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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分析
An Analysis of Declining Growth Ｒate of Fiscal Ｒeven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Normal Economy
闫 坤 鲍曙光
YAN Kun BAO Shu-guang

［摘 要］ 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滑并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目

前我国中口径财政收入弹性及其占 GDP 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大口径宏观税负并未根本性下降。我国

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是必然现象，是发展阶段和改革红利释放的体现，但最优财政收入增速和比重并没

有一个统一标准或者目标，需要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调整从而逐步逼近最优值。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财政收入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尚存在一些不兼容现象，且微观主体税感强烈，迫切需要通过提

升财政收入质量降低微观主体税感和受益感来拓展财政收入改革空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存在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财政支出可持续性风险、政府治理风险和财政腾挪空间受到制约四大挑战。未来要有系

统、质量和人本思维，强化顶层设计，通过收入支出联动改革，构建现代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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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th rate of our country’ s fiscal revenue has fallen sharply and
entered the stage of single-digit growth，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nd
society. In general，China’s medium-caliber fiscal elasticity and its share of GDP have declined，but the
macro-tax burden has not fundamentally declined. The decline of fiscal revenue growth rate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which embodies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release of reform dividend. But the optimal fiscal
revenue growth rate and proportion do not have a unified standard，so china need to constantly adjust in the
gradual reform to approach the optimal value step by step.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ere are
still some incompatible problem between our country’ s fiscal revenue system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micro-entities’s tax sense is strong，so it is urgent to reduce micro-entities’tax sense
and benefit sense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venue to expand the reform space of financial
revenue. There are four major challenges: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fiscal expenditure sustainability risk，

governance risk and fiscal space. In the future，China should have systematic，quality and people-oriented
thinking，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and construct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through the linkage reform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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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

转为中高速。相应地，财政运行也进入了新常态，我

国财政收支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

征就是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急剧下滑并进入个位数增长

阶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 2010 年的 21. 3%下

降到 2014 年的 8. 6%，四年增速就掉到个位数，此后

又进一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3. 8%。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2020 年 1—4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下 降 14. 5%， 中 央、地 方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17. 7%、11. 5%。经济新常态前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

GDP 增速，而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速大多低于经济增

速，2020 年更是因疫情而出现负增长，引起了学界

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经济增

速放缓叠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短时间内财政收入增

速低水平增长的趋势很难扭转。那么，如何看待财政

收入增速下降? 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会引致哪些风险?

财政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如何? 这些都是当前需

要明晰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分析及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间关系研究

广泛且深入，成果颇丰。在理论研究方面，早期学者

普遍认为财政收入阻碍自由经济发展且大多持轻赋税

的观点，政府不应过多干预，强调限制政府规模。配

第在其《赋税论》［1］中对财政收入、经济实力和国民

财富三者关系进行了论述。斯密在其 《国富论》［2］中

亦探讨了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类似的还有

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萨伊 ( 1963) ［3］的研究。这些早

期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

素并主张限制政府规模，政府财政收入不能对价格

机制乃至经济增长进行干预。
不同于配第等学者的观点，19 世纪开始部分学

者认为应扩张政府规模，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瓦格纳

认为作为财政收入主来源的税收反过来能对社会经济

进行干预。其后出现的凯恩斯学派，同样反对自由放

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 ( 1983 ) ［4］ 主张国家干预经

济，提出通过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增加投

资，实现充分就业，其中，税收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

能够影响储蓄和有效需求。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

的出现，总需求管理政策失灵，供给学派 “供给创

造需求，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变动”的观点逐渐成

为主流。最为典型的就是拉弗的最优税率观点，其蕴

含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系的讨论，认为税率与经

济增长是一种非线性关系 ( 陈共，2012［5］) 。
更多学者则基于数据对财政收入与 GDP 的关系

进行实证检验。总体看，主要有两类: 一是基于时间

序列数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或者 VAＲ 模型等分析

财政收入和 GDP 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是基于面板数

据模型，运用面板模型分析财政收入增速与 GDP 增

速之间关系。从研究结论看，实证结果并不尽相同。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反

向关系，如 Karras ( 2003) ［6］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具

有短期影响，但长期降低了人均真实 GDP。一些学

者研究认为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如

Capolupo ( 2000) ［7］发现税收有利于经济的均衡增长，

降低税率存在负面影响。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税率下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非线性的，Wasylenko
和 Mcguire ( 1985) ［8］认为最优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

