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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 

本章教材结构梳理 

 

 

 

第一章

1、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

2、公共物品的特征

受益非排他性

效用不可分割性

取得方式非竞争性

提供目的非盈利性

3、市场失灵的表现

公共物品缺失

外部效应

不完全竞争

收入分配不公

经济波动与失衡

4、财政的职能

（1）财政资源配置职能

含义

方式

范围

内容

（2）财政收入分配职能

公平分配含义

社会公平的准则

实现

内容

（3）财政经济稳定职能

含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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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多选题】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是（ ）理论。 

A．公共物品 

B．公共选择 

C．市场失灵 

D．在稳定器 

E．外部效应 

【答案】AC 

【解析】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是“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理论。 

【考点】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多选】公共物品的特征包括(    )。 

A．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B．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C．受益的非排他性     

D．提供主体的市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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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提供目的的盈利性 

【答案】ABC 

【解析】公共物品的特征包括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提

供目的的非盈利性。 

【辨析】公共物品的特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 

【辨析】公共物品的特征和核心特征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多选】公共物品的核心特征包括(    )。 

A．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B．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C．受益的非排他性         

D．提供主体的市场性    

E．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 

【答案】BC 

【解析】公共物品的核心特征包括受益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单选】某个人或集团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

其他个人或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物品，这是公共物品的特征之一，通常称为（   ）。 

A．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B． 受益的非排他性 

C． 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D． 提目的的非盈利性 

【答案】B 

【解析】某个人或集团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影响或妨碍其他个人或集团同时消费该公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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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这是公共物品的特征之一，通常称为受益的非排他性。 

【辨析】受益的非排他性和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的概念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单选】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长，即增加一个

消费者，其边际成本等于零，这是公共物品（ ）特征的表现。 

A． 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B． 受益的非排他性 

C． 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D． 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 

【答案】C 

【解析】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等于零。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单选】关于公共物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消费者增加，受益程度下降 

 B．消费者增加，边际成本递减 

 C．其效用不能分割为若干部分 

 D．提供者着眼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答案】C 

【解析】公共物品特征：1 效用的不可分割；2 受益的非排他性；3 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4

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消费者的增加，受益程度不变。所以 A 选项错误。 

对于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消费者的增加不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

成本等于零。所以 B 选项错误。 

公共物品具有非盈利性，不以盈利为目的，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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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错误。 

【考点： 公共物品的概念及其特征-单选】关于公共物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公共物品效用可以分割 

B．居民不付费便不能享用公共物品 

C．增加一个消费者，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 

D．公共物品的提供应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答案】C 

【解析】公共物品的特征包括：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增加一个消费者，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属于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 

【考点】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单选】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财政存在的前提是（ ）。 

A．政府意志  

B．价值观念  

C．市场失灵 

D．经济状况 

【答案】C 

【解析】市场失灵是财政存在的前提。 

【考点：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单选】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决定财政职能范围的依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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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政府意志  

B．价值观念  

C．市场失灵 

D．经济状况   

【答案】C 

【解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的范围是以市场失灵为标准，以纠正和解决市场失灵

这一问题来界定的。 

【考点：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多选】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  ）等方面。 

A．公共物品的缺失    

B．外部效应 

C．充分竞争          

D．收入分配不公   

E．经济波动与失衡 

【答案】ABDE 

【解析】市场失灵表现在许多方面： 

1.公共物品缺失 2.外部效应 3.不完全竞争 4.收入分配不公 5.经济波动与失衡 

【考点：市场失灵与公共财政-单选】个人或经济组织活动的行为活动影响了其他个人或经济

组织，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这种现象称为（） 

A．公共物品的缺失    

B．外部效应 

C．充分竞争          

D．收入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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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费用与社会费用之间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其关

键是指某个人或经济组织的行为活动影响了他人或经济组织，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或没

有获得应有的收益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单选】财政资源配置的主体是（ ）。   

A．政府    

B．市场   

C．国有企业    

D．计划 

【答案】A 

【解析】财政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所以也称为政府资源配置。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单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 

A．计划 

B．政府 

C．企业 

D．市场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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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资源配置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单选】公共物品的效率由（）组成。 

A．生产效率和供给效率              

B．社会公平效率和生产效率 

C．资源配置效率和需求效率           

D．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答案】D 

【解析】公共物品的效率由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组成。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多选】实现公共物品生产效率的基本途径包括( )。 

A．效率优先制度       

B． 完善民主、科学的财政决策体制 

C．公共部门的激励约束制度   

D．公共部门的组织制度 

E．决策信息的收集传送制度 

【答案】CD 

【解析】实现公共物品生产效率的基本途径：完善公共部门的组织制度和激励约束制度，确保

公共部门的行为不偏离政府的意图。 

【辨析】实现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途径和实现公共物品生产效率的基本途径。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单选】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途径是( )。 

A．效率优先制度       

B． 完善民主、科学的财政决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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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共部门的激励约束制度   

D．公共部门的组织制度 

【答案】B 

【解析】公共物品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途径完善民主、科学的财政决策体制: 

（1）决策者（领导层）的选拔制度； 

（2）文官晋升制度； 

（3）决策信息的收集传送制度； 

（4）公共物品的效率评估制度； 

（5）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制度； 

（6）审计监督制度。 

【考点：资源配置职能-多选】调节产业结构的途径有（ ）。 

A．调整投资结构    

B．调整价格体系 

C．调整分配结构    

D．改变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向 

E．调整预算结构 

【答案】AD 

【解析】调节产业结构的途径有： 

第一，调整投资结构 

第二，改变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向，即调整资产的存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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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收入分配职能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途径包括（   ）。 

