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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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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ＧＭＭ模型，对税制结
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综合指标来看，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

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２００５年以来处在拐点右侧区域，即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为负；从经济
增长质量的各分项指标来看，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创新和共享效应为正，但其绿色、开放和协调效应为负；从分

地区角度来看，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地区差异明显，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正向效应，而在东部和

西部地区表现为抑制效应。最后，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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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３０多年的较快增长之后，现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
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竞相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传统模式难以

为继。为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

理念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理念是解决人与自然问

题，开放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理念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升。但在结构性

改革的过程中，与其相伴的税制结构却一直失衡严重，制约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调整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

比重”。但对于如何调整税制结构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观点，更无文献从提升经济增长质

量的视角探讨调整税制结构的努力路径问题。为此，本文拟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实证分析我国

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并据此探讨优化税制结构的对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是从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

效应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张荐华和禄晓龙（２０１３）［１］实证研究表明，直接税的经济增长效应有限，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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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税则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正效应；余红艳和沈坤荣（２０１６）［２］基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数据分析发现，
“效率型”税制结构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刘成龙和王周飞（２０１４）［３］通过构建税收累进性模型，
研究发现直接税发挥了收入分配的正效应，而间接税发挥了收入分配的负效应。

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以筹集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标，所以我国税制结构一直以间接税为主。随

着改革的深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成为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学界也开始从共享、

协调、绿色、创新、开放等视角，探讨了它们与税制结构调整的关系：冉美丽（２０１５）［４］从分担共享的角
度研究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邓力平（２０１６）［５］从理论分析的层面，探讨了税收在五大发
展理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定位问题；崔亚飞（２０１７）［６］构建税制绿色化指标，探讨了我国税制结
构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陈建东等（２０１５）［７］分析了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张希
（２０１４）［８］研究了税收安排对各区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马腾君（２０１１）［９］讨论了税制结构
安排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潘文轩（２０１５）［１０］从税收政策与对外开放的视角，探讨了“走出去”和“引进
来”应该采取的税收政策问题。然而，这些文献都是从某一角度研究税制结构调整问题，尚无文献对

经济增长质量与税制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探讨。

此外，为了优化税制结构，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国内学者也对税制结构优化路径进行了研

究。目前，学术界在优化税制结构路径上，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优化税制结

构，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比如，安体富（２０１５）［１１］认为目前我国税制结构的主要问题
是直接税比重偏低，要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郭月梅（２０１４）［１２］等认为在当
前国情下，提高直接税具有一定困难，必须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提高直接税并不

能作为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的目标。比如，杨志勇（２０１４）［１３］、李颖（２０１６）［１４］认为应该将专
项收入与政府性基金考虑在内，并据此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进行重新测度发现，广义直接税已经

超过间接税，大口径下的间接税也在可控范围之内；郑升豪（２０１４）［１５］认为直接税的调节作用被高估，
应该通过税制改革、扩大税基等途径自然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可见，在调整税制结构的路径问题上，

学界尚无统一结论。因而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视角对税制结构的研究，为调整税制结构问

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为考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拟通过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由于面板

数据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自相关性、内生性问题，且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等特点，这可能使得估

计结果出现偏差。为解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文采用Ｂｌｕｎｄｅｌｌ和Ｂｏｎｄ（１９９８）［１６］

提出的系统ＧＭ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但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还可以提高估计效率。
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ＱＥＧｉｔ＝δ０＋δ１ＱＥＧｉｔ－１＋δ２ＳＴＳｉｔ＋δ３ＳＴＳ
２
ｉｔ＋∑δｋＸｉｔ＋μｉｔ

上式中，ＱＥＧ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由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是连续
变量，将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阶滞后项 ＱＥＧｉｔ－１引入模型。税制结构 ＳＴＳｉｔ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探讨税制结构可能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非线性影响，本文将税制结构的平方项 ＳＴＳ２ｉｔ也引入模型。
此外，∑δｋＸｉｔ为各控制变量，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在实证次序上，本文先实证分析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的影响，继而分析税制结