重为 47%。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财政收入增速

以及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分歧显著，研究

结论莫衷一是，其根源可能在于研究设计过于简单，

没有考虑不同国情差异。对于财政收入问题的研究与

判断，还是要放到各国各地区国情背景下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我国走的是前所未有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与国外国情与制度差异显著，难以将国际标准

简单套用到中国。因此，需要更加具象分析在中国国

情和制度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整体趋势及特征。

三、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性描述

我国政府财政收入来源多元化，包含多种收入形

式，要分析财政收入和 GDP 之间关系，首先要界定

财政收入口径。本文基于两个口径财政收入进行分

析，中口径财政收入包含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

税收和非税收入，大口径财政收入则包含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按照 IMF 颁布的 《政

府财政统计手册》，政府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社

会保障缴款、赠与和其他收入。按此国际可比口径，

我国大口径财政收入包括四大预算收入。其中，国有

资本经营收入在征收范围和比例上经过了多次规范使

得数据可比性较差，且其在整个大口径财政收入中的

比重较小，到 2019 年仅有 3 960 亿元，占当年大口

径财政收入比重不足 1. 2%，因此本文未考虑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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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包含保险费收入、财

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以及委托投资收益等。若将财

政补贴收入计入大口径财政则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利

息收入与委托投资收益占比较低，到 2019 年仅占社

保基金收入的 4%，占大口径财政收入比重就更低，

且难以获得其具体数据，因此也未将其纳入到大口径

财政收入的统计中。本文将大口径财政收入界定为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中的保险费收入。
在分析全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本文主

要用两个指标: 一是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二是财

政收入弹性。其中财政收入弹性是指经济增长带来的

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用财政收入增速与 GDP 增长

率的比值表示。财政收入和 GDP 均按照可变价格计

算增长率。基于上面的界定和说明，全国财政收入和

GDP 关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国财政收入弹性和比重情况

年份 中口径财政收入弹性 中口径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大口径财政收入弹性 大口径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2000 — 13. 36% — —

2001 2. 113 14. 78% — —

2002 1. 573 15. 53% — —

2003 1. 155 15. 80% — —

2004 1. 216 16. 31% — —

2005 1. 264 16. 90% — —

2006 1. 312 17. 66% — —

2007 1. 400 18. 99% — —

2008 1. 069 19. 19% — —

2009 1. 264 19. 63% — —

2010 1. 163 20. 12% — —

2011 1. 354 21. 23% — —

2012 1. 236 21. 70% — 32. 82%

2013 1. 004 21. 71% 1. 669 34. 84%

2014 1. 051 21. 80% 0. 953 34. 72%

2015 0. 829 22. 10% 0. 333 33. 20%

2016 0. 569 21. 46% 0. 691 32. 45%

2017 0. 659 20. 86% 1. 192 33. 08%

2018 0. 701 20. 37% 1. 558 34. 58%

2019 0. 378 19. 21% 0. 658 33. 50%

数据来源: 根据历年财政预决算报告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表 1，在不同口径下，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有所差异。其中，中口径财政收入弹

性由 2001 年的 2. 113 下降为 2019 年的 0. 378。财政

收入弹性等于 1 是弹性的分界点。以 2014 年为界，

我国中口径财政收入弹性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2014
年以前，财政收入弹性大于 1，财政收入增速快于

GDP 増速，从而带动财政参与新增国民收入分配的

比重上升; 2014 年及以后，财政收入弹性显著下降，

低于 1，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低于经济增速，从而导

致近几年财政在新增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所下

降。这一趋势与中口径财政收入占比情况变化一致，

我国中口径财政收入占比存在先逐步上升，后逐步下

降的趋势，但转折点有所滞后，到 2015 年才开始下

降。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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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了市场主体税负，增加了居

民可支配收入，释放了微观主体活力。但是，我国中

口径财政收入弹性及其占 GDP 比重双重下降，也蕴

含很多风险。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过低会限制政府

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的履行，严重削弱宏观调控和资

源配置能力。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民生、扶贫

和生态环保等支出刚性增长，城镇化和工业化等都需

要增加支出，这些都需要强大财力支撑，财政收入持

续下降会进一步激化财政收支矛盾，极大提升了财政

风险和公共风险。
从大口 径 财 政 收 入 来 看，财 政 收 入 弹 性 则 由

2013 年的 1. 669 下降到 2019 年的 0. 658，波动极为

显著，财 政 收 入 占 比 也 变 化 显 著，但 比 重 稳 定 在

33%～35%之间。相对于中口径财政收入而言，大口

径财政收入趋势却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在于虽然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放缓，但随着中国经济形势企稳

