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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收努力是地方政府将税收能力转化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充足的财政收入才能满足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利用中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３０个省份的宏观数据，测度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
泰尔指数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实证分析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机制，并选择财政支出民

生性偏向和宏观税负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

究。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主要通过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

距的影响伴随着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宏观税负的提升而呈现显著的非线性负效应，当民生性财政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比重超过３７４％时，负效应显著提升，而随着宏观税负超过其门槛值时，负效应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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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是避免中国陷入“社会危机陷阱”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财

政政策作为调节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基本政策手段，通过改变要素配置影响居民的消费、投资决策和

收入分配，能直接并及时地影响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然而，在中国经济下行、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

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宏观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使得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等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政策实施受阻。如何有效地将地方税收能力转化为财政收入，来满

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已经成为各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既定的经济基础及税制结构下，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是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由于

中国“税收征管空间”的巨大，即应征税额和实征税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征管

来增加税收收入（高培勇，２００６）［１］，有研究表明，当地税系统查实率上升１个标准差（１５％），将带来
地税税收收入６８％的增长（周黎安等，２０１２）［２］。这种将税收能力转化为税收收入的税收征管因素
就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吕冰洋和郭庆旺，２０１１）［３］。除了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税收努力对财政支出
结构的调整也起到重要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政绩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财政支

出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建设、轻民生”倾向（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朱青，２００８）［４～５］，这样的支出结构在
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加重了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和扩大城乡消费差距等社会

问题。为了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的目标，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等工作要求。而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要实现“民生财政”

转型，就必须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这类民生领域的资金支出规模。但由于对财政支出的

存量调整关乎各相关部门的利益，实施有一定阻力，因此支出结构调整途径以增量调整为主，即在不

改变原来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加大民生财政支出规模，从而提高该类支出

的占比（朱青，２００８）［５］。因此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努力增加的税收收入直接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

·１·



进而影响城乡消费差距。

税收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不仅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及结构，还

取决于地区的宏观税负大小。随着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提升，财政收入规模扩大的同时宏观税

负也会上升。中国超过九成的税收收入来源于企业（高培勇，２０１５）［６］，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差异使得
不同地区的企业面临统一的名义税率，而实际税率却各不相同（陈晓光，２０１６；吕冰洋等，２０１６）［７～８］。
当宏观税负上升时，该地区的企业由利益驱动而向外流出，导致未来财政收入流失、经济增长潜力下

降和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进而扩大城乡差距。因此，研究税收努力的经济效应问题时，既要分析税

收努力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又要考虑宏观税负这一外在条件。

基于以上背景和文献，本文试图深入分析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分析在地方政

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不同和宏观税负增加的情况下，税收努对城乡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与既

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首次将税收努力作为分析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因素；第二，研究税收努力的经济效应时，既考虑了税收努力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又考虑了对宏观税负

的影响；第三，将税收努力作为影响财政支出和影响投资的因素，引入ＩＳ－ＬＭ模型理论性分析政府税
收努力对消费的影响；第四，依次选择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和宏观税负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回归

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城乡消费差距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传统ＩＳ－ＬＭ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严成睴（２０１３）［９］的研究，本文从总需求的角度对税收努力通
过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研究，传统ＩＳ－ＬＭ模型是研究税收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个基础理
论框架，分析了税收增加通过影响可支配收入负向影响总支出和总收入，但这种局部均衡分析，忽略

了税收的来源和用途。为引入政府的税收努力，本文将政府税收收入分为两部分，一是没有税收努力

时的既定税收，二是通过税收努力增加的税收，并假设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除此

之外，税收努力的不同使得企业实际税率不同，意味着税收努力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并与投资呈负相

关关系。因此，税收努力和财政支出之间的均衡关系，以及税收努力对投资的影响关系便可以依次引

入传统ＩＳ－ＬＭ模型。
（一）税收努力对消费的影响

ＩＳ－ＬＭ模型是分析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的模型，但除此之外，ＩＳ－ＬＭ
模型也可以考察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均衡时收入的影响。具体框架如下：

Ｙ＝Ｃ（Ｙ－Ｔ）＋Ｉ（ｒ）＋Ｇ （１）
Ｍ／Ｐ＝Ｌ（ｒ，Ｙ） （２）
式（１）代表产品市场均衡状态下的ＩＳ曲线，其中Ｙ、Ｃ（Ｙ－Ｔ）、Ｉ、ｒ、Ｇ分别表示收入、消费函数、投

资、利率和财政支出。式（２）代表货币市场均衡状态下的 ＬＭ曲线，Ｍ、Ｐ、Ｌ（ｒ，Ｙ）分别表示名义货币供
给、价格总水平、货币需求函数。其中边际消费倾向满足０＜Ｃ′（Ｙ－Ｔ－Ｅ）＜１；利率与投资呈反比
Ｉ＇（ｒ）＜０；利率、收入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满足Ｌｒ（ｒ，Ｙ）＜０，ＬＹ（ｒ，Ｙ）＞０。

通过式（１）和式（２）可以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的总收入与利率。根据前面所
述，将政府税收努力引入传统ＩＳ－ＬＭ模型，得到如下修正的ＩＳ－ＬＭ模型：

