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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支持农村产业兴旺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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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产业兴
旺”在乡村振兴五大目标中居于首位,既能够为实现乡村繁荣、农民富裕提供物质条件,也可以在产业发
展进程中促进其他目标的协同推进,应当是政策支持的重点方向。我国的财税政策在农村产业领域承担
着多方面的公共职能,为有效破除农村产业兴旺面临的各类约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新时期社会经济
宏观背景下,仍需进一步巩固完善政策思路,以推动支持质效实现关键瓶颈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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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Supporting Rural Industry
Prosperity
Siyu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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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major decision and plan made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Listed in the first place of its 5 overall goals, thriving businesses is able to provid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ural areas and rural people, as well to promote other goals cooperativel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thus requires major support of policy. China’s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undertakes multiple public functions in rural businesse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moving factors
hindering its development. Yet und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policy thinking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and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breakthrough of key bottlenecks in support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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