 三国两晋南北朝展厅

Exhibition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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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魏的均田与租调制

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与租调制，按邻、里、党征收租调，分派徭役、兵役，把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必须

向国家缴纳租调。这一改革有效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促进了北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 佛教兴盛与寺院经济

佛教自东汉开始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而广泛传播。其时，全国有寺院数万座，僧尼

达数百万，纷纷建寺造塔，凿窟雕像。各地寺院还广占田宅和劳动力，形成了独特的寺院经济。佛教的兴盛，寺院

经济的发展，不仅耗费了国家的巨额钱财，而且使得税源严重流失，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影响。

2．西晋的占田与租调制

晋武帝废除屯田，颁行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占田就是把屯田土地（或无主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并规定每

人能占有的土地亩数，官员按品级高低限额占田及佃客人数；课田是按人头征收固定的田租；户调不按贫富只按户

征收户税。

西晋 越窑谷仓罐

Western Jin Dynasty
Granary-shaped jar, Yue ware

北魏 彩陶俑一组

Northern Wei Dynasty
Colored pottery figurines

南朝 青瓷莲花纹鸡首壶

Southern Dynasty
Celadon chicken-spout ewer with lotus pattern

南朝 青瓷莲瓣纹盏

Southern Dynasty
Celadon bowl with lotus-pe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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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赎身与长生库的出现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他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四

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国家财政以四亿钱将其赎回。有了大量资金的同泰

寺，不但能建造富丽堂皇的大殿，还能灵活运用手头资金，以钱生钱。

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收取衣物为主的动产作为抵押，向对方放债

的当铺便在梁朝首都的同泰寺诞生。当时的当铺叫长生库，取佛寺帮助

典当者克服困难、以求长生之意，是一种慈善事业。

西魏 大统十七年石刻佛造像

Western Wei Dynasty
Carved stone Buddha of the year 551

场景：长生库

Monastic pawnshop(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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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机构改革

为减少财政支出，隋文帝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从隋文帝开皇三年进行机构改革，至隋炀帝时期全国已精简机

构40%，全国仅存郡190个，县1255个，政府人员和行政经费也随之大量减少。

隋朝和唐朝前期经济富裕，国力充实是其财政最为显著的特征。安史之乱以后，经济由盛转衰，“两税法”取

代“租庸调制”是中国财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影响深远。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工商税收日益增加，并逐渐接近

田赋收入，成为唐中期以后国家财税收入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封建国家经历了从统一到逐步分裂的衰变过程，

反映在财税方面，就是财税制度从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并进一步导致分治局面。

第五部分  隋唐五代时期财税

“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 

为增加国家赋税收入，隋文帝推行“大索貌阅”与“输籍定样”。“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并登记姓名、出生

年月和相貌；“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输籍定样”是在“大索貌阅”基础上，制定

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发到州县，规定每年正月初五，由县令集合里正、乡长、党长按财产多少，划分户等，并作为

对每户征课的依据。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Grand Canal

版面展示 隋炀帝和大运河

唐代前期的财政政策

与国家统一及中央高度集权相适应，唐代前期实行中

央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个体制由中央、州、县三

级组成。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

税、纳税与输税的义务，没有制定税收政策及截留地方上

解税收的权力。

场景 驿站

Post house(scene)

唐代 五十两船型银锭

Tang Dynasty
Boat-shaped 50-tael sycee



48

基 本 陈 列 图 录
Catalog the basic display

古／代／财／税／史／陈／列

49

租庸调制                                          两税法

   田租：粟两石。    户税：居人之税

 身庸：绢60尺，代替服劳役20天。 地税：田亩之税

 户调：绢2丈，绵3两，或者布2丈5尺，麻3斤 户税和地税均按夏、秋两季征收，

征收对象   21岁至60男丁，每一丁男授田百亩为前提，   户等、田亩

财政管理原则   量入为出   量入为出

内容

唐 三彩茶具一套

Tang Dynasty
Tri-colored teaset

7．茶税的征收

唐时饮茶之风遍及全国，茶销量随之大增。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开

始征收茶税，在产茶州县商运要道设官抽税，税率为1/10。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征茶税。到唐后期，茶税已成

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唐武德二年（619）初定租庸调法。租庸调即田租、身庸和户调，是唐朝前期的主要赋税，以每一丁男授田百

亩为前提，“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庸调制比过去的租调力役制负担有所减轻，有利于农业

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由此拉开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盛唐气象。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藩镇割据，截留税源，使中央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公元780年，唐政府采纳杨炎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和各种杂税，

实行“两税法”

6．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级财政

唐代后期，由于藩镇割据，任意截留税款，使中央财政调

度不灵，于是，将地方所征收的赋税收入一分为三：一部分上交

中央政府，称上供；一部分送于节度使、观察使府，称送使或留

使；一部分留作本州用度，称留州。上供、送使、留州的财政制

度实质上是一种朝廷和地方分割赋税的制度。

唐 彩绘贴金武士俑

Tang Dynasty
Painted gilt figurine of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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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五代十国财税政策

