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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改革与财政可持续

赵早早

【摘要】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财政风险上升，个别国家还爆发了主

权债务危机。这使得各国普遍认识到一个国家拥有严格且有效的财政纪律的重

要性，尤其是强有力的财经纪律对稳定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澳大利亚经济与财政表现稳健，受到广泛关注。这种稳健性与澳大利亚自 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来一直推动的财政预算改革密不可分，更是 １９９８年 《财政预算诚

信章程》颁布实施后，在新的财政规则约束下积极实施中期财政框架的直接结

果。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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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造成了不同

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走势下行的当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都在绞尽脑汁寻找维持财政可持续的良策。然而，在这次危机

中，仍有一些国家受挫不大，在经历了短时间的低迷后迅速回升，这其中就有

澳大利亚。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政府一般性债务

占 ＧＤＰ的比重，即债务负担率，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的五年间均保持在３３％以

下的合理区间。五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比重最高值出现在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为 ３４４％，而同期美国该比重为 １０４１％，英国为 １０７％，日本为

２２７２％，法国为 １１３％，ＯＥＣＤ国家总体债务率也已经达到 １１０３％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澳大利亚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从长期看其财政可持续也比较

４

◆专栏

 赵早早，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感谢评审人的意见。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好。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能够维持财政可持续和经济良性

发展？财政预算制度对于维护这样的财政可持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中国

的启示是什么？这些均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关于澳大利亚财政预算改革的研究非常多，尤其在绩效预算改革方面，早

已引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公共预算研究者的长期关

注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这些研究已经观察到，澳大利亚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的财政预算改革，对维持债务规模的合理，确保财政状况的稳定起到积极

的作用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ＤｅＬａｒｏｓｉèｒｅ，２００６）。还有研究指出澳大利亚

适时建立规则导向性的中期预算框架，新规则下所形成的财政政策以避免结构

性失衡为主要目标，更注重缓解经济周期及其对预算的影响，尽可能地避免或

减少财政政策顺周期性情况的发生，使其能够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将

中期预算框架与绩效预算、预算透明度改革等密切地结合起来 （ＤｅＬａｒｏｓｉèｒｅ，

２００６）。这些制度都为澳大利亚财政免遭债务危机重创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将

从澳大利亚财政预算改革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视角出发，主要对澳大利亚经济

与财政中期框架内容及其实施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文末为中国今后的预算

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预算改革历程与财政治理绩效

澳大利亚１９０１年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政治体制为联邦制，法律体系遵从英

美法系，拥有成文宪法。经过不断改革与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分工较为明确，财政体制与政府间财政关系也在较为合理

和稳定的制度框架下运行。不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制

度，仍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展现

出各期的独特之处。为了应对不同时期内外部因素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每届政府都采取不同的战略，但是贯穿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至今的一项改革就是财

政预算领域的改革，其目标均是为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赤字，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降低政府债务规模，实现财政盈余。尤其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所推行的强化财政规则的中期财政框架，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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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为应对２００８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一）预算改革前二十年 （１９７６—１９９６年）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初，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出现一次高潮。原因有

二：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各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二是因为澳

大利亚在国际贸易、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政策引导，刺激了国

内外市场的发展。这个时期，澳大利亚财政状况良好 （黄海波等，２０１１）。从图

１可以看出，７０年代初至中期，澳大利亚的净债务规模一直很小甚至资产一度

大于债务总规模。然而，进入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繁荣时

期所掩藏的危机集中爆发为全球性通货膨胀，这也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的经济

发展和财政安全。与当时大多数国家一样，澳大利亚政府在经济发展进入低谷

且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时候，选择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并且伴随实行以增加社

会福利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增速迅速减少，而财政支出规模却在

不断扩大，７０年代以后的政府预算赤字规模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联

邦政府债务规模在也在不断增加。１９７８—１９７９财政年度中，联邦政府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之前１９７７—１９７８财年的２８％跃增到４２％ （图１）。