构变迁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经济增长质量分项指标的影响，最后分地区探讨税制结构变

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对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税制结构 ＳＴＳｉｔ，用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度量。借鉴刘佐
（２０１０）［１７］、刘虎（２０１２）［１８］的做法，将烟叶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有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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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值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税种作为直接税。

对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学界并无统一的衡量标准。研究初期，一部分学者主张用

全要素生产率（ＴＰＦ）来核算经济增长质量，比如，Ｃｈｏｗ和 Ｌｉ（２００２）［１９］认为全要素生产率越大，经济
增长质量越高。随着研究的深入，更为完善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也不断涌现：钞小静和任保平

（２０１１）［２０］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４个维度构建
了经济增长质量核算体系；詹新宇和崔培培（２０１６）［２１］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
为指导，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测度出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并详细报告了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项分类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为与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相一

致，本文选取詹新宇等（２０１６）［２１］构建的核算体系所测算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和５个分项经济增
长质量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为验证税制结构变迁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的稳健性，本文还采用Ｃｈｏｗ和
Ｌｉ（２００２）［１９］的核算方法重新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并用其进行稳健性检验。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本文选取以下经济因素作为其他控制变量，并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反映

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为人均ＧＤＰ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第二类为反映各地区经济开放
程度的指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度量；第三类为反映地域发展状况的指标，主要是城镇化率和金融

业发展程度；第四类为反映各地区制度环境的指标，参考刘海庆等（２０１１）［２２］和陈华等（２０１０）［２３］的做
法，将宏观税负和非国有化程度作为测量制度因素的代理变量。具体变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类型、名称、符号与定义

指标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

关键解释变量 税制结构 ＳＴＳｉｔ 直接税／税收收入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ＧＤＰ ＩｎＰＧＤＰｉｔ ＧＤＰ按照价格指数平减后取对数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ＰＩＦＡｉｔ 固定资产总投资／总人口

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贸易依存度 ＦＴＤｉｔ 贸易进出口总值／ＧＤＰ

地域发展状况
城镇化率 ＵＲｉｔ 各省份城镇人口／总人口

金融业发展程度 ＭＯＮｉｔ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ＧＤＰ

制度环境

宏观税负 ＭＴｉｔ 税收收入／ＧＤＰ

非国有化率 ＲＮｉｔ
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销售产值／
规模以上企业工业销售产值

本文各省份税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在线数据库。税收

收入采用狭义的税收收入，即不考虑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此外，由

于詹新宇等（２０１６）［２１］测算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和分项指标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本文根据其方法
将数据更新到２０１５年，测算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份
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

《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综合指标实证分析

１回归结果
为了考察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及其稳定性，本文逐步加入不同种类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见表２）。模型（１）只含因变量一阶滞后项和税制结构变量；模型（２）加入税制结构的平方项；模型
（３）将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在内，加入人均 ＧＤＰ（取对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模型（４）在模型
（３）的基础上加入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贸易依存度；模型（５）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将地域状况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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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模型（６）则在模型（５）的基础上加入制度环境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表２ 综合指标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ＬＱＥＧ １０４７８