五代十国是唐代中叶后藩镇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是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在财政政策上，继

续推行中唐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但由于群雄割据、相互征战，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两税法实施

的成效并不理想，各国用附加预征等手段增加岁入，从而导致杂派泛滥，农民负担加重。

唐—五代  石佛首

Tang Dynasty—Five Dynasties
Stone figurine of Buddha’s head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在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下，社会生产力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

活相对改善。但这种局面大约只维持了40年左右，从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晚年开始，经济和政治危机逐渐暴露。到宋

仁宗时期，国穷民贫、内忧外患的“积贫积弱”局面就完全形成了。

元代的赋役特点是南北各异。元代的赋税主要有税粮和差科两项。税粮南北不同，江南地区用南宋旧制，按亩

征收夏秋两税；江北地区则因户而异，缴丁税或地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

有户钞、包银。

第六部分   宋元时期财税

场景 宋元时期展厅

Exhibitio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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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宋代财政支出

1．沉重的官俸支出

两宋的冗官问题在我国古代史上比较突出，官吏数目多，机构重叠臃肿，办事效能低，冗官支费在两宋财政支

出中仅次于军费开支。

2．巨额军事开支

军费开支在宋朝财政中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在岁出总额中一般占半数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

至更多。

北宋 铜官印

Northern Song Dynasty
Copper official seal

金 陕西征行提控军马

仁字号铜印

Jin Dynasty
Copper official seal

二  宋元时期商业的发展和独特的财税制度

1．商税的发展

  宋朝商业十分发达，其繁盛程度也反映在商税种类

的增多和极大的货币流通量中，宋朝单是铜钱的铸造

量，就远远超过唐朝。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

朝面世。金银货币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大量使用。

南宋 金牌   

Southern Song Dynasty
Gold bullion

南宋 金铤

Southern Song Dynasty
Gold bullion

宋 淳化元宝佛像金币

Song Dynasty
Gold coin with Buddha design of Chunhua Period

宋 金叶子

Song Dynasty
Leaf-shaped gold currency

3．沉重的岁币负担

岁币极大地加重了宋朝的经济负担，宋朝每年的岁币支出，约占国家全年支出的十分之一，令原本已经捉襟见

肘的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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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转运使的出现——宋代财政的收付和转

运制度

北宋前期，地方的财赋首先集中到州郡，州

郡将所掌握的财赋收支、现存等财物帐籍，申报

给本路转运司，转运司再类聚申报朝廷三司。三

司根据有关条法，计算地方应留经费，视其余、

缺，与转运司及本州共同确定征调上京的数额和

在本路各州郡之间的调剂数量。

3．杂税：经制钱、总制钱

经制钱是北宋末年为筹措军费开征的各项杂税的总称，主要是通过增加征收茶、酒榷钱、卖槽钱、田宅牙税

钱、提取头子钱、楼店务房钱等取得。总制钱的性质与经制钱一样，都属于杂税，但税源与经制钱稍有不同。经总

制钱对百姓的搜刮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南宋 金锭

Southern Song Dynasty
Gold bullion

宋 银锭一组

Song Dynasty
Sycee

4．税收征管制度的新形式—商包法的出现

元代的赋税征收广泛采用名为“扑买”的商包制，即政府将某项税收向社会发包，商人通过竞争中标，并一次

性缴足所承诺的税款。中标者再以较高数额向纳税户征收税款，其差额即为承包商的利润。这种赋税征收方法省却

了税务征收人员，元代普遍推行，作为主要征税手段。

元 陶俑一组

Yuan Dynasty
Pottery figurines

元 至元十四年元宝

Yuan Dynasty
Sycee of the year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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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专卖制度的发展

商业贸易的发展，给国家带来各种

各样的税收，其中盐、酒、茶等与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给国家带来巨额财

富，成为国家专卖的对象，被严格地控

制，是政府稳定的经济来源。

宋 磁州窑白地黑花大梅瓶（仿制品）

Song Dynasty
Plum-blossom vase in black-and-white color, 
Cizhou ware  (replica)

宋 建窑茶盏一对

Song Dynasty
A pair of teacups, Jian ware

一  明代： 

1．土地的清丈和户口的登记—鱼鳞册和黄册

鱼鳞册是中国古代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明洪武二年（1369），在

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进入清代后渐废。明政府同时编造了黄册，即经过里、县、府和布政使司几级组织，对本辖

区民户情况层层登记造册，最后上报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它是政府征收赋役的根据。

第七部分  明清时期财税 

场景 明清时期展厅

Exhibi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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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良民治良民”的税收征管制度—粮长制

明代在各州县设置的由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始创于洪武四年（1371），每州县按征收粮额分为若干粮