向好，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回暖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快

速增加，近三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社保基金收入也

稳步提升，两者 2019 年占大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分

别比 2012 年提高了 4. 31%和 4. 45%，从而扭转了我

国大口径财政收入弹性和占比下降的趋势。总体来

看，我国大口径财政收入并未根本性下降。从结构来

看，其他几类预算都属于专款专用，而一般性公共预

算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更代表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但

其比重下降 ( 从 2012 年的 66. 12%下降到 2019 年的

57. 36%) ，反映出当前我国财政收支压力增大，收支

矛盾突出，政府财力紧张。

四、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等原因，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收支矛盾进一

步凸显，财政缺口增大，引起社会对财政收入增速下

滑现象的关注。
( 一) 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是政策、发展阶段和改

革红利释放的叠加效应结果

从理论上看，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作用

的。一方面经济增长决定了一定时期内该地区可分配

的财富总量，因而也就限定了财政收入规模的边界，

经济发展水平高则财政收入规模更大; 另一方面，财

政收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反作用，财政收入合理增

长是履行政府职能、发挥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职能的

基础，也是推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过高财政

收入则会制约微观主体活力，增大市场主体负担，阻

碍经济健康发展。
从我国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我国进入经济新常

态，工业化步入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

转型提升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

长，财政收入增速必然会有所降低。经济新常态下，

我国经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

能转换“三期叠加”，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区

域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地方债风险、
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显化，短时间的增速下滑不可避

免。同时，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步耗尽。
“税收增长红利”效果逐步降低 ( 吕冰洋和郭庆旺，

2011［9］) ，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格局与价格涨跌密切

相关，税收收入增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高于经济增

速，经济增速放缓时则可能低于经济增速 ( 王春雷，

2015［10］) 。同时，近两年，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

政策，2019 年累计减税降费超过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过 2%。这些因素都导致财政收入增速逐步下

滑，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有所下降。因此，当前财

政收入增速和占比有所下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

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当前减税降费政策在短时间

内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但从长期看并不必然导致财

政收入降低。一方面，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镇化建

设红利仍然处于释放期，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仍存

在快速增长的潜力; 另一方面，拉弗曲线认为政府税

收和宏观税负率之间存在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

国减税降费政策虽然会在短时间内降低财政收入，但

从长远来看，税收收入规模一般取决于税基和税率两

大因素，减税虽然降低了税率，但减轻企业负担，拉

动投资与消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刺激经济增长，扩大了税基。实践中，减税降费政策

是否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取决于减税降费政策对经

济增长的政策效果。
( 二) 国际比较视角: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

并无统一判断标准

从现有各国实践来看，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

并无统一判断标准。当前通常用财政收入占 GDP 比

重来衡量其关系，本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对财政收入

占 GDP 比重问题进行审视。
一是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

地区，其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往往越高。根据 IMF 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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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2019 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平均仅为 15. 22%，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财政收入比重为 27. 46%，发达经济体财政收入比重

则为 36. 40%。其原因在于经济越发达国家或地区，

民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越高，因而

对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也就要求越高，这些都依赖于政

府强大的财力保障，因而需要政府更多介入国民经济

分配，建立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协调机制。从我

国大口径财政收入情况看，到 2019 年，我国财政收

入占比达到 33. 5%，已经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经济新常态前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态势难

以再次出现，未来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会保持在相对中

低水平。
二是从国别横向比较来看，各国财政收入占比情

况差异显著。虽然我国 2019 年大口径财政收入占比

为 33. 5%，宏观税负水平已经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

水平，但根据《2017 年度税收收入统计报告》，2016
年 OECD 国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为

41. 3%，显著高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对照不同标准

可能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平均水平会掩盖很多

国别差异，并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我国财政收入比重

已无较大扩展空间。丹麦国家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

值 的 比 值 为 45. 9%， 法 国 为 45. 3%， 比 利 时 为

44. 2%，分列 OECD 国家前三，远超过我国宏观税负

水平，如果以这些国家为标准，则我国还存在很大的

政策空间。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占比判断缺少 “锚

定标准”，其他国家财政收入增速及占比情况只能作

为参考。财政收入最优增速及占 GDP 比重受到很多

因素影响，包括国家的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以及

收入分配制度等，国情不同，差异显著。我国走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基于我国国情逐步形成的