图１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净债务 （１９７０—２０１６年）和债务总额 （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占 ＧＤＰ比重

注：按照澳大利亚政府 《经济与财政中期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中的定义，净债务 （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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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ｂｔ）是指在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所持有的部分负债或偿付责任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包括存款、有价证券、公债、借款）总额减去被选定的资产 （ａｓｓｅｔｓ，以现金和

储蓄形式存在的预付款、投资、贷款和存款等）总额之后的最终所得。其中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个年度的数据是估算数，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两个年度的数据为计划目

标数。其中联邦政府净债务数据来源于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ｔａｂｌｅＤ４）；联邦政

府债务总额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３）发布的 Ｔｏｔａｌ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ｂｔ％

ｏｆＧＤＰ。

资料来源：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３）。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伴随澳大利亚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攀

升，给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联邦政府财政造成很大

的压力。于是，澳大利亚政府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着手推进大规模的经济改革与

财政改革。１９７５—１９８３年间，弗雷泽 （Ｆｒａｓｅｒ）主政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时期，

针对财政预算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抗击通货

膨胀，具体措施包括强力推行自上而下的总额控制、实施公共支出的追回和全

面削减计划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并且通过减少预算支出，甚至保持预算

零增长的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 （黄海波等，２０１１）。弗雷泽政府还推动了一次重

要的机构改革，１９７６年明确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中的经济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

的职责与分工，经济委员会就是后来的国库部门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预算委员会就是后来的财政部门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经过弗雷泽政府

的艰苦努力，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从 １９８０年的 ８０２７％，

下降到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度的６０２８％ （ＯＥＣＤ，２０１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 ９０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经历了霍克工党政府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１年）和基廷政府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这两届政府都在为降低通货膨胀，减

少政府债务和预算赤字而不懈努力。１９８４年，霍克工党政府颁布了两个重要文

件：《澳大利亚公共服务改革法案》 （目前已不再适用）和 《预算改革》。这两

份文件为提高公共部门服务水平、效率和效果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

《预算改革》强调更谨慎地确定预算偏好、项目的目标、科学地创立并使用衡量

绩效的技术标准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这两份文件，为澳大利亚后来全面

推动绩效预算改革，减少公共部门支出，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基廷政府主政时期也一直推动预算改革，强调限制支出增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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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与明确的绩效目标紧密匹配，强调管理者必须重视管理，在中期框架内分

配资源，强调预算的控制性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然而，由于基廷政府在

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的同时，采用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并未得到

有效控制，甚至增长很快。到了基廷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即 １９９６年，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债务总规模和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均达到历史最高，分别为

１９１３％和１８１％ （图１）。当然，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澳大利亚债务总规模占

ＧＤＰ的比重还是远低于其他国家。按照 ＯＥＣＤ的统计，１９９６年，中央政府债务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意 大 利 是 １１３６％、希 腊 １０８１％、日 本 ６８９％、加 拿 大

５６３％、美国４７９％ （ＯＥＣＤ，２０１３）。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从 ７０年代以来就

推行的预算改革，强调限制支出总额和提高公共部门支出绩效等措施，对于维

护澳大利亚财政稳定性还是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治理绩效的黄金时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

如前所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和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一直低

于同期的其他发达国家，这与澳大利亚坚持二十多年，不懈地推动预算改革有

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１９９６年霍华德入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时，上届政府

遗留下来的大笔债务，还是给该届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这个时期的债务规

模已经达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历史最高峰，所以，霍华德政府必须面对并解

决债务总规模居高不下的现实问题。为此，霍华德政府主政十年 （１９９６—２００７

年），一直推动实施严格的财政整顿和重要的预算改革，重点是建立健全的、合

理的、负责任的政府预算制度，以实现在三年为一个周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

现财政预算盈余的目标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黄海波等，２０１１）。霍华德政

府推动两项大的制度性改革，为澳大利亚实现财政盈余的财政治理绩效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一是在 １９９６年成立了独立的国家审计委员会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ｕｄｉｔ１９９６），完善了澳大利亚国家审计委员会及其监督审查职能，