（０００８２）
１０３８５

（００１３３）
０８６９０

（００５４６）
０９１０３

（００６２０）
０８１７３

（００６００）
０９１４９

（００６８０）

ＳＴＳ －２０９２５

（０３３５７）
１３２２９

（００８３１）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１６５）
２３７５０

（０４５３２２）
１８４３７

（１４２９５）
２１３２７

（０３６５６）

ＳＴＳ２ －３２８９７

（０９７２１）
－０２７８７

（０００５１）
－７２１６６

（２１７１７）
－４４８７４

（０８４０３）
－４２５５１

（０５９５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８０７５

（０１０５０）
０４８６１

（０１８６６）
１０３０９

（０２５６４）
０４９０２

（０２５４５）

ｌｎＰＩＦＡ －０４０８６

（０２４３０）
０２０１１
（０２９７３）

０３５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７５０８

（０４０３６）

ＦＴＤ ０６５８２

（０３４０５）
０１５４８
（０４０７５）

０３８４６

（０００９９）

ＵＲ －１２９６２
（０９００７）

－１８６６９

（０９８２４）

ＭＯＮ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２９８
（０１０７１）

ＲＮ ０２０４２

（０００４２）

ＭＴ ３５９６８

（２１４３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９７０７

（００９９４）
０１５３２

（０００１８）
－７０４７３

（１５４０４）
－４８２４３

（１８２９２）
－９８０１６

（２４１２８）
－６１３７０

（２１８３９）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 ０９３５３ ０９０８１ ０７１６２ ０８８００ ０５７７９ ０６６００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０９９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各统计量的稳健标准误 ＡＲ（２）的检
验统计量，用于考察一次差分残差序列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其原假设是不存在自相关；表３至表５同

根据表２中模型（１）～（６）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首先，经济增长质量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明显的动态连续性，上一期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果会延续至

下一期。其次，在所有的回归中，虽然ＡＲ（１）均接近于０，拒绝原假设，但 ＡＲ（２）接受了原假设，扰动
项的差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同时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结果表明在１％的显著性水平接受原假设，工具变
量不存在过度识别。最后，模型（１）仅检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税制结构
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模型（２）加入税制结构的平方项，结果表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
长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二者存在倒Ｕ型关系。在模型（２）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可以发现其拐点
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２０１１处。为了进一步验证此关系，逐步引入四类控制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二者
倒Ｕ型关系仍然成立，在模型（３）、模型（４）、模型（５）、模型（６）中分别对税制结构求偏导，拐点依次
为００７３６、０１６４６、０２０５４、０２５０６，可见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
地域状况、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模型（６）的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２５０６
处。即税制结构小于０２５０６时，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当税制结构超过０２５０６，税
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则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０５年之前，全国税制结构均值处于拐
点左侧，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作用，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其处于拐点右侧，税制结构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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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质量存在抑制效应。对此进行以下分析：

第一，自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以来，效率型的税制结构顺应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要求，税制结构的经济
增长质量效应为正，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对税制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实证证明，税制结构

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转变为负效应，这意味着经济社会环境都在发生变化，如果税制结构不改变，经

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便会受到阻碍。

第二，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税制结构比重由２８％逐年提升至４２％，逐步接近“双主体”税制结构，但
从２００６年之后，税制结构的调整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般来讲，税制结构有两种调整途径：
一种是直接降低间接税比重，另一种是通过税制改革、加强征管、扩大税基等方式间接提高直接税比

重。而近几年的改革，比如，我国现在正在推行的“营改增”改革，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了间接税在税

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间接提高了直接税的比重。但是实证结果表明，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调

整路径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并不理想，而且一旦越过Ｕ型关系的拐点，它对经济增长质量还表
现为抑制作用。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稳健性，在此采用Ｃｈｏｗ等（２００２）［１９］的测算方法，利用

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经济增长质量。表３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回归结果，模型（７）仅检验税制结构
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依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模

型（８）加入税制结构的平方项发现，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表现为倒 Ｕ型关系；模型（９）～
（１２）依次加入四类控制变量之后，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倒 Ｕ型关系依然存在，而且拐点出现
在税制结构为０２４５３处，即出现在２００５年前后，可见表２的实证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３ 综合指标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ＬＱＥＧ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３９２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５５）

ＳＴＳ －０１３０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８１９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６９９

（００２４３）
１０６９０

（００４７８）

ＳＴＳ２ －５３２３６

（００８８２）
－４８６０４

（００８４６）
－４９１５９

（０１６５５）
－４５２７２

（０２１５５）
－２１７８８

（００５６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５３）

ｌｎＰＩＦＡ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０６０）
－０１２９８

（００１００）
－０１１８７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１３７）

ＦＴＤ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４１）

ＵＲ －０１４４６

（００２８７）
－０１２０４

（００３９６）

ＭＯＮ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０２６）

ＲＮ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２２６）

ＭＴ ０１２２７

（００５９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０３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１５２９