中国特 色 发 展 模 式 及 相 应 制 度 安 排，中 国 道 路 是

“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独特的伟

大创造”，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国最

优财政收入增速和比重仍然是不确定的，不能简单套

用国际标准。我们需要根据基本国情，参考国际经

验，逐步通过改革探索最优路径，这一过程是 “摸

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各国国情差异显著，虽然当前财政增速下滑有其

必然性，但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也蕴含多重风险。因

此，我国最优财政收入增速和比重并没有一个统一标

准或者目标，需要在渐进式改革中不断调整，基于实

践进行制度或政策优化，从而逐步逼近最优值。
( 三)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要考虑速度规模

因素，更要基于发展质量审视我国财政收入增速问题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治

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将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我

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能否完成。因此，在审视财政收

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不仅要关注速度规模因素，更

要关注发展的质量因素。
相对于经济数量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复合

概念，除包含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等数量指标外，还

包括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经济与社会关系、经

济与生态关系等多重内容。从价值判断来看，经济发

展目的是财富的持续增长，包括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

协调、经济增长效益提升、经济增长稳定性增强、福

利分配改善、经济生态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内容。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不是追求最大化增长，而是最优

化增长，是考虑环境、投入要素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因

素基础上的，通过投入产出效率的最大化实现财富的

持续增长。这其中，人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最终要促进人的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更

要基于发展质量视角来看待审视财政收入问题。
我国财政收入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一些不

兼容。第一，财政收入体系容易导致经济结构扭曲，

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一是税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扭

曲了我国经济结构。如图 1 所示，我国税收以流转税

等间接税为主。间接税的累退性导致中国税制整体是

累退的 ( 岳希明等，2014［11］) ，这就导致国民收入分

配格局失衡，不利于居民收入占比提升，抑制了居民

消费需求，并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资源配置

的低效率 ( 沈坤荣和余红艳，2014［12］) 。二是土地出

图 1 历年我国税收结构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财政年鉴》、财政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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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收入比重过高、规模过大导致地方政府推波助澜，

房价不断提高，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发展主导产业之

一，资金流向房地产而不流向实体经济，不利于产业

结构调整，削弱了中国经济竞争力，阻碍了经济产业

体系协调发展。
第二，现行税制容易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不利于经济增长效率提升。根据表 2，国有企业在税

负分配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其所占比重也不断下降，

这就导致其他类型经济的不平等税收待遇，破坏了市

场竞争的基本原则 ( 沈坤荣和余红艳，2014［12］) ，从

而影响了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流转税基本都附着于

商品价格，容易干扰价格形成机制，从而进一步导致

价格无法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扭曲市场资源配置

作用，降低了市场效率 ( 王春雷，2015［10］) 。

表 2 分企业类型税收收入贡献情况

年份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

合作企业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公司 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港澳台

投资企业

外商

投资企业
个体经营

2011 14. 54% 0. 97% 0. 50% 0. 12% 45. 30% 10. 61% 3. 21% 6. 65% 13. 86% 4. 23%

2012 13. 52% 0. 88% 0. 56% 0. 09% 46. 38% 9. 76% 4. 18% 6. 32% 13. 33% 4. 99%

2013 12. 82% 0. 84% 0. 50% 0. 07% 47. 18% 9. 74% 3. 97% 6. 17% 13. 07% 5. 65%

2014 15. 23% 0. 43% 0. 47% 0. 04% 43. 04% 8. 41% 2. 65% 7. 69% 17. 87% 4. 16%

2015 11. 76% 0. 65% 0. 44% 0. 05% 49. 94% 9. 57% 4. 30% 6. 11% 12. 13% 5. 03%

2016 10. 64% 0. 60% 0. 37% 0. 04% 32. 12% 18. 24% 10. 81% 3. 84% 6. 30% 11. 97% 5. 07%

2017 9. 46% 0. 44% 0. 30% 0. 03% 32. 74% 16. 60% 12. 95% 3. 55% 6. 47% 12. 27% 5. 18%

2018 8. 30% 0. 38% 0. 26% 0. 02% 33. 68% 15. 03% 15. 44% 3. 57% 6. 36% 11. 52% 5. 43%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税务年鉴》。