并要求联邦政府预算更加公开、透明、负责任且有绩效；二是在 １９９８年颁布

《预算诚信章程》（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ＢｕｄｇｅｔＨｏｎｅｓｔｙＡｃｔ１９９８，以下简称 《诚信章程》），

构建公开、透明、负责任且有绩效的预算管理框架。

１９９６年成立的国家审计委员会要求推动政府财政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化改

革，要求政府财政管理活动更负责任，并且要求设立一系列新的规则和框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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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的改革要求 （Ｈａｗｋｅ，２００７）。为了回应国家审计委员会要求国家财政更

具责任性、更加公开透明的要求，霍华德政府确立了两类彼此关联的预算管理

框架：一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框架；二是预算管理的中期和长期支

出框架。后者主要通过１９９８年颁布的 《诚信章程》来落实的。《诚信章程》提

供了一种政府财政政策的实施框架，其目的是提高财政政策的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为了实现此目的，《诚信章程》要求澳大利亚的财政战略必须建

立在合理、负责任的财政管理原则基础之上，同时促进公众对财政政策和绩效

的监督。《诚信章程》还要求建立能够反映财政政策实施情况的５年中期预算框

架和４０年长期预算框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中期和长期预算框架，来预测

和反映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财政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

适时调整财政政策以便使其更好地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配合 《诚信章程》

的颁布与实施，霍华德政府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７预算年度和１９９７—１９９８预算年度中，

大量削减支出，总削减金额大概有 ８亿美元。与此同时，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澳大

利亚政府推行一系列有关资源管理领域的改革，包括成本计算方法 （ｃｏ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项目和设备的外部采购制度、强制公开招标制度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预算报告制度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推动建立了全面的权责

发生制预算 （报告）体系，在预算拨款和预算管理中都使用预算投入与产出框

架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

图２　澳大利亚政府财政收支与财政平衡 （１９９６—２０１６年）

９

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改革与财政可持续◆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个年度的数据是估算数，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两

个年度的数据为计划目标数。

资料来源：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ＴａｂｌｅＤ５）。

经过努力，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持续改善，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财政

年度重新出现财政盈余，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政年度，财政总余额达到历史最高的

２１０２９亿美元，减去２５９３亿美元的资本净收益，该年度财政盈余达到１８４３６

亿美元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ｔａｂｌｅＤ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财政

盈余首先用于支付政府债务，使得净债务规模迅速下降 （Ｂｌｎ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财年联邦政府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１７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财年净

债务完全化解且实现资产规模大于负债规模，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年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

比重为 －３８％，实现了净收益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ｔａｂｌｅＤ４）。

（三）后危机时代的预算改革与债务管理状况 （２００８至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陆克文政府执政期间，继续遵从并坚持贯彻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

程》，同时，更加强调预算透明度。在这一时期，预算改革主要包含五方面内

容：一是更加强调产出概念；二是要求政府提供项目层面的详细信息；三是要

求相关预算报告或者评估更加清晰；四是要求特殊拨款项目的内容更加清晰；

五是提高 “代际报告”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的透明度，此类报告是指包括

当前预算、中期预算和长期预算在内的纵跨不同政府执政期间的预算报告，时

间跨度可能长达４０－５０年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陆克文政府之后，吉拉德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和阿博特 （２０１３年至今）先后入住联邦政府，两任政府都遵

从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实施更加严格的财政规则，推动中期经济和预算框架

的不断完善。

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澳大利亚从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财政年

度重新出现财政预算盈余开始，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政年度为止，十年间一直保持

财政结余，除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２财政年度出现少量财政赤字 （图 ２）。同时，联邦

政府债务总规模和净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财年至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总资产超过总债务，出现净收益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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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全球性主权债务危机，同样影响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的财政状况和财政稳定性。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至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财年，四个财政年度

中重新出现了财政赤字。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实施增加基础

设施投资和削减税收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 （Ｈａｗｋｅ＆Ｗａｎｎａ，２０１０）。但