区，区设粮长。最初粮长先在粮区内纳粮最多之大户中公推，后为政府指派，职权为率同里长丈量土地、编造鱼鳞

图册及黄册制度、劝导农民耕种生产、检举逃避税粮人户、呈报灾荒和蠲免事宜、揭发不法官吏和地方顽民等。有

的还兼掌听讼理狱之权。后粮长职权仅限于税粮的征解。一条鞭法推行后，粮长制已名存实亡。

明 万历年间鱼鳞册

Ming Dynasty
Land registration of the Wanli Period

明 嘉靖十四年禄米锭

Ming Dynasty
Sycee of the year 1535 (used to pay 
salari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3．一条鞭法的推行

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改革，开始向全国推广一条鞭法，其内容可概括为（一)赋役合并，将各州县赋税徭

役的种种项目统一编派，总为一项征收。(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地丁或

丁粮派役。把里甲(按户征派)、均徭(按丁征派)、杂泛(临时征派)，三种差役合并，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同时将

一部分差银摊入地亩。(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除国家必需的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折成银两缴纳，改民

收民解为官收官解，把银两全交官府，由政府开支，用于购粮或雇役等。一条鞭法的推行，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

的一次重大改革，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相对减弱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农民

的负担有所减轻。

明 大明宝钞

Paper note of the Ming Dynasty

明 万历年间鱼鳞册

Ming Dynasty
Land registration of the Wanli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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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代皇室支出

明代皇室支出的范围主要包括日常生活费、喜庆丧葬费，皇室成员的俸禄，服务宫廷的宦官、宫人的俸禄，营

建宫殿、陵园费用等。明王朝皇室支出数额多少难以准确统计，常年收支大概达四百数十万两。

明 犀角杯

Ming Dynasty
Rhinoceros horn cup

5．白银的大量使用

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顺差，大量白银进口到中国，加上官、私银矿的开采，银币成为流通最广泛的货币。

纸币因不能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而逐渐被淘汰。银币为主、铜币为辅的货币制度形成，对商业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文物：

（1）明代银锭

粮长锭

  银锭戳记铭文为“袁州府万载县粮长王梁朝送纳 嘉靖十四年分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 提调官知县许候 银匠辛光显”，意为江西袁

州府万载县嘉靖十四年（1535）上缴各府禄米银五十两正，由粮长王梁朝负责送缴，由提调官知县许候监督银匠辛光显打造。

  明代银锭种类繁杂，形制各异，早期主要有圆首束腰形，中晚期的主要形制是扁马蹄形，按重量分有五十两，二十两，十两、五

两等几种。存世量较大的是民间铸造的小锭，形制和铭文都不规范，诸如此件五十两官铸税锭存世数量极少。其中记载粮长王梁朝负

责送缴田赋的史实，是对明代设立粮长制度，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税粮事宜的生动注解和实物证明。

明 银锭一组

Ming Dynasty
Syc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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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代：

1．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需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

革，将人丁税摊入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

清  宣统元年收税票

清  康熙十七年易知由单

Qing Dynasty
Taxation document of the year 1678  Province

Qing Dynasty
Taxation document of the year 1909

清  陕西省赋役全书

Qing Dynasty
Taxation registrations of Shaanxi Province

2．上忙、下忙

清雍正十三年（1735），规定各地征收地丁钱粮，第一期在农历二月开征，到五月截止，称为上忙。第二期在

农历八月接着征收到十一月上，叫下忙。在上忙和下忙征收的地丁钱粮，称为忙银，开具的票证则称为忙票。

3．协饷

在京饷之外，朝廷用以调度天下财政的还有“协饷”，即从有余省分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分，此

谓之酌盈济虚。协饷制度是清代财政运行的中心环节，由中央政府饬令各省在省际之间协拔，分为定时定额的经常

性拨款和紧急的临时性拨款。

清  咸丰九年上忙  下忙执照

Qing Dynasty
Taxation document of the year 1859

清  嘉庆二十一年纳户执照

Qing Dynasty
Taxation document of the year 1816

清 王文韶奏折

Qing Dynasty
Wang Wenshao’s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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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封投柜

自封投柜制度是清代顺治皇帝为了防止不法官吏利用职权重复征税，损害百姓利益的营私舞弊行为，而在顺治

十六年（1659）开始实行的透明纳税办法。这种纳税办法取消了过去由书吏、衙役下乡催征的做法，改由乡间的里

甲组织催征，州县衙门则通过发布告示提醒花户按时完纳，最后由花户赴政府指定的柜仓投纳。

自封投柜是在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的大背景下相应出现的税收征管制度的变化，这种新的税收征管方式主要

用于征收正项赋粮，但也施行于地丁、南米等杂税。

场景 自封投柜

Self service tax payment(scene)

二  官俸与卖官鬻爵

1．耗羡归公和养廉银

“耗羡”，又名火耗，是明代地方官吏利用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赋税一律征银的机会，在征税之外大

肆附加碎银熔化成银锭上解时的折耗。雍正时，规定火耗附加率不超过征税的20%，并入正税，作为国家的财政收

入。同时将发给官员养廉银变成正式的制度，养廉银不出自国库，而从“耗羡”中拨出，对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标准

有明确规定。

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支发各官养廉银后，养廉银遂成为有清一代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