第三，财政收入体系缺乏自动稳定机制，不利于

经济稳定增长。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设计缺乏自动

稳定器功能 ( 骆永民和翟晓霞，2018［13］) ，同时，土

地出让金等收入较高，不仅不利于经济稳定，反而可

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这就导致财政收入变动幅度

大于经济增速变动幅度。如图 2 所示，在经济新常态

以前，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但

2014 年以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却低于经济增

速。这就表明，我国收入是顺周期的，不利于经济增

长的稳定性。

图 2 GDP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图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及财政部、统计局网站。

第四，收入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不利于

规范政府行为。我国四大预算边界并不清晰，相互混

杂，形式和管理较为模糊，税收收入最为规范，但所

占比重较低，到 2019 年仅占四大预算收入的 44%。
收入大量以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等形式存在，缺乏

严格制度和法律约束，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

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同时，税收立法加速推进，但

现阶段税收法制化程度仍然不高，税法较少，缺乏基

本法，实体法数量也不足，而大量以条例、行政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形式存在，影响了税法效力，税制

的稳定性、严谨性和系统性不高，无法有效约束政府

行政部门权利，无法有效限制和规范政府行为。
第五，当前财政收入体系，特别是税制的收入分

配调节作用不强。我国所得税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但

到 2019 年其占税收收入比重仍只有 30. 2%，累进作

用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税 “缺位”，财产税体系

不完善，规模小、税基窄，登记和评估制度不完善。
而我国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质，从而导致收入制度整体

的收入调节作用不强，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

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发挥。
这些收入制度问题都对高质量发展产生着一定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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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财政收入与经济增

长关系，更要从发展质量角度审视财政收入体制。
( 四) 基于微观主体税感和受益感拓展财政收入

改革内涵和空间

前面的分析更多的是基于宏观层面分析，但社会

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微观

层面市场社会主体的税感强烈，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

中低收入者。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宏

观税负过高，而是市场主体的税感强烈 ( 闫坤和于

树一，2018［14］) 。因此，对于财政收入增速及占比问

题，也要从微观主体税感，即受益对象角度来分析。
我国整体税负不高，但税感很强烈，这不符合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一是收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仍不

高，存在大量非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土地出让收入

等大量存在且近几年高速增长虽然有效弥补了减税降

费后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但其缺乏严格的制度约

束，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恶化了市场环境，造成企

业与居民预期不明确，交易成本较高，不利于营商环

境的优化，因而导致税感强烈。
二是税负分配不合理，市场社会微观主体承担了

较多税负和制度成本。首先，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导致税收自动调节功能和税制弹性较弱，难以有效调

节收入分配的同时，也导致企业税负并未随利润增速

放缓而同幅度下降，增强了税感。同时，很多税负最

终转嫁到了商品里，普通消费者和居民成为高税负的

最终间接承担者，通货膨胀则进一步增加了居民税收

负担。其次，土地出让收入是当前地方政府的主要财

政收入之一，但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促使国内企业

各项成本快速上升，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抬高

了创业门槛，也导致多数居民难以承受高企房价，有

损社会公平正义。最后，我国社保费率大体处于国际

中等偏上水平，企业负担总体较重。但 2019 年，我

国社保费率和费基同时大幅下降，是中国社保制度史

上首次，从而有效减轻了企业负担和用工成本，是优

化社保制度结构和向发达国家社保制度逼近的一次重

要转折 ( 郑秉文，2019［15］) 。可见，我国税负分配不

合理，企业和居民很多时候成为税负的最终间接承担

者，因而税感很强烈。
三是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受益感还有待提高。从前

文分析可知，北欧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极高，

远远超过我国 33. 50%的税负水平，但这并未引起社

会整体的不满和讨论，其原因在于北欧国家高福利政

策，有效消解了税收痛苦感。因此，当前社会对财政

收入和宏观税负问题的热议，在很多程度上并不是宏

观税负本身高低的问题，而是来源于财政支出受益感

不强导致的“税负焦虑”，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

安排难以满足民众需要。虽然我国民生财政支出保持

高速增长，但支出效率以及支出受益感却并不尽如人

意，百姓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仍未得

到根本性改善，从而滋生公众的不满情绪，继而放大

税收痛苦感。同时，我国当前财政支出的透明度逐步

提升，政府也在不断推进预算公开，但总体来看，预

算公开改革进度相对比较缓慢，还难以满足改革需

要，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的表达权、参与权、知情权和

监督权，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市场社会主体的受益感。
因此，对于财政收入增速及占比问题，不仅要从