是，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统计与测算，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财年能够重新实现财政

盈余，净债务规模也会随之减少。关键是与同期的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澳

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占 ＧＤＰ的比重也低得多。根据 ＯＥＣＤ最新统计的

２０１３年数据 （图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３４４％，而

日本是２２７２％，英国 １０７０％，美国 １０４１％，欧盟 １５国为 １０６４％，ＯＥＣＤ

总体债务水平是１１０３％。

图３　２０１３年 ＯＥＣＤ国家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的比重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１３：Ｎｏ９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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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 ＯＥＣＤ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间，澳大利亚

真实 ＧＤＰ增长率平均保持在２６％，该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

在２００９年，全球危机造成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欧元区等主要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迅速下滑时，澳大利亚的真实 ＧＤＰ增长率还能保持在１５％ （图４）。

图４　主要国家真实 ＧＤＰ增长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注：ＯＥＣＤ数据更新到 ２０１３年 １１月 ２０日，其中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年数据为预

测数。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２０１３：Ｎｏ９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通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财政预算改革，澳大利亚提高了财政稳定性，尤其

在１９９８年颁布 《诚信章程》之后，改革成效最为显著。为什么澳大利亚能够在

２００８年全球主权债务危机中独善其身，受挫不大？这需要对该法案及其实施效

果进行更加详尽的分析。

二、澳大利亚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与中期财政框架

２００８年全球性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普遍认识到一国拥有严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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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财政纪律 （ｆｉｓｃａ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的重要性，尤其是强有力的财经纪律对稳定金

融市场并给予其信心的重要性。对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来讲，经历了此次危机，

尚能够独善其身，主权债务等级还被世界三大评级机构评为 ＡＡＡ，其背后的原

因主要是公共财政强大的稳健性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这种稳健

性与澳大利亚自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一直推动的财政预算改革密不可分，更是

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颁布实施后，在新的财政规则约束下积极实施中期财政预

算框架的直接结果。这是在预算的年度性原则被完全打破，而过度的公共支出

严重损害到国家财政稳健性、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成长并形成的

新的财政框架 （ｆｉｓ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ｅＬａｒｏｓｉèｒｅ，２００６）。自 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

程》公布实施以来，澳大利亚严格控制公共支出规模，确保公共支出总规模不

会损害到国家中期经济发展规划，它还借助严格的法律框架确保历届政府都不

能偏离其中的制度要求。《诚信章程》中包含的法律框架非常复杂，该框架为制

定财政政策和推动政策执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具体规定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如何

制定财政政策及其目标；二是如何报告财政目标的实施情况（Ｂｌｎ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一）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的主要内容

《诚信章程》有两个目标。第一，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框架。明

确指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宗旨是保持国家经济的持续

繁荣和澳大利亚人民的福祉，为此财政政策必须放在一个可持续的中期框架内

进行考虑和制定。这种打破了经典预算年度性原则的新规则，成为澳大利亚财

政预算管理的基本原则。第二，推动财政政策产生更好的实际效果。实现目标

的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财政战略必须基于健全的 （ｓｏｕｎｄ）财政管理原则基础

上；二是促进公众对财政政策及其绩效的实际监督，为了更好地接受监督，联

邦政府有责任向公众及时发布财政预算等相关信息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为此，《诚信章程》明确了健全财政管理的基本原则

和三类报告的基本要求。其中，三类报告包括财政战略声明 （Ｆｉｓ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常规财政报告 （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代际报告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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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健全的财政管理的基本原则

《诚信章程》规定健全的财政管理原则主要包括五方面内容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第一，联邦政府必须审慎地管理可能