清 文官员补子

Qing Dynasty
Rank patch of a civil official g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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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皇室的巨额开支

1．皇室日常支出及祭祀、巡视等花费

清代皇室支出的内容与前代大致相同，除了常年固定的皇室生活开支和赏赐宴飨庆典支出外，不定期的修建行

宫、巡猎等活动所费极大。

清 缂丝地龙袍

Qing Dynasty
Dragon robe made by the tapestry 
method in fine silks and gold thread

清 粉彩万寿无疆大碗一对

Qing Dynasty
A pair of powder enamel bowls with inscription “longevity”

清 水晶喀拉沁郡王印章

Early Qing Dynasty
Crystal official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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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税与民生

1．文教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规范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终结于清。清代科举制度完全是明代科举的延续，基

本的考试规则、考试时间和八股文取士的方法几乎都一样，只是一些具体的细节和规则在清朝更为严密。清代两百

多年的历史中，用于维持官学和科举等文教事业的费用也占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随着八股文的弊病日益暴露，

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强烈，1905年9月2日，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废止施行了1300年之久科举制度。

清 龙纹盒八块套墨

Qing Dynasty
Eight inksticks contained in a box with dragon design

清 紫檀盒佛手诗文砚

Qing Dynasty
Buddha’s-hand-shaped inkstone contained 
in a red sandalwood box

清 漆盒《心经》宝墨

Qing Dynasty
Inscribed inkstick contained in a 
lacquer box

2．商业贸易的发展和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钱庄的产生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使用铜钱和白银逐渐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清中期产生了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票

号，其功能与近代银行相似。

清  大清宝钞

Paper note of the Q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with tael as its unit

清  户部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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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晚清时期财税

晚清时期因政治腐朽、列强入侵，国家财政主权不断丧失，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瓦解。随着列强

侵略的逐步加深，晚清财政日益呈现出半殖民地的特点。巨额的战争费用及战后赔款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

被迫加重赋税征收，用主权换取外债，最后带来更加深重的危机，财政经济濒于崩溃。

一  中央集权财政管理体制的逐步瓦解

晚清时期财政管理体制呈现以下特点：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逐步走向瓦解，财政自主权逐渐丧失，财

政收支逐渐失控；这一时期，也是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变，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向田赋、关税、盐税、厘金四大

收入并重转变的重要时期。

田赋、厘金和关税数额及占岁入比重表

                                                                             单位：千两

年份
岁入
总额

田赋 厘金 关税 其他

数额 占岁入% 数额 占岁入% 数额 占岁入% 数额 占岁入%

1885 78，276 30，213 38．6 13，980 17．9 14，717 18．8 19，366 24．7
1886 82，304 31，260 38．0 15，693 19．1 15，401 18．7 19，950 24．2
1887 85，787 31，187 36．4 16，747 19．6 20，889 24．3 16，964 19．5
1888 94，196 31，581 33．5 15，565 16．5 23，559 25．0 23，491 25．0
1889 86，187 30，587 35．5 14，931 17．4 22，192 25．7 18，477 21．4
1890 92，465 31，915 34．5 15，324 16．6 22，368 24．2 22，858 24．7
1891 95，394 31，816 33．4 16，327 17．1 23，915 25．1 23，336 24．4
1892 88，816 31，270 35．2 15，316 17．2 23，072 26．0 19，158 21．6
1893 88，670 31，535 35．6 14，007 15．8 22，361 25．2 20，767 23．4
1894 93，264 31，498 33．8 14，216 15．2 22，904 24．6 24，646 26．4

说明：在1886年以前，田赋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最高，超过厘金跟关税的总和。从1887年开始田赋所占比重下降，厘金跟关税的比重

开始超过田赋。

Amount of land tax, likin, tariff and their proportion in revenue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南

京条约》，《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严重破坏。

从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逐步丧失，战争赔款和军费支

出导致了晚清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Late Qing Dynasty
The Treaty of Nanking full of national betrayal and humiliation

晚清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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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的出现

咸丰三年（1853）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军饷，雷以諴在扬州设立税局向商贾劝捐，创立一种不分行业

一律按货价“百里捐一”（即一厘）的办法，称为“厘捐”。同年三月清政府批准这一办法，并向全国推广。厘金

的征收分活厘（即行厘）和板厘（即坐厘）两种，前者属通过税性质，后者属交易税性质。厘金原属地方为筹措军

饷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战事结束后，由于它已构成岁入的大宗，出于财政需要无法取消。直至1931年国民政府才

颁令裁撤厘金，以统税和营业税代之。

晚清 浙江通省厘捐总局护票

Late Qing Dynasty
Payment certificate of Zhejiang Provincial Likin Bureau

晚清 川省厘局十两银锭 晚清 邛州地丁十两银锭

Late Qing Dynasty
10-tael sycee of Sichuan Provincial Likin Bureau

Late Qing Dynasty
10-tael sycee of land and poll tax of Qiongzhou

晚清 两江总督部堂颁发的洋庄落地税照

Late Qing Dynasty
Payment certificate and traffic permit issued by the Office of Liangjiang Vice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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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债发行与外债开举

