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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财政理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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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财政理论研究，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成立专门

机构，组织财政理论研究，而且不少党的领导人亲自进行了财政理论研究工作，初步形

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财政理论体系，不仅为各个时期党提出财政

政策，进行财政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新中国财政工作做好了理论与人才

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财政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

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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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财政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要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卡

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问题[1]。实际在中国共产党
建立前，各地共产党小组就十分重视马克思理论与

中国实际的研究工作。如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

研究。该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就是李大

钊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专题报告[2]。当时的会员中
就有北京大学财政学教授陈启修，他不仅是中国最

早的《资本论》译者，还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型财

政学教科书，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财

政学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谭平山等

很多早期共产党人都对财政问题有一定研究，结合

中国实际，提出了基于反帝反封建目标的财政思

想。1922年 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前，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这在后来被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

张”[1]。这份宣言向全国人民指出军阀不打倒，想让
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的财政秩序、不

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不横征

暴敛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对当时希望用西方财政理

论引进西方财政制度进行财政改良的一个明确回

应。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财政主张，

要求对外取消列强治外特权，改正协定关税，对内

消灭军阀，没收其财产。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征税，

通过法律限制租课率，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各机关刊物上积极宣传介

绍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和苏联财政实践情况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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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创办了《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学艺》《太平

洋》《政衡》等刊物组织财经问题研究。其中，包括了

财政历史、现状及国外财税学说等多方面的内容。

如《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曾刊登《近代租税之趋势

与中国租税》《现代租税问题》等；《学艺》曾刊登《亚

丹斯密之租稅四大原則》等；《太平洋》曾刊登《中国

租税史略》等。

这一时期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进工厂、深入

农村，领导工农运动，不仅组织了抗租抗税运动，还

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中国共

产党人在运动中，也对中国各地情况进行了广泛调

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

民运动调查报告》，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恽

代英的《中国财政状况述评》等。这些基于马克思主

义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报告，里面都包含

了财政问题，不仅让大家对中国实际有了更清楚的理

解，也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的中国化。

1923年 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

党，实现国共合作。国共合作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

阶段的一些财政主张也体现在了国民党第一次和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

二、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在根据地实践

中初步形成

1927年 4月 12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血腥屠杀，

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坚定站起来继续奋斗。1927年 4月 27日至 5月
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

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目标。1927年 11月，中国共
产党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土

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提出要废除军阀政府的

一切赋税制度，建立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

制，而且税收的一部分要用作公费，实施改良水利

扩大灌溉源流等工程。废除租田押田制度，由农民

代表会议（苏维埃）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3]。
1928年 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对此前的财政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帝国主

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

的管理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

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

品便可以排斥国货。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是军事

封建式的赋役。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

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兵代

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

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国家要帮助经济发展[3]。
党的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开展游击战

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1931年 11月 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思

想直接体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

则》等法律上，并得到了深入的实践。1932年 8月
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第 22次会议
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要求财政部在必要时

可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研究各种专门问题，并可

聘请专门人才为委员[4]。
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作的报告中，对根据地的财政实践进行了系统总

结，提出苏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

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苏区税收的基本原则是采取统

一的累进税制，苏区财政支出坚持节省原则，苏区

财政政策要极力改良人民的生活，帮助人们发展生

产。这一论述通过苏区的财政实践，将马克思主义

财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建构了中国共产

党财政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经济学者还

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

经济情报社等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财经

问题研究，并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为窗口

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财经思想、探讨中

国经济结构的性质、批判国统区的财经政策[5]。这些
研究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财经学说与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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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也为党培养了大量财经科研人才。骆耕

漠、徐雪寒、薛暮桥、朱楚辛、张锡昌等后来都发展成

为党在财经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和研究专家。如朱楚辛

曾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一批同信

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学者相区别的，信仰马

克思主义的财经学者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

后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的发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财政理论探索和建设

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要学习经

济，重视经济工作。1941年 8月 1日，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在党政军高级部门设

置调查研究机关的要求[6]。从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到
各根据地党政部门都设立了研究机构，毛泽东亲自

兼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主任。财经问题是各研究

机构研究的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次会议

1942年 12月通过《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
政策研究室要研究农业建设问题、农业累进税问

题、减租减息问题等[7]。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也设
有研究室，陈如龙曾担任研究室主任。陈如龙在解

放后担任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由毛

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机构的成立，对推

动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毛泽东就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展开了密集的调

研工作，他通过座谈会和书信方式，与林伯渠、谢觉

哉、李富春、南汉宸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在写给

谢觉哉的信中强调要深入探索财政问题的“规律性

或决定点”[8]，在给南汉宸的信中提出要使广大干部
看了能“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8]。经过
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毛泽东在 1942年 12月召开的
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

告，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参会同志也进行了深入的

讨论。毛泽东在报告最后指出，原计划还要专门讲税

收和节约的问题，但是由于高干会闭幕，没有时间写

了，只好暂付阙如，也给我们留下永远的遗憾。

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将中国共

产党前一阶段的财政工作做了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财政思想最系统的一次理论阐

述。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决定财

政，财政影响经济的原理，强调要从切切实实的有

效的经济发展上去解决财政问题。在财政收入方

面，毛泽东强调要兼顾人民的困难，控制赋税的限

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并通过发展公营经济和

大生产运动，加大自给能力，求之于己，从而减轻人

民负担，以休养民力。在支出方面，毛泽东提出“精

兵简政”。通过精兵简政，一举达到精简、统一、效

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重视人民的

利益，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财政思想。毛泽东强调“一

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

利”。他指出财政工作第一位是“予”，第二位才是

“取”。他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

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

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

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

们的物质福利”[9]。毛泽东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
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