遇到的财政风险，在充分考虑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债务

维持在一个谨慎的水平。第二，确保财政政策有助于保证国民储蓄维持在足够

充沛的水平，有助于调节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或在国民经济遭受威胁时，采用

逆周期方法加以调节。第三，在充分考虑税负水平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基础上

设计支出和税收政策。第四，维持完整的税制。第五，财政政策和战略的制定

充分考虑了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财政影响。《诚信章程》中提到的财政风险主要包

括四类：一是因净债务过高而产生的风险；二是公有制企业产生的商业风险；

三是税基遭受侵蚀产生的风险；四是资产和负债管理中产生的风险。

２．财政战略声明 （Ｆｉｓｃ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财政战略声明需要阐明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目标，并且必须建立一个

衡量和评估政府财政战略实施效果的标杆，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增加公民对政府

财政战略的理解。该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和说明短期财政政策是长期财政

目标的组成部分，并且对当期财政年度和今后三个财政年度进行详细说明，需

要详细说明的内容包括政府财政目标和政策实施预期效果，并且需要对逆周期

财政政策及其实施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在每年度常规财政报告中，该声明都会占据重要位置。

３．常规财政报告 （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常规财政报告或者年度财政报告由财政部门负责，一般指每个预算年度的

预算报告或者每一届政府提交的第一个预算报告。主要特点如下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一是涵盖四年的预算信息，集中体现

中期财政框架的原则和理念，不仅包括当前财政年度的信息，而且涵盖未来三

年的预测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财政和其他行政部门提交的预算信息，而且

还包括形成预算所需的经济预测等各类信息。二是包括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及其

预测结果，报告会对当期财政绩效进行评估，标杆就是涵盖本年度的财政战略

声明所列示的目标，通过比较评价来判断当前财年为实现战略目标而达成的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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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三是严格预测财政风险并做出详细说明，包括或有负债、未列入预算的公

开性政府承诺、尚未形成最终结果的政府谈判内容。四是必须有一份内容详实

的债务状况说明或债务情况分析报告。

４．代际报告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代际报告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ＧＲ）以长期眼光去评估当前政府战略和政

策的可持续性，一般是将当前政策放在未来４０年的时间里进行考查，并且在评估中

会考虑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和生产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的影响，简

称 “３Ｐ规划”。换句话说，基于人口统计和经济预测数据之上的 “３Ｐ规划”是代际

报告的基础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０ｂ）。其中，人口规划需

要考虑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情况对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和性别比例的影

响；参与指标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因为人口构成会转而影响劳动力参

与度与劳动时间，因为不同的年龄与性别组合对劳动力市场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未来平均生产率假设对历史情况会产生影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０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库负责编制并公布此报告。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颁布实施后，第一个代际报告应该以该法案颁布后的五年内编制完

成并予以公布。随后的代际报告必须在前一个报告颁布之后的五年内编制和公

布。图５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财年为例，说明编制代际报告时所用的预测方法。

图５　代际报告预测方法示意图

资料来源：Ｗｏｏ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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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中期财政框架内容与实际意义

按照１９９８年 《诚信章程》的要求，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年

度预算报告必须按照中期财政框架的要求进行编制，涵盖当年和之后三个财年

在内的四个财年预算。代际报告则是从１９９８财年开始，每五年编制一次，从澳

大利亚国库官网可以查到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１０年编制的代际报告。为此，

澳大利亚国库发展出了一套财政总预测模型 （Ｔｈｅｆｉｓｃ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ＦＡＰｍｏｄ）用以进行中期财政预测，并以此为模版发展出了代际报告编制

模型，见图 ６（Ｗｏｏ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２０１０ｂ）。

图６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财政总预测模型 （ＦＡＰｍｏｄ）示意图

注：该示意图展示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财年中期预算规划的形成流程。

资料来源：Ｗｏｏ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０ｂ）。

财政总预测模型的起点是已经公布的上期预算数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数

据）和当期预算数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财年数据）。同时包括由财政部门颁布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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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年的财政和经济预测数据和规划数据。在财政预测基础上，再加上包括人