近代内债，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当时因中日战争爆发，军费所需甚巨，于是户部仿照外国办法向本国商

人发行内债，称为“息借商款”。据统计，此项息借商款总数为1102万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第二次发

行内债，名为“昭信股票”，总额1亿两，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做担保，分二十年偿还。宣统三年（1911）又发

行“爱国公债”，定额3000万元。这三次内债发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为募集军费，支付巨额对外赔款，清政府多次举借外债。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向列强举借了158笔外债，

外债总额高达18.75亿两白银。

■政府预决算制度

清朝财政体制仍维持上供、送使、留州制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户部下设

财政处审核中央和地方的预、决算报告，汇编国家预算。宣统二年（1910）拟定《预算册式及例言》，规定以

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二月底为一预算年度，度支部奏试办宣统三年预算，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编制的

预算计划。

  2005年2月，罗马尼亚总理访华时向温家宝总理赠送了1908年清政府通

过上海德华银行在德国发行的三张中国铁路债券，总理将其转赠中国财税博

物馆。这三张债券其中一张面值为100英镑，另两张为20英镑，逐年支付年

息5%，30年期（这张是20英镑）。债券以直隶省厘税每年120万两银、山东

省厘税每年160万两银、江宁厘金局每年90万两银、淮安关每年10万两银作

偿还之保证。

晚清 津浦铁路债券

Late Qing Dynasty
Tianjin-Pukou Railway Bond

  盐漕税收为国家财政大宗收入之来源，有清一朝，

特设盐漕总督，下设盐漕巡抚。此牌为光绪十八年所立

地方经营盐业之凭证。上有火烙印，性质类似于当今之

钢印。

晚清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图

Late Qing Dynasty
Temporary Boundary Map of Invading Nations in Beijing

晚清 光绪十八年巡抚盐漕部院两浙盐运使司官盐牌

Late Qing Dynasty
Salt franchise license issued by Salt Department Officers of 
East and West Zhejiang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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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沉重的财政支出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明显的变

化。除皇室和政府经常性支出外，其最重要的支出项目

为对外防御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所需的大量军事费用、

战事失败后需偿还的债务以及为“富国强兵”而支付的

洋务费等。

■抵御外侮、镇压农民起义与军费开支

由于晚清时期连绵不断的西方列强侵华战争和国内

农民起义，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其常年军费在财政支出中

的比重，长期保持在50％左右。据推算晚清时期用于战争

的费用支出约为10.5亿两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咸丰、

同治时期所耗。巨额军费支出，对晚清财政经济的破坏相

当严重。

■不平等条约及战争赔款

西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均以清政府的屈辱妥

协、战败求和、赔款求和而告终，清政府相继与列强签订

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历届政府实际

支付的赔款本息约为13.3548亿海关两。战争赔款成为清

政府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支出项目。如此沉重的财政负

担，对晚清财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晚清 光绪三十四年直隶工艺总局给发的护照

Late Qing Dynasty
Tax exemp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Zhili Provincial 
Arts & Crafts Bureau (1908)

晚清 宣统年滇蜀腾越铁路股票

Late Qing Dynasty
Yunnan-Sichuan-Tengyue railway shares of 
Xuant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洋务运动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对清王朝的统治造成严重的威胁。面对内忧外患，在一批封疆大吏倡

导下，清王朝以“强兵富国”为口号推行洋务运动，仿西洋，建厂矿，设武备，办学堂，史称“同光新政”。每年

用于洋务的费用浩大，被列为清后期的三大财政支出之一。

晚清 安徽裕皖官钱局光绪元宝壹圆

Late Qing Dynasty
One-yuan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Anhui Monetary Bureau 

晚清 领缴清摺

Late Qing Dynasty
Distribution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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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光绪九年江苏常州府金匮县孀妇华许氏捐献学田所立之碑。学田是指书院和州县官办学校所用的土地，由官府拨置或民间捐

献。书院和学校通过出租学田、收取租谷或租钱维持办学的各种开支。民间捐献学田是对政府教育经费支出的有力补充。

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

汉代政府用公家车马递送应举之人。清顺治八年作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予盘费。”后以“公车”

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屈辱的内容直接引发了“公车上书”运动，其代表人物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

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自救图强改革方案。

1898年6月11日（旧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实行变法，下达诏令中包含了改革

财政、编制国家财政预算的内容。

晚清 执贴碑

Late Qing Dynasty
Land donation and tax exemption stele

场景：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

Late Qing Dynasty
Joint Pet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to the 
Emperor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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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北洋政府时期财税

北洋政府时期，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增大和控制的加强，军阀间的混战和对人民的掠夺，国民经济遭到了

严重破坏。反映在财政上就是财源枯竭，财政面临崩溃的局面。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北洋政府对外不惜以国家主权

来换取巨额借款，对内则是苛捐杂税层出不穷。

一  北洋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

北洋政府初期实行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分别编制预算。地方政府没有财政管理权，不设财政机构，