A．调节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   

B．调节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收入水平 

C．调节企业利润水平             

D．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E．充分利用“内在稳定器”的功能 

【答案】CD 

【解析】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途径包括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调节个人收入水平。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调节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财政手段有（） 

A．财产税                             

B．房产税 

C． 遗产税                             

D．消费税 

E．个人所得税 

【答案】ACE 

【解析】调节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具体手段包括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税收手段包括①征收个

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②征收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调节

个人财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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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掌握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主要内容以及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的手段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调节企业利润水平的主要手段有（ ）。 

A．财产税                             

B．房产税 

C． 遗产税                             

D．消费税 

E．个人所得税 

【答案】BD 

【解析】调节企业利润水平的主要手段有税收手段、财政补贴、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其中税

收手段包括：①征收消费税剔除或减少价格的影响;②征收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剔除

或减少由于资源、房产、土地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级差收入;③征收土地增值税调节土地增值

收益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等。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可以通过征收（ ）而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 

A．个人所得税 

B．财产税 

C．遗产税 

D．社会保障税 

E． 赠与税 

【答案】AD 

【解析】调节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具体手段包括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税收手段包括①征收个

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②征收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调节

个人财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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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掌握财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的手段和调节个人财产分布的手段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可以通过征收（ ）而调节个人财产分布。 

A．个人所得税 

B．财产税 

C．遗产税 

D．社会保障税 

E． 赠与税 

【答案】BCE 

【解析】调节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具体手段包括税收手段和转移支付。税收手段包括①征收个

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缩小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②征收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调节

个人财产分布。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单选】为剔除或减少价格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应采取的财政政策是

（   ）。 

A．征收土地增值税    

B．征收消费税    

C．征收土地使用税   

D．征收资源税 

【答案】B 

【解析】①收消费税剔除或减少价格的影响;②征收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剔除或减少

由于资源、房产、土地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级差收入;③征收土地增值税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对

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等。 

【辨析】掌握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调节企业利润水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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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单选】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应采取的财政政策

是（   ）。 

A．征收土地增值税    

B．征收消费税    

C．征收土地使用税   

D．征收资源税 

【答案】A 

【解析】①收消费税剔除或减少价格的影响;②征收资源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剔除或减少

由于资源、房产、土地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级差收入;③征收土地增值税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对

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等。 

【考点：收入分配职能-多选】财政实施社会公平主要包括的方面有（）。 

A．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 

B．在安排财政支出方面 

C．在实行社会保障方面 

D．在发行国债方面 

E．在实行财政体制方面 

【答案】ABC 

【解析】实施社会公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组织财政收入时要考虑社会公平。 

其次，在安排财政支出时要考虑社会公平。 

再次，要实行社会保障，以利于社会公平的切实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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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经济稳定职能 

单选出题指数：★★★★ 

多选出题指数：★ 

案例出题指数：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多选】反映经济稳定的指标有（ ）。  

A．充分就业  

B．物价稳定  

C．财政收支平衡 

D．信贷收支平衡  

E．国际收支平衡 

【答案】ABE 

【解析】经济稳定通常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单选】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是指（ ） 

A．100%的就业水平 

B．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家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C． 在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  

D．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 

【答案】D 

【解析】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是指有工作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单选】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国际收支理想的状况是（ ）。 

A．收大于支，迅速增加外汇储备 

B．支大于收，动用外汇储备实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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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合计大体平衡 

D．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收大于支 

【答案】C 

【解析】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在进行国际经济交往时，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合计大

体保持平衡。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单选】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国家预算应该实行的行政策

是（）。  

A．收支相等的平衡政策      

B．全面扩张政策 

C．收大于支的结余政策      

D．支大于收的赤字政策 

【答案】C 

【解析】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 实行国家预算收入大于支出的结余政策进行调节—

—紧缩性财政政策，压缩需求。 

【辨析】掌握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时的预算政策和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预算政

策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单选】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财政预算应采取的政策是

(    )。 

A．收支相等的平衡政策      

B．全面扩张政策 

C．收大于支的结余政策      

D．支大于收的赤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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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 实行国家预算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政策进行调节—

—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需求。 

【考点：经济稳定职能-单选】内在稳定器是指(    )。 

A．财政收支制度设计具有对经济总量自动调节的功能 

B．最大特点在于需借助外力产生直接调控的效果 

C．使财政收支与社会总供求同向变化 

D．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答案】A 

【解析】内在稳定器是指财政收支制度设计具有对经济总量自动调节的功能，即人们在设计财

政收支制度的时候，使财政收支的扩大与缩小和总需求与总供给呈相反方向的变化，以此维持

经济稳定增长的局面。 

【考点： 经济稳定职能-单选】财政“内在稳定器”在收入方面的调节，主要体现在（ ）。 

A．财政预算的调节  

B．累进税制的调节 

C．财政补贴的调节  

D．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 

【答案】B 

【解析】内在稳定器调节主要表现在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在支出方面，主要体现在转移性

支出的安排上，如社会保障、补贴、救济和福利支出等，在收入方面，主要实行累进所得税。

所以此题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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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考点综合题 

【跨考点综合题-多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有(   )。  

A．资源配置职能  

B．经济稳定职能  

C．对外经济平衡职能  

D．充分就业职能  

E．收入分配职能  

【答案】ABE  

【解析】财政职能包括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 

【自省】今天你错了嘛？（吾日三省吾身） 

 今天公共物品的特征、市场失灵的表现、财政的职能这些重点内容（难点、易错点）你掌握了嘛？ 

 今天的典型习题你做的全部对了嘛？ 

 已经做错的题目你准备在何时进行巩固？（最好在三天内进行消化） 

 今天的口诀是不是已经朗朗上口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