口、社会参与和生产率在内的各类规划模型之后，就形成了代际报告。反过来，

这些规划又成为各种相互独立且彼此联系的各类模型的基础。这些相互独立又

彼此相关的模型包括财政收入模型、健康模型、收入补助模型、教育与培训模

型、老年人看护模型、政府雇员的退休公积金模型等 （Ｗｏｏｄ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其中，前瞻预测 （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被视为澳大利亚预算改革最成功的部分，

也是整个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Ｂｌｎ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因为，该预测反映

了联邦政府当期和今后三年内的全部预算收入和支出规模。对于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来讲，年度预算中，８０％的预算支出由 “特殊的” （永久的）立法规定，

仅有２０％的支出才是真正通过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分配的。所以，前瞻预测就

变得很重要，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更好地监督 “特殊的”法定支出的成本及其效

果 （Ｂｌｎ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同时，它也有助于实现 《诚信章程》要求预算更加

透明和负责任的基本要求。

在 《诚信章程》中期预算框架要求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支出规模有比

较好的控制。首先在自上而下的预算编制程序中，加入对联邦政府预算支出总

额的严格控制，同时也给各支出部门规定严格的、不能被随意突破的支出上限

（Ｓｃｈｉｃｋ，２０１０）。前面提到的前瞻预测对于设立合理的支出上限也起到了积极

作用，因为如果不能形成科学的、合理的、连续性的预算收支预测数据，支出

总额的控制将成为空谈。由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注重控制支出总额，并且

注重对占支出总规模８０％的法定支出进行绩效监督和管理，这为十年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年）的财政盈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面对来之不易的财政盈余，澳大利亚

主要采用了两个富有远见的措施：一是用盈余资金偿还债务；二是用盈余资金

创建 “未来基金”（ＦｕｔｕｒｅＦｕｎｄ）等，这些基金有助于缓解未来养老、教育等方

面的潜在支出对联邦政府造成的压力。以公务员和退伍军人的退休金为例，截

至２００８年５月，这笔需支付的退休金规模已经达到 １０３０亿澳元①，预计 ２０２０

年将达到１５００亿澳元。“未来基金”为此所存放的资产足以抵消 ２０２０年的应

付压力，因为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未来基金中资产已达到６５０亿澳元 （Ｂｌｎｄａｌ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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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２００８）。“未来基金”最值得称道之处是，按照权责发生制会计制度规定将

退休金作为应付款计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这有助于预测和防范风险。

面对２００８年的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的 《中期财政框

架２００８—２００９》中提出了一个应对危机的新计划——— “国家建设与就业计划”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ＪｏｂｓＰｌａｎ），包括新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 “澳大利亚建

设基金”（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Ｆｕｎｄ）。该基金主要通过增加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和就业培训等项目支出，拉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国际经济危

机对澳大利亚造成的负面影响。该基金的资金来源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财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规划的财政盈余，政府已经为该基金注入了２００亿

澳元的资金 （Ｂｌｎ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虽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选择增加新的支出计划以拯救国家经济，但是没有

放松在中期预算框架内严格遵守预算支出总额控制的原则。澳大利亚政府强调：

即使处于不得不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时期，

也必须对财政支出的增长规模、速度和中期发展做出明确的预期；因短期内推

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增加的财政支出，一定不能成为增加未来政府支出规模的

基础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ａ）。换句话说，短期的支出增长不能成

为政府及其各部门增加支出基数的借口和依据。随着经济的恢复，短期增加的

投资规模必须随之减少。为了配合 “国家建设与就业计划”的实施，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及时制定了中期财政框架，一方面确保财政长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

保证财政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应对随时可能变化的经济环境。为此，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财年中期财政战略的三大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在一个经济周期中，实现预

算盈余，根据预测将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财年重新实现财政盈余；二是将税收占 ＧＤＰ

的比重保持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财年的平均水平 （２３７％）以下；三是通过中期规划

提高政府财政收益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ａ，２０１２）。与此同时，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还决定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开始，每年从政府支出中结余一部分资

金作为储蓄 （ｓａｖｉｎｇｓ），以便应对未来难以预测的风险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ａ）。这种做法也符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的