宏观层面关注财政收入增速及比重问题，更要关注微

观层面市场社会主体税感，通过降低税感、提升微观

主体实际受益感来拓展财政收入改革空间和政策空间

( 闫坤和于树一，2018［14］) 。

五、财政收入下降引致的风险分析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和税制等原因，在我国经济增

长趋势放缓过程中，财政收入下滑十分显著。虽然当

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有其必然性，但如果任由财

政收入继续下滑，那么将会引发一系列的潜在风险，

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 一)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最近几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不断攀升，

债务风险成为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

点之一。根据图 3，从 2016 年我国分省份债务率来

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平均为 253. 644%，债务程

度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 150%的最高参考

范围上限。这些债务若完全由地方承担，则地方政

府偿债压力可能过大，从而面临较大偿债风险，甚

至引起 债 务 危 机。从 分 省 份 来 看，贵州债务率为

448. 709%，湖南债务率为 398. 776%，辽宁债务率为

392. 885%，分别位列分省份排名前三，地方政府偿

债压力极大，面临的债务风险极大。但青海、北京、
浙江、江苏、广东和上海债务率均在 150%以下合理

区间内，面临的债务风险也就相对较低。可见，虽然

整体上我国债务风险不大，但局部和地区债务风险不

容忽视，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如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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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增速过慢，会弱化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恶化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不足会弱

化地方政府偿债能力，财力增长难以支撑债务偿还，

引发流动性风险; 另一方面，在政绩考核的现实压力

和财政收入增速不足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机

会主义行为，枉顾地方债务压力和金融风险，或明或

暗突破地方债务管理红线，从而使债务脱离控制。

图 3 2016 年分省份债务率

注: 本文界定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及城投债 ( 不包括其他隐性

债务) 。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 二) 财政支出可持续性风险

财政收入放缓，有可能会难以支撑财政支出刚性

增长，财政收支矛盾凸显，产生财政支出可持续性风

险。根据图 4，近二十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几

乎都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特别是近几年，预算支

出增速要明显大于预算收入，导致财政收支缺口增

加，财政赤字率已经逼近红线。2019 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为 190 382 亿元和 238 874
亿元，增速分别为 3. 8%和 8. 1%，增速差异显著，

财政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从未来支出趋势看，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补贴范围和标准继续

扩围和提高，扶贫攻坚、环保、乡村振兴等支出也继

续保持较高增长，同时财政支出虽然有所优化，但结

构不合理、公共投资边际效率递减等问题仍然存在，

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风险进一步凸显。虽然近期通过

压缩一般性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方式缓解支出

压力，但如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持续，则很有可能导

致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政府职能履行需要，影响社会稳

定和国家安全，危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实现。

图 4 历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 三) 政府治理风险

减税降费政策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增速缓慢，甚至

有所下滑，面对支出压力以及政绩竞争，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可能会采取非规范性或非制度化手段获得财政

收入，重蹈乱收费覆辙。如 2019 年全国非税收入同

比增长 20. 2%，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12%，均

远超税收收入增长，导致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进

一步下降。非税收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程度不高，相对

更加不公开透明，政府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不利于

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约束。一方面，非税收入增速过快

可能加重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

担，消弭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容易滋生乱

收费现象，阻碍转变政府职能，模糊市场与政府边

界，恶化市场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强化旧有财税制

度惯性，延缓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进程。
( 四) 财政腾挪空间受到制约

在减税降费政策、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刚性支出

压力持续增加背景下，政府财政腾挪空间受到极大限

制。首先，我国已经难以继续依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

设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否则杠杆率将越来越高，并将

风险后推，增加系统性风险①。土地出让收入也受到

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调控的极大影响，过去财政收入

高速增长的既有路径已很难再实现，财政增收需要新

的思路和路径。其次，近两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其导致财政收入刚

性下降，压缩财政腾挪和作用空间，这在面对重大冲

击时显得尤为重要。在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财政部出台了一揽子财税政策措施，支持打赢疫

01
① 参见楼继伟在第九届财新峰会的演讲，网址: https: / / finance. sina. com. cn /meeting /2018－11－18 /doc-ihmutuec1326329.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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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战，其底气就在于过去二十多年财政收入高速

增长所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减税和降低社保费率等

相关政策是长期性、持久性的，这就带来财政收入的

刚性下降，压缩了财政作用空间，降低了财政应对重

大冲击的能力。如果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

则可能威胁未来财政收入的可持续，降低财政风险承

受和消解能力。政府也采取了压缩一般性支出、增发

地方债和提高赤字率等措施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但这

些政策并不具有持续性。同时，收入易降难升，持久

性增加稳定财政收入的手段包括开征新税等，但实施

难度极大。征税问题极为敏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纵观世界史，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