（００１９７）
－０２４６６

（００１９８）
－０２９７９

（００５２６）
－０２７６８

（００３７０）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 ００５３５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８３６ ００７２５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５１８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０９９６４ ０９９６７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９７３ ０９９７１ ０９９８５
观测值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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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项指标实证分析

根据综合指标实证结果得知，税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但还需深入
分析税制结构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项分项指标。为此，本文将税制结构分别与经济增长

质量的五项分指标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４。

　　表４ 分项指标回归结果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模型（１７）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ＬＱＥＧ
０７３２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８９５５

（００２４５）
０６２１０

（００３９８）
０７８１３

（００５７１）
０７３２８

（００４１１）

ＳＴＳ
－１３３８９

（０５０７７）
２８３７３

（０９０２３）
－１５７８４

（０３５４２）
２５０４６

（０８７６４）
－１５６８０

（０２６７４）

ＳＴＳ２
２２６５９

（０４２４５）
－３９７１５

（１７６７１）
１７３４６

（０４２７２）
－３３４８１

（０３６５０）
２２２４８

（０７５２７）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４５８５

（０３９８７）
－００２７２
（０７４７２）

１３３３５

（０２６５９）
０５１６６

（０２３６６）
１０９０１

（０５１６４）

ｌｎＰＩＦＡ
－１２９７９
（１０７５１）

－０６９５２

（００４６２）
－０７５３９

（０３０２）
１１４９０
（１０４２３）

１４００８

（０４２１７）

ＦＴＤ
－２２７７２

（０８８３１）
３９０７２

（１３９６７）
－０２３２２
（０４８０３）

－０３６８６

（０００９５）
０７０６９

（０１１４７）

ＵＲ
０１６６３

（０００１８）
－３１６３９
（３５１００）

２１９１０

（０５３９３）
－１３１８７
（１１３９８）

１５７３１
（２１６２７）

ＭＯＮ
－０１２５６
（００９１８）

０５３４０

（０２４４９）
－０３７５０

（０１０２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１６３７）

－０４３３３

（０２６２６）

ＲＮ
－０３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
－５３８７３
（３３３３４）

－２１０２８

（０９８６９）
－３５９９６

（１１３７７）
－５８７４０

（２５０５５）

ＭＴ
－０５４８２
（２３０７３）

－４０６５７

（０４７９０）
０１３５４
（４１６７０）

５４８６５

（３２４９３）
－１５７０３
（４１２３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１０８９３

（２４８３７）
－１３３１９

（０１８４６）
－８６８７５

（１８８４５）
－８５７７０

（２３２６９）
－５２１０３

（１６９３０）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 ００５５０ ０１０２７ ０１５０６ ０９１７７ ００５１９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４６５

表４中，五大发展指数的一阶滞后项系数在１％的显著水平上均为正，进一步验证了经济增长质
量变动存在持续性。ＡＲ（１）检验拒绝原假设，而ＡＲ（２）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模型
设定可靠。同时，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显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模型（１３）～（１７）分别研究税制结构变迁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项经济增长质量分指标的
影响。综合实证结果作出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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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税制结构与创新指标呈现Ｕ型关系，税制结构变迁的创新效应先为负后为正。根据实证
结果，在模型（１３）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结果显示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２９５４处。即税制结构
小于０２９５４时，税制结构对创新指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税制结构大于０２９５４，税制结构对
创新指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分析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之前，税制结构均值小于０２９５４，税制
结构变迁的创新效应为负，但２００８年之后，税制结构均值大于０２９５４，税制结构变迁的创新效应
为正。