财政改革宗旨，即为了维护财政稳定性，政府财政必须有一定的结余或储蓄，

而不能过分依赖企业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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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财年制定了 “通过逐年缩减支出而增加未来储蓄”的中期财

政框架目标以来，截止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财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从七大类措施

中为未来赢得了财政盈余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一是逐步提高退

休年龄，到２０２３年将退休年龄提高至 ６７岁；二是改革家庭支付系统；三是推

动健康保险折扣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ＨＩ）改革，比如从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开始，取消健康保险中一项名为 “生命健康保险项目”的保险折扣，通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三年时间减少支付奖金３９亿美元；四是改革个税抵消相关政策，

比如网上医疗税费用抵消和受扶养配偶的税收减免；五是附加福利费改革，包

括对汽车补贴和对远离家乡补贴的改革；六是对养老金优惠政策的调整；七是

对申请看护服务的老年人的情况使用更科学的甄别方法和系统。这些改革措施

为澳大利亚未来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测算，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财年将重新实现净债务为 ０的目标。根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中期财政框架的预测，到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可以从缩减开支中

获得１６４亿美元的储蓄额度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

三、讨论与启示

澳大利亚持续三十年的财政预算改革，其精华集中体现在中期预算框架中，

突出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 “自上而下”的预算编制规则和管理制

度；二是预算支出总额控制制度；三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制度。

“自上而下”的预算管理制度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最早确立的基本制度，该制度

体现出明显的集权特点，有利于政府首脑和核心预算部门进行支出控制，更有

利于将政府首脑的政策偏好落实到预算上来 （马骏、赵早早，２０１０：４７－４８）。

与自上而下预算编制制度相匹配的预算支出总额控制制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对政府支出总额或支出上限的预测与控制；二是对政府各部门支出上限的

控制 （Ｓｃｈｉｃｋ，２００９）。支出总额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在确保财政政策目标能够实

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控制财政支出总额，并且通过中期预算框架为未来发展

预留一定的财政空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支出总额，还是财政预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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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为各部门下达的支出上限，在中期预算框架中一旦确定下来就不能随意改变，

必须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 （Ｓｃｈｉｃｋ，２００９）。当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

展，在编制年度预算的同时，也可以对中期预算框架的预测指标进行合理的调

整。为了确保中期预算框架中财政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并且为预测指标的调整

提供可资参考的数据和信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坚持推动绩效预算改革。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的绩效预算改革早于中期预算框架制度改革，如今已经构建起一

套评价财政目标实施效果的绩效评价制度体系。

另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科学合理利用财政盈余资金的方法，给危机中财

政政策的调整预留了足够的财政空间，也为维护财政稳定性奠定了基础。澳大

利亚联邦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持续盈余时期，没有一味地将盈余资金用于扩

大当年或下年的财政支出，而是将其作为 “稳定器”化解债务规模和投入潜在

债务风险基金中。这种做法一方面减少了国家整体的债务压力，同时通过变相

扩大政府储蓄的方式，将资金存入未来支付账户中，为未来收支平衡奠定良好

的基础。这是财政预算 “逆周期”运作的典型案例。２００８年危机以后，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利用之前的财政盈余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仅避免了过度

的借债发展，而且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缓解就业压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在此次全球主权债务危机中所展示出的维持经济稳定和财政稳健

的能力，对处在改革关键期的中国来讲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指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需要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

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这些改革目标均可以通过构建中期预算框架

制度得以逐步实现。首先，必须加强中期预算框架下的支出总额控制，即使对

于已经形成的法定支出也必须报以怀疑的态度，加以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任何

支出都必须有谨慎的、严格的、科学的政策目标设计和确立过程，针对任何支

出的监督与管理，都必须将支出与目标对照分析评估，防止公共资金的滥用、

误用或低效使用。第二，我国过去五年均有财政盈余或者财政超收收入，但是，

由于没有长期预测和发展的战略框架，这些超收收入都被当年或下年快速消化

了。如果我国好好地利用这些盈余或超收资金，面对２００８年危机，就不用大量

举债进行各类建设。第三，我国还应该注重科学合理的预算收支预测系统建设，

包括经济、财政、人口统计等多领域数据信息的搜集和数据库建设，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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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中期经济和财政框架模型与方法。这是构建中期预算框架的信息和技术