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无不是征税问题。因此，减税

降费政策带来收入下降，虽然理论上能通过经济增长

带来的税基扩大来弥补，但减税降费政策是政策性和

“运动式”的，短时间内有效果，很难解决经济面临

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政策边际效应会快速递减，

政策的长期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有待于观察。面对人口

老龄化、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利等财政刚性支出持

续增加，财政面临政策性持续减收，面临两难困境，

应对重大冲击的能力不断降低，可闪转腾挪的空间进

一步缩小。

六、构建现代财政体制化解财政收入风险

( 一)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我国财政收入问题

和挑战更趋复杂，面临很多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但

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财政收支矛盾凸显，既是风

险，也是机遇。财政收入下滑会倒逼政府加快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进程。推进财政收入

改革，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一是要有系统思维。对于

财政收入风险和挑战，其本身并不仅仅是财政收入体

系的问题，而是财政制度整体改革的问题。因此，要

跳出收入看收入，通过收入支出联动改革，强化顶层

设计，构建现代财政体制。二是要有质量思维。当前

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关注主要从速度规模角度，但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相对于数量规模，我们要更

加注重财政收入质量，一方面要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

的现代财政收入制度，另一方面收入也应该更加依赖

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可靠增长。三是要有人本思

维。我国改革与发展都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

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 取 向 ( 刘 晔，2018［16］) 。

从“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审视，财政收入改革要

更加重视微观主体税感和受益感，要通过降低税感，

提升实际受益感，拓展财政收入改革空间和政策空

间。这就要求在政策实施和制度改革中，要提升企业

和民众参与感，推动政策和改革与企业民众需求匹

配，有效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痛点。
( 二)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趋势已很难实现，未来可能

更需要依赖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的稳定

增长。因此，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财政体

制，应对未来收入风险和挑战。
1. 保持总体宏观税负基础上，通过提升微观主

体获得感和受益感，拓展政策空间。
首先，总量上保持当前财政收入规模大体不变，

稳定税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要在巩固和拓

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

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经

济活力。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减税降费政策近两年对

财政收入冲击较大的事实，加强结转结余资金清理和

管理，严格规范财政专户管理，建立盘活存量资金与

预算安排挂钩机制，通过盘活存量资金、资产或国企

集中上缴利润等方式，避免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短

期大幅下降。
其次，针对市场社会主体痛点，实施针对性政策

措施，提升政策获得感。一是继续简并增值税税率，

推动税率三档并两档，简化税制，增强税收中性; 二

是清理税收优惠，简化税制，提高税制透明度和稳定

性，引导市场社会预期，提升税收遵从，降低遵从成

本; 三是逐步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全面清理相关税

收优惠，使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一致; 四

是降低企业社保缴纳费率，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等。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期间，降低企业社保缴纳费率政策十分重要。
最后，要建立政策科学决策机制。在实施减税降

费等政策时，要加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引入

“参与式民主”，赋予人大全口径预决算审查监督权，

通过听证活动或征求意见等增强公众参与实效，建立

健全重大决策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机制。拓宽利益相

关者的意愿表达机制，通过多元协商共治模式，有效

调动各利益主体积极性，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和参与获

得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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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全债务管理制度，逐步化解债务风险。
梳理债务类型，通过债务置换、债务重组等方式，

分类分步稳妥推进存量债务化解，拓宽偿债渠道，完

善政府债务偿还机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提升

地方政府债券的流动性。加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与债

务管理，建立健全债务风险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

完善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强化人大和上级部

门对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问题的监督和管理。
同时，要统筹安排政府投资与债务规模，合理安排政

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改进政府项目决策机制，建

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3. 通过收入支出联动，“开源节流”并举，有效

缓解短期收入增速下滑压力。
( 1) 构建多元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
在科技、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等领

域，推进构建多元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创新财税

政策实施方式，通过产业投资基金、补助、贴息等方

式，引导金融社会资本加大投入，建立健全公司债券

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

结合的融资渠道。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 PPP )

模式，构建 PPP 项目监管规制体系。加快推进融资

平台市场化转型，提升平台公司的治理水平，推动政

府融资平台向城市运营和产业投资主体转变。
( 2)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控制行政性消费，盘