其财政收支及管理由财政部派驻各省财政厅负责。国家主要税收归中央管理，由直隶于财政部的各省国税厅筹备处

负责国税征管。后来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为维持地方财政，不得不截留原属中央的国税收入，导致中央财政收

入严重不足。财政部于是在1914年取消国地收支划分，恢复统收统支体制，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实施中断。

      

民国 福建国税厅筹备处卖契纸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itle deed issued by Preparatory Office of Fuji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State Taxation

二  举债度日的北洋政府财政

北洋政府时期，当财源枯竭、财政

收入无法满足其巨额支出时，维持其政

权唯一办法就是借债度日。北洋政府举

债的方法有二：一是举借外债，二是发

行内债。

民国 民国元年伍佰元公债票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Five-hundred-yuan government bond of Republic of China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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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洋政府的税收

北洋政府在保留清政府全部税捐的同时，一方面增设印花税、烟酒牌照税、验契税、契税加征、车税加征、厘

金加征、牲畜及屠宰税加征等税种；另一方面任意征敛附加税，附加税往往超过正税数倍，以致当时有人戏称：民

国万“税”，天下太“贫”。

■始征印花税

印花税是以商事、产权等行为所书立或使用的凭证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税。1624年创行于荷兰，清政府曾于两

次颁令试办印花税。1912年10月21日北洋政府公布《印花税法》，次年在各省相继实施，并委托海关监督，由中国

银行、邮政局、电报局、商会等分别发售。印花税设立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民国 伪满洲帝国康德二年贴印花的结婚证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arriage certificate with tax stamp of Manchukuo (1935)

第三单元  国民政府时期财税

国民政府时期以抗日战争为界划分为三个时期。战前，政局相对平稳，财税管理机构、制度逐步得到了建立和

健全，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得到较好的落实。这一时期的财税具有规范化和现代化的特征，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财税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对策，体现了显著的战时财

税特征。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穷兵黩武致使军费猛增，滥发纸币、苛捐杂税导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财政也走向

了崩溃。

场景：孙中山铜像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ronze statue of Sun Yat-sen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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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税整理(1927—1937)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确立，财税管理体制趋于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的法制化程度得到加强。收回关税

自主权，扩大了税源；裁汰厘金、创办统税、改革盐税等举措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工农

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法币政策的实行则标志着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初步确立。

■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划分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将财政收入分为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两部分，

并具体划分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收入来源，标志着中国分级预算管理体制的真正确立。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财政

收支系统法》，确立了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收支体系，后因抗战爆发未实施。

  背景是奉化县田赋经征处牌照，

外面两个税务人员在张贴《会计法》

布告。

  1931年1月1日正式颁令废除厘金，为

弥补裁厘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政府陆续

开征各类统税。裁撤厘金为建立全国统一

市场，促进商品流通和工商实业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

民国 统税章则汇编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tatute Book of Consolidated Tax Regulations

民国 三级财政收支体系的确立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Establishment of three-leve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ystem

■两次币制改革

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发

行一圆银元，俗称“袁大头”。北洋政府本打算乘势

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后因多方反对，未果。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制。1934年6

月美国实施《购银法案》，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导致

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动摇了银本位制的基础。国民

政府为谋求币值稳定摆脱财政经济危机，采纳英国财

政专家李滋罗斯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

政策。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

公告，宣布从11月4日起实行法币政策。解放战争时

期国民政府为弥补内战引起的财政亏空，大量发行纸

币导致通货膨胀。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

1．1927—1936年关、盐、统三税增长表       （单位：千元）

年度 关税 盐税 统税 合计

1927 107162 119638 4102 230902

1928 128274 137045 21158 286477

1929 238109 148366 45375 431850

1930 281406 147207 62537 491105

1931 385500 157145 79663 622308

1932 311975 157732 90558 560265

1933 339524 160693 100839 601056

1934 334645 177461 116079 628185

1935 315520 185416 118974 619910

1936 324633 217811 161579 704023

2．1929－1930，1933－1937年军务费、债务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支出总额 其中包括

年   份
单位：百万元

军务费支出 债务费支出

百万元 百分比 百万元 百分比

1929—1930 643．2 256．3 40．4 206．8 32．6

 1933—1934 704．9 276．6 42．1 246．8 35．0

 1935—1936 957．1 321．0 33．5 274．8 28．7

1936－1937 1334．9 547．1 41．0 309．3 23．1

战前十年的财政开支，主要用于对付内乱与日本侵略的军事费用及对外的债务费用，两者总计占2/3左右。

民国 法币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KMT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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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障战时需要的抗战时期财

税（1937—1945）                                                          

日寇入侵，沿海等发达地区相继

沦陷，占财政收入95%的关、盐、统三

税锐减。全民抗战，军费猛增，财政支

出达到战前的几倍甚至几十倍。面对

严峻局势，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应

急财税措施：如改革盐税、实行专卖、

改征统税、开征直接税及中央接管田赋

并征实等，同时积极争取外援、举借外

债，并通过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财政支

绌，这些财政措施为取得抗战胜利提供

了经济保障。

民国 1938年财政部浙江税务管理局第一届业务会议全体同仁合影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Group photo of the first taxation conference of Zhejiang Taxation Bureau under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1938)