第二，税制结构与协调指标呈现倒Ｕ型关系，税制结构变迁的协调效应先为正后为负。根据实证
结果，在模型（１４）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３５７２处。即税制结构小于０３５７２
时，税制结构对协调指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税制结构比例超过０３５７２，税制结构对协调指标存
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根据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之前，税制结构均值小于０３５７２，税制结构变迁的协
调效应为正，但２０１２年之后，税制结构均值大于０３５７２，税制结构变迁的协调效应为负。

第三，税制结构与绿色指标呈现Ｕ型关系，税制结构变迁的绿色效应显著为负。根据实证结果，
在模型（１５）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４５５０处。即税制结构小于０４５５０时，税
制结构对绿色指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税制结构比例超过０４５５０，税制结构对绿色指标存在显著
的促进作用。根据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税制结构均值均小于０４５５０，这意味着税制结构变
迁的绿色效应显著为负。

第四，税制结构与开放指标呈现倒Ｕ型关系，税制结构变迁的开放效应先为正后为负。根据实证
结果，在模型（１６）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３７４０处。即税制结构小于０３７４０
时，税制结构对开放指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税制结构比例超过０３７４０，税制结构对开放指标存
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根据本文数据分析，２０１３年之前，税制结构均值小于０３７４０，税制结构变迁的开
放效应显著为正，但２０１３年之后，税制结构均值大于０３７４０，税制结构变迁的开放效应为负。

第五，税制结构与共享指标呈现Ｕ型关系，税制结构变迁的共享效应先为负后为正。根据实证结
果，在模型（１７）中对税制结构求偏导，拐点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３５２４处。即税制结构小于０３５２４
时，税制结构对共享指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税制结构比例超过０３５２４，税制结构对共享指标存
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本文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之前，税制结构变迁的共享效应为负，但２０１１年之
后，税制结构变迁的共享效应为正。

（三）分地区实证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都各不相同。因此，为了考察税

制结构的整体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本文对税制结构进行分地区研究，将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①出发，

利用詹新宇等（２０１６）［２１］核算法和ＴＰＦ核算法［１９］分别回归，考察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三大地区层面出发，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表５显示估计结果都通过了扰动项差分无自相关
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估计结果因变量的滞后项系数也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１８）、（２０）、（２２）为
詹新宇等（２０１６）［２１］核算的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模型（１９）、（２１）、（２３）为全要素生产率
（２００２）［１９］核算的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稳健性呈现Ｕ型关系，西部地区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稳健性呈现倒Ｕ型关系。

根据模型（１８）、（２０）、（２２）实证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呈现 Ｕ型
关系，西部地区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呈现倒Ｕ型关系，拐点分别出现在税制结构为：０４８０３、
０２６８８、００８８８处。东部地区，税制结构均位于拐点左侧，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效应；
中部地区，２００５年之前，税制结构位于拐点左侧，但２００５年之后，税制结构位于拐点右侧，经济增长质
量效应随着税制结构的提升而变好，税制结构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先为负后为正；西部地区，税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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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包含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海南１１个省份；中部包含山西、黑龙江、吉
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共８个省份；西部包含广西、内蒙古、宁夏、西藏、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
肃、青海共１２个省份。



构均位于拐点右侧，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负效应。因此，在中部地区税制结构变迁的经

济增长质量为正，而东、西部地区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显著为负。

表５ 分地区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模型（１８） 模型（１９） 模型（２０） 模型（２１） 模型（２２） 模型（２３）