活存量资金，强化资金统筹使用。加大对民生领域

的支持力度，推进财政向乡村振兴、扶贫、教育、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倾斜，促进就业创业，

支持公平优质教育发展，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

保障水平。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

区域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和

地区发展差距。
( 3)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财政资金使

用效率。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强化预算与绩效管理

的衔接，逐步建立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

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厘清各级政府和各职能部门受

托责 任，强 化 责 任 约 束，硬 化 绩 效 约 束，扩 大 政

府、部门预算绩效评价与管理覆盖范围，强化绩效

评价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挂钩机制。完善和细化各领域各行业预算绩效评价

指标体 系，形 成 横 向 纵 向 可 比 和 可 衡 量 的 指 标 体

系，探索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强化信

息互融互通。
4.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长期财政收入

增长潜力。
长期财政收入增长来源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

可靠稳定收入。因此，要化解收入风险，提升中长期

财政收入增长潜力，必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1) 建立权责清晰、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
进一步细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强

化中央责任，中央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环境保护

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压缩中央和地方共同事务以及

委托事务数量。明确财政支出标准，基于财政可承受

能力和民生需要合理确定公共服务水平。基于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调整完善财权和财力，推进地

方税体系建设，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将其逐步培育

成地方 主 体 税 种。加 快 中 央 与 地 方 关 系 的 法 制 化

建设。
( 2)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经济运行制度成

本，激发市场活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逐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和

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破除生产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如行政性垄断、资本市场结构

性扭曲等，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降低经

济运行制度成本①。
( 3) 完善科技创新的财税支持政策。
创新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首

先，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创新财税支持方式。加大对

科技和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财政科技投入增长

机制，推进多元化投入体系建设，创新财税支持方

式，推进支持政策的市场化运作，灵活运用事后奖

励、政府采购等多种财政手段，引导金融社会资本加

大投入，实现协同开放创新。优化科技创新税收优惠

政策体系，实施普惠制的科技税收特惠政策，建立以

间接 优 惠 为 主、直 接 优 惠 为 辅 的 科 技 税 收 优 惠

体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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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网址: http: / / finance. people. com. cn /n1 /2018 /0725 /c1004－30168285. html。
参见网址: http: / /www. gmw. cn /xueshu /2018－11 /27 /content_32052958.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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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调整财政科技支出结构，明确支持重点。
当前财政支持的重点包含六个方面: 基础研究; 中小

企业创新; 企业竞争前研发活动; 科技创新服务体

系，特别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产学研合作; 产业共

性技术。这些领域普遍是市场失灵、经济社会发展的

关键瓶颈或具有重要国家战略意义的领域，财政需要

加强对科技创新薄弱环节的重点支持。
最后，健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体系。深化促进

自主创新的技术与产品采购政策，明确企业技术创

新成果 及 产 品 优 先 进 入 政 府 采 购，鼓 励 企 业 自 主

创新。
5. 推进财政收入结构性改革，强化制度供给。
( 1) 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
统筹安排四大预算及债务预算，将所有财政收入

资金都纳入统一管理，进一步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厘清四大预

算边界，逐步实现预算横向和纵向的可比，强化预算

权力的集中统一管理，真正实现公共资金的 “全口

径”管理。
( 2) 逐步调整财政收入结构。
首先，要清费正税，提升财政收入规范化程度。

提升税收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降低非税收收入

比重，推进财政收入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要清理各种

政府性基金，全面规范和整合各项行政性收费，取消

不合理收费，防止乱收费，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替代

土地出让金及相关收费，推进社保费改税。
其次，要调整税收结构和征收环节，增强税收自

动稳定器和收入调节功能。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

接税比重。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

革，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力度; 加快推进现

代房地产税改革，培育地方主体税种; 适时开征遗产

与赠与税。推动税收征收从生产经营等前端环节向收

入、消费、财富等后端环节转变，强化收入分配调节

和自动稳定器作用，当前消费税从生产环节征收改为

零售环节征收。改革完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课征

范围，适度提高资源税税率水平，强化资源税调节

作用。
( 3)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高财政收入制度化

水平和可预见性。
践行税收法定原则，提升财政收入制度的稳定性

和可预见性。要加快推进税收立法，推动税收依据从

以税收暂行条例为主，向以税法为主转变，避免立法

的行政化倾向。通过推进税收法治进程，提升财政收

入制度稳定性和透明度，稳定市场社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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