基础，也有助于及时预测未来发展，维护财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四，尽快

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基于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而记录的各类财

务信息，对于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将非常关键，这是保证财政

预测模型有效的前提。

参考文献

黄梅波、魏嵩寿、谢琪．（２０１１）．澳大利亚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马骏、赵早早．（２０１０）．公共预算：比较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Ｂｌｎｄａｌ，Ｊ．Ｒ．，Ｂｅｒｇｖａｌｌ，Ｄ．，Ｈａｗｋｅｓｗｏｒｔｈ，Ｉ．＆ Ｄｅｉｇｈｔｏｎ－Ｓｍｉｔｈ，Ｒ．（２００８）．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８（２）．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ａ）．Ｕｐｄａｔ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ｄｇｅｔ．ｇｏｖ．ａｕ／２００８—０９／．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９ｂ）．Ｂｕｄｇｅ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ｕｄｇｅｔ．ｇｏｖ．ａｕ／２００９—１０／．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２）．Ｍｉｄ－Ｙｅａ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ＦｉｓｃａｌＯｕｔｌｏｏｋ（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ｕｄｇｅｔ．ｇｏｖ．ａｕ／２０１２—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ｙｅｆｏｈｔｍ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３）．Ｂｕｄｇｅ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ａｕ／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ｐｉｃｓ／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ＤｅＬａｒｏｓｉèｒｅ，Ｊ．（２００６）．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ｓｍｐ．ｆｒ－Ａｃａｄéｍｉｅｄ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ｏｒａｌｅｓ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Ｈａｗｋｅ，Ｌ．（２００７）．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７（３）５－８．

Ｈａｗｋｅ，Ｌ．＆Ｗａｎｎａ，Ｊ．（２０１０）．Ａｕｓｔｒａｉａｌａｆｔｅｒ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ＬａｐｓｅｄＰｉｏｎｅｅｒｏ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Ｗａｎｎａ，Ｊ．，Ｊｅｎｓｅｎ，Ｌ．＆ＤｅＶｒｉｅｓ，Ｊ．Ｅｄ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ＯＥＣ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ＥＣＤ．（２０１３）．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Ｎｏ９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ｅｃｏ／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ｔｍ．

Ｓｃｈｉｃｋ，Ａ．（２００９）．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Ｆｉｓ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２．

Ｓｃｈｉｃｋ，Ａ．（２０１０）．Ｐｏｓｔ－ＣｒｉｓｉｓＦｉｓｃａｌＲｕｌｅ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ｆｔｅｒｓｈｏｃｋｓ．ＯＥＣ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２．

１２

澳大利亚政府预算改革与财政可持续◆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９８）．ＣｈａｒｔｅｒｏｆＢｕｄｇｅｔＨｏｎｅｓｔｙＡｃｔ１９９８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ｏｍｌａｗ．ｇｏｖ．ａｕ／Ｄｅｔａｉｌｓ／Ｃ２０１３Ｃ００６９０／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０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ｏ２０５０ ：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

２０１０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ａｕ／ｉｇｒ／

ｉｇｒ２０１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ＩＧＲ＿２０１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１０ｂ）．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０ 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ａｒｃｈｉｖ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ａｕ／ｉｇｒ／ｉｇｒ２０１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ＩＧＲ＿２０１０．ｐｄｆ．

Ｗｏｏｄｓ，Ｄ．，Ｆａｒｒｕｇｉａ，Ｍ．＆Ｐｉｒｉｅ，Ｍ．（２００９）．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ｓＦｉｓｃａｌ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ｏｕｎｄ－ｕｐ，（３）：３７－４６．

２２

◆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