民国 浙江省永嘉直接税局全体职员合影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Group photo of Yongjia Direct Tax Bureau staff, Zhejiang Province

民国 湖北省抗战抚民粮食公债

民国 1943年赣县县政府征收自治户捐缴捐证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ggression-resisting and people-comforting grain bond 
of Hubei Province 

民国 1937年伍元救国公债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Five-yuan National Salvation Bond (1937)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ayment certificate of autonomous household tax of 
Ganxian County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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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战期间的国民政府财政（1946—1949）

为应付全面内战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尽管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并大量举借外债争取外援，国民政府依然无法维

持财政收支平衡出现巨大财政赤字。在金融币制上，由于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法币、金圆券先后严重贬值。

民国 金圆券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KMT government 

民国 新疆省银行发行六十亿元纸钞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ix-billion paper currency issued by Xinjiang Provincial Bank

第四单元  根据地财税

根据地财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使命和形势变化，在“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指导下，及时调整财税管理体制，建立起与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需要相适应的财

税制度，从而使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并为新中国财政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一  土地革命时期的财税

土地革命时期，财政收入主要靠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在财政管理上各自为政、自收自支。中华苏维埃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建立了财政收支预决算制度，并对税收制度和实施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财税制度的建立和健

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巩固了红色政权。

场景：邓子恢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办公室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eng Zihui in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the Temporary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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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Red Army’s temporary grain-borrowing 
certificate of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民国 苏区征粮券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Grain coupon of Soviet Area

 二  抗战时期的财税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御外

侮。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

政开支，主要来自国民政府拨发的抗日经费和国内

外爱国人士给予的财力物力的援助。战争进入相持

阶段，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

地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克服财政困

难的举措，如精兵简政、减租减息、整顿财政、改

革税收，并掀起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

产运动。

民国 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局《税收制度》

民国 太行区农业所得税暂行办法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terim Regula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Tax of Taihang Region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axation System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Bureau of Shanxi-
Chahar-Shandong-Henan Bor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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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放战争时期财税

保障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军需供给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解放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首要任务。在解放区，党中央

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需要；同时改进公粮税收工作，扩大征收面，降低累进税率，调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随着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统一，财政体制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但就全国范围来说，财政管理

基本上处于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状况。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 10月10日颁布实施。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指导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文献。全文共16条，其核心内容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

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

的实施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的源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场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utline of Chinese Land Law (scene)

大规模支前运动

大规模兵团作战需要大量的兵民和物资供应，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献财献物支援前线，并自发组织民工、担

架队、运输队等为前线服务。

场景：支前运动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Movement of Supporting the Battle Front (scene)



中
国
当
代
财
税
历
史
陈
列



98

基 本 陈 列 图 录
Catalog the basic display

99

中／国／当／代／财／税／历／史／陈／列

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沿革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财税（1949.10.1－1978）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逐步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并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财税运行机制。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财税运行机制进行了多次重大调

整。它保证了国家职能的发挥，促进了新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在国民经

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营经济。

但这一时期，财税运行机制的运行和调整，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

多，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艰难曲折的过程，不可能没有挫折、失败与反

复。这一时期财税的调整与变革，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实践中的反复探索。

（一）新中国财税的建立及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的财税

1．新中国财税的建立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成立，

薄一波为第一任财政部部长。各省、市和地方

人民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财政机构，形成了完

善的财政管理体系。

薄一波批示文件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ocuments with instructions made by Bo Yibo

李予昂批示文件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ocuments with instructions made by Li Y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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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中国的关税制度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成立中国海关总署。1951年5月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颁布实施，这标

志着新中国海关独立自主的开始。

1950年海关总预算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ustom budget in 1950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财税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央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时期国家财政

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建设资金，以支持工业化和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场景：上海全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onference of Shanghai private enterprises applying for state-private joint operations

公私合营浙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hares of Zhejiang limited company with state-private joint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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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跃进”时期财税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财政出现了“假结余、真赤字”的现象。1957年财政收入为310.19亿元，

到1960年财政收入达到572.29亿元，三年间财政收入增长85.7％，财政收支相抵，三年结余25.18亿元，而到1961

年财政收入锐减到356.06亿元，财政支出为367.02亿元，赤字为10.96亿元。

（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财税

改进财政管理体制，集中财权、财力为经济调整服务。整顿和加强财务会计工作，严格经济核算，增收节支、

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1958年进行了税制改革。

场景：毛主席、刘少奇、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hairman Mao, Liu Shaoqi and Chen Yun at the Seven-thousand Cadres' Conference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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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大革命”时期财税

“文革”时期我国财政税收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这十年，财政税收在困境中支撑着各方面的建设与社会事业

的发展。

二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财税（1978－1994）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经

济体制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财税工作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财政体制上，突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