ＬＱＥＧ ０７８７３

（００４７７）
０１１７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３６８８

（００５３９）
－０２３１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９４０１

（００５４４）
－０５２２４

（０２０７７）

ＳＴＳ －２３０６７

（０２５１９）
－０１１２５

（００５９８）
－１４２００

（０２２６４）
－０４４１８

（００５７３）
１６５８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５３７９

（０１２１３）

ＳＴＳ２ ２４０１４

（３０２５５）
２２４３１

（０６２７８）
２６４１２

（７５１４１）
３５４１３

（０２４４４）
－９３４０７

（５０４７１）
－８１３４６

（２４７５８）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５９７５

（０１７５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１０６）

１６８７９

（０２５２８）
０１３４２

（００１８０）
０１７４６
（０２７９７）

０１７１５

（００７９０）

ｌｎＰＩＦＡ ０９９８３

（０３７８３）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３５７）

０９１４７

（０３９６２）
－０１２９２

（００２９０）
－１１８３４
（０７７７７）

－０３８４８

（０１１６２）

ＦＴＤ ０１１９２
（０２４４４）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２２５）
８１８８３

（１３８６１）
０８４９６

（０１１３３）
２８０５０

（１１２１６）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６９６）

ＵＲ ０７２６７

（０３９６０）
－００９１６

（００３０１）
－３７９３５

（１３２３１）
－０５９８４

（０１１３５）
０３６９１
（０８０９７）

００５７８
（００８３９）

ＭＯＮ －０１１８１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６４）

－０４３０５

（０１４２０）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９１）
０３５４９

（０２０１８）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３１１）

ＲＮ －００２２８
（０５４０６）

－００４７４
（００４６８）

－０８９２９

（０５０４０）
－０１０５７

（００４３８）
１５４５８

（０８３１６）
－０６８８９
（０４３９１）

ＭＴ ００７９３
（０８４６０）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６９６）

２７９９３
（２４４２９）

－０９０６５

（０１８５８）
４００６８
（３０３５５）

－２６２０１

（１４０９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９６６０

（１６６５７）
－０１２５９

（００７１６）
－１３４６０５

（１８９１７）
－０８４２１

（０１１４３）
－２８７７９

（０５５７４）
－１０９３４

（０３７２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Ｒ（２） ０５５４１ ０３９１３ ０８２６３ ００５８０ ０４７４０ ０１０２１

Ｐ（Ｓａｒｇａｎ）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８０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ＧＭＭ模型，对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
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项指标与分地区指标进行回归，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视角分析了税制结构变迁

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从综合指标来看，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Ｕ型关系，２００５年以来处在
拐点右侧区域，即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抑制效应，税制结构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增长质

量的提升。

第二，从分项指标来看，税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各分指标都表现出显著的Ｕ型或倒Ｕ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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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近些年来，随着税制结构的变迁，它的创新和共享效应为正，但其绿色、开放和协调效应为负。

第三，从分地区角度来看，税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在东、中部地区表现为Ｕ型关系，但在西
部地区表现为倒Ｕ型关系。近些年来，税制结构变迁提升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但抑制了东
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可见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二）政策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税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倒 Ｕ型关系，并且在各分指标、各地
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税制结构的改革目标，使改革措施更具针对性。税制结构改革的目标即

基本目标是提高直接税占比，但是实证表明，笼统地提高直接税比重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

升。其原因就是税制改革未能兼顾各地区、各税种的特性，不够细化，针对性不强。因此，必须细化改

革目标，优化改革路径，根据“五大发展理念”制定有指向性的改革策略。在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着

重提高对创新、绿色、协调、开放指标的调节作用。

第二，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差别化地推动各领域财税改革。对于创新、共享指标，税制

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因此，在这些领域应该通过合理路径，适度增

加相应直接税的比重；对于协调、开放指标，税制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贡献率呈下降趋

势，可见，在这些领域，则应适度降低相应直接税的比重；对于绿色指标，虽然现阶段税制结构变迁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但实证表明它们呈 Ｕ型关系，当税制结构跨过拐点之
后，税制结构变迁的绿色效应将由负转为正，因而对于绿色指标，应尽快落实环境保护税，助推绿色

转型。

第三，正视地区差异，逐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因地制宜地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对中部地区，税制结

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贡献率也随之提升，因此，应适度提升中部地区直接税比重，但务必通

过合理路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反，税制结构变迁抑制了东部和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因而对这两个地区，应进一步完善改革路径和地方税体系，适度降低辖

区的直接税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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