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10]”
1944年 3月 6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这是

陈云以主要精力从事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始[11]。
陈云第一次提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政思想。他

指出力量要集中，不要分散，集中才能救急，要考虑

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他还提出了财政工作的方

针：“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

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12]。这一时
期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等不少

领导人都对财经问题进行了研究，为党的财政理论

建设做出了贡献。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

想。新民主主义财政理论建设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构

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 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
主主义论》，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

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提出“并不没收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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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

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

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到：“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

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

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

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

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

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

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

型的。”他强调“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

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13]。这些思想
对解放前后财政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为新中国财政工作做理论与人才的

准备

1945年 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在给全会做政治报告

时就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财政思想指导下的财

政工作进行了对比。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

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为什么却造成大部分国

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各阶层的人民生活痛

苦达于极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处在

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遭受敌人烧杀

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像陕北这样贫瘠的

区域，为什么却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

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很好解决了粮食问题，

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通过与国民党

政策的对比，总结了边区治理经验，回应了人民要

求建立救济基金、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

税、减租减息、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制止无限

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扶助民间工

业、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大众文化教育等呼声，描绘

了发展工业，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普及教育扫除

文盲，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的目标。提出要让

公私共同发展，调节劳资关系等主张。

1945年 5月 5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期
间，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也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协调劳资之原

则，改善劳工生活”“改善国民生计”等构想，但却没

有切实的办法去实行，重点放在布置战后的内战，

提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

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

共产党，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14]”
在不同的财政思想指导下，国统区和根据地社

会经济发展在抗战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

国民党政府把接收办成了“劫收”，一些接收大员成

为“劫收专员”，不仅大量贪污接收物资，还肆无忌

惮地以没收逆产为名掠夺民财，甚至为了劫掠而相

互争斗。当时有所谓“五子登科”之说，“五子”即房

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蒋介石在日记里

写到：“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

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

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

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

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淤国民政府通过接收抢
夺了大批胜利果实，却带来了社会生产急剧萎缩、

社会矛盾快速激化，财政收入锐减的恶果，严重动

摇了其统治基础。而此时的解放区，由于执行正确

的经济政策，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美国记者

走访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张家口市，不仅旧的商号纷

纷复业，而且有新的商号开张，商行达 2700多家，
比战前增加了 30多家。美国记者宝丁在访问张家
口后说：“张市为八路军解放后，虽只两个月，而社

会秩序已很安定，……许多工厂都很快地复工了，

真引起我的钦佩”。美国记者博乐在根据地进行了

五个月的采访，观察到“私人生产企业不但存在，而

且受到政府的鼓励”，“外来的中外资金极为解放区

所欢迎”，“除对敌伪的产业外，并无没收任何财产

的企图”。博乐写道“在解放区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

也很热心。我和许多商人、地主、制造商谈天，发觉
淤《蒋介石日记》1948年 1月 16日，6月 8日，转引自杨天石《反贪：
蒋介石的严刑与空言》，《同舟共进》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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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热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共产党人虽然坦白地以

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但同时，他们也给地主和制

造商以利益”[15]。解放区的人民欢唱着：“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

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也使国共两党的实

力对比、民心向背很快发生了逆转。

1947年春，在即将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时候，
中共中央开始部署统一解放区财经工作。1947年 3
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华东、陕甘

宁、晋绥、晋冀鲁豫各大解放区的代表齐聚晋冀鲁

豫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邯郸市，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统一管理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史称“华北财

经会议”。为了充分研究问题和统一思想，会议开了

近三个月，最终统一了认识，形成了《华北财经会议

决议》。《华北财经会议决议》提出成立统一的财经

管理机构，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逐渐实现各解放区

财经工作的统一。1948年 5月，又在石家庄召开了
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两次财经会议的召开，为解放

区统一财经工作统一了思想，做好了理论和政策的

准备，指明了财经工作的发展方向，意义重大。华北

财经会议之后不久，中央就开始着手组建华北财经

办事处。其后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财经

办事处又一分为二，一部分组建了中央财政经济

部，一部分另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1949年，中央
又以原中央财经部和华北财委为基础组建了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

任。这些机构除了负责领导全国财经统一工作外，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当时的财经问题进行研

究，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室的负责人王学文、

黄松龄都是当时有名的财经学者。与此同时，中共

中央还创建了华北财经学院，加快了财经干部

培养。

解放战争后期，党的财政工作的重心已经开始

由过去从农村为主开始转向以城市为主，由保障革

命战争转向经济恢复和建设。党中央为了适应这种

转变的需要，也开始了密集的调研和理论研究。这

些研究在 1949年 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
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提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已经是

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指出“这是一

切工作的重点所在”[16]。为了更好阐述和落实这些思
想，许多党的领导人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

章。可以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理

论、机构和干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即

将展开的新中国财政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财

政理论探索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

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理

论探索中逐步构建了与西方财政理论和苏联社会

主义财政理论完全不同的财政理论框架。这是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工农运动、土地革

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断探索的结晶，是与

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丰富和发展。

（二）为根据地财经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从创党伊始就十分重视财政理论

探索，党的早期领导人很多都对财政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这也使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时期总能提

出正确的财政政策，并不断就财政实践中的正确做

法进行理论提升，进行经验的推广，而且对财政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切实的解决现实中

的问题。这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把财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

论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财政理

论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

论建设提供了已经比较成熟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的

理论框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使得我们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基础理论建设中有了突破

苏联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底气和基石，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广泛借鉴域外财政理论的成

27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1年第 8期

果，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构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

体系。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财政

理论的经验、勇气和自信也为我们今天进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

养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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