收统支的供给型管理模式，不同时期先后实施了“增收分成，收支挂钩”“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

定收支，分级包干”“递增包干上缴”试行“分税制”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税制建设上，改变了传统体制下税

种单一、税制过分简化的状况，初步建立了一个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征收的复合税制体系。这一时期的税制改

革，构建了我国涉外税收体系的基本框架。利改税后，确立了税收在财政收入机制中的主体地位。

场景：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eng Xiaoping at the tim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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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互动演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demonstration

三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财税（1994－2006）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财税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资源

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1994年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一次在中

国财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是适应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一次重要变革，标志着我国

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分

税制财政体制。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制框架，强化了税收的聚财功能和宏观

调控功能，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二）“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

 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的财政体制，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没有明确规

定，而是由各省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其中的一种模式。所谓“省管县”，就是在财

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市）财政和市

（地）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省管县”，作为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加强了推动县域经济向内寻求发展

的动力，促成了内生性民营经济的生长和繁荣，也带动了县和县以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浙江是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成

功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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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头条新闻《浙江财政改革：“四两拨千斤”》 的报道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Zhejiang Financial Reforms: the Light One Can Move the Heavy (headline news of Guangming Daily on October 23r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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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

1997年7月，一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也受到波及。为应对此次危机和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矛

盾，走出中国经济周期的低谷，1998年初中国政府决定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

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是指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增加财政支出，加大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出口，通过改革

克服制约有效需求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四）转变财政职能，构建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框架

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及2002年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我国已初步建成了适合市场经济运行机

制的公共财政框架；而起始于1998年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奠定了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基础。当前各项财税改革措

施的稳步实施，如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政府采购

制度改革、税费改革等，都使我国的财政制度朝着公共化方向迈出了较大的步伐。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

共财政体制，是中国财税发展的主旋律。

（五）顺时应势，实行稳健财政政策

1998年到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化解国民经济运行周期低迷阶段的种种压

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客观需要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

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

“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挥得更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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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与财务管理

会计发展史可按会计发展的特征分为古代会计发展史、近代会计发展史和现代会计发展史三大进程。

企业会计管理主要通过对会计法规的执行和宣传、建章立制、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加强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

队伍建设、发展会计电算化事业等措施，以确保会计信息质量，使会计工作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职能作用。

古代算具——算筹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ounting tallies — a kind of ancient counting tools

当代算具——手摇计算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and calculator — a kind of contemporary count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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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债与以工代赈

一  公债

公债是国家依据信用原则，以还本付息为条件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方式。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的国内公

债，是1898年清王朝发行的“昭信股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各根据地人民政府也先后发行了数十

种公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陆续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

券、国家建设债券、财政债券、保值公债、特种国债、特种定向债券、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等数十种公债。

二  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将救济与建设结合起来，救济对象通过参加社会公共工程的建设而获得赈济物资。“以工代

赈”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我国古代以工代赈主要用于灾后的工程修复建设，主

要是水利工程建设。1984年我国在计委系统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以工代赈工作，使我国的以工代赈走向了规

范化、长期化。以工代赈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落后面貌，是我国财政的有效工具

之一。

国家公债债券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National bond

以工代赈票券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ork relief 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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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的票证

商品实行票证供应，是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是短缺经济的表现。最早实行票证供应的是粮食。从粮食

购买需要票证开始，其他商品购买也使用票证。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各地的商品票证通

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针对工业品，国家还发放了工业券。到商店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需要交一定

数量的工业券。

1983年国务院发出（1983）177号文件，提出布票退出市场，棉布敞开供应。之后，许多票证相继停止使用。

直到1993年粮食价格放开，粮票不再流通，在全国实行了四十年的各种票证，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

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类票证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oupon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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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与农村税费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在支持我国工业现代化和城市

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

村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

同时在农村实行乡镇财政制度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并宣布于2006年1月1日起免征农业税。至此，中国农民结束了

长达四千多年交纳“皇粮国税”的使命。

乡级财政的建立

1985年，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在乡镇建立一级财政和相应预决算的指示精神，颁发了《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

法》，乡级财政正式确立。但由于乡镇规模太小，管理成本过高，从2000年起又推行“乡财县管”模式。此后，许

多规模小、经济落后的乡镇财政在“乡财县管”改革中消亡。

乡镇财政与农村税费改革

三农问题与农村税费改革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民收入和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是

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七成。三农问题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努力减

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中国“十一五”规划时期和今年农业及农

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质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

法。其目的是把那些乱征、乱摊、乱派的东西规范成税，改革农业税制度，依法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

益关系，将农村的分配制度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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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农业税 ，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农村

农业税作为财政支撑，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 第三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主导经

济，而第一产业即农业税收退居次要位置。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

定，2004年，我国部分地方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12月29日全国大人常委会通过了从2006

年1月1日起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的决定。随即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46号主席令，公布此项决定。四千多年来

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从此终止。

奉化县土地承包使用证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and contract certificate of Fenghua County

劳动公分登记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orkpoints registration book

1960年“一年早知道”报表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Production target form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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