Ｙ＝Ｃ（Ｙ－Ｔ－Ｅ）＋Ｉ（ｒ）＋（Ｔ＋Ｅ） （３）
Ｍ
Ｐ ＝Ｌ（ｒ，Ｙ） （４）

其中Ｔ代表没有税收努力时的既定税收，Ｅ代表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努力增加的税收，短期内Ｔ不变，财
政支出的增加依赖于Ｅ。对式（３）和式（４）分别全微分：

ｄＹ ＝Ｃ′（Ｙ－Ｔ－Ｅ）（ｄＹ－ｄＥ）＋Ｉ′ｒｄｒ＋ｄＥ （５）

ｄＭ( )Ｐ ＝Ｌｒ（ｒ，Ｙ）ｄｒ＋ＬＹ（ｒ，Ｙ）ｄ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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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框架下，Ｔ、Ｍ、Ｐ均为外生给定，因此ｄＭ( )Ｐ ＝０，可得：

ｄｒ＝－
ＬＹ（ｒ，Ｙ）
Ｌｒ（ｒ，Ｙ）

ｄＹ ＝ＡｄＹ，Ａ＞０ （７）

带入（５）式可得：
ｄＹ
ｄＥ
＝ １－Ｃ′（Ｙ－Ｔ－Ｅ）
１－Ｃ′（Ｙ－Ｔ－Ｅ）－ＡＩ′ｒ

＞０ （８）

为了强调税收努力对消费的影响，接下来分析税收努力对总消费率Ｃ（Ｙ－Ｔ－Ｅ）／Ｙ的影响：

ｄ［Ｃ（Ｙ－Ｔ－Ｅ）＋Ｔ＋Ｅ）／Ｙ］
ｄＥ ＝

［１－Ｃ′（Ｙ－Ｔ－Ｅ）］［Ｉ（ｒ）－ＡＹＩ′ｒ］
Ｙ２（１－Ｃ′（Ｙ－Ｔ－Ｅ）－ＡＩ′ｒ）

＞０ （９）

根据式（８）和（９），税收努力增加将带动均衡点上的总收入和消费上升。传导机制包括，税收规模
增加时政府将挤占居民部分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消费减少，负向影响经济中的均衡收入（刘建民等，

２０１６；纪江明，２０１０）［１０～１１］；以及税收规模增加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能力的提升，有助于
拉动社会居民总消费。由于０＜Ｃ′（Ｙ－Ｔ－Ｅ）＜１，意味着税收增加时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小于财政
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两种作用相加，税收增加使得均衡点上的收入和总消费增加。

税收努力不仅直接影响财政收入，还会直接影响宏观税负，研究税收努力的经济效应问题时，应

该考虑税收努力对投资的影响，因此将模型拓展如下：

Ｙ＝Ｃ（Ｙ－Ｔ－Ｅ）＋Ｉ（ｒ，Ｅ）＋Ｔ＋Ｅ （１０）
Ｍ
Ｐ ＝Ｌ（ｒ，Ｙ） （１１）

税收努力上升，财政支出增加的同时，宏观税负上升，投资减少，所以有 Ｉ′Ｅ（ｒ，Ｅ）＜０。对式（１０）
和式（１１）分别全微分整理得：

ｄＹ ＝Ｃ′（Ｙ－Ｔ－Ｅ）（ｄＹ－ｄＥ）＋Ｉ′ｒｄｒ＋Ｉ′ＥｄＥ＋ｄＥ （１２）
ｄＹ
ｄＥ
＝
１－Ｃ′（Ｙ－Ｔ－Ｅ）＋Ｉ′Ｅ
１－Ｃ′（Ｙ－Ｔ－Ｅ）－ＡＩ′ｒ

（１３）

当１－Ｃ′（Ｙ－Ｔ－Ｅ）＞ Ｉ′Ｅ 时，
ｄＹ
ｄＥ
＞０，说明当投资对税收努力的敏感度较低时，税收努力增加

对均衡状态的总收入和总消费将起到拉动作用，作用机理如前面所述；当 １－Ｃ′（Ｙ－Ｔ－Ｅ）＜

Ｉ′Ｅ 时，
ｄＹ
ｄＥ
＜０，说明当税收努力的提升明显对投资起抑制作用时，将导致均衡状态下的总收入和总

消费的减少。

（二）税收努力与财政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通过理论分析可知，税收努力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影响了总消费，因此，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

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两方面。财政支出规模方面，税收努力程度提

升使地方政府财力水平提高，有助于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提供

更多公共服务增加社会总收入和就业机会，促进低收入居民消费，进而缓解区域居民收入不平等现象

（刘建民等，２０１６）［１０］。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是以财政收入的增量调
整为主，即在不改变原本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加大民生财政支出规模，从

而提高该类支出的占比（朱青，２００８）［５］。所以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努力增加的税收收入直接影响财政
支出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城乡消费差距。

在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提升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增加的前提下，讨论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城乡消

费差距，诸多研究给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减小城

乡差距，因为相对于其他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一是

通过教育等支出使得贫困居民提高社会机会；二是通过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支出构建防御型生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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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防止由于物质条件变化而严重影响到家庭的基本福利（李晓嘉等，２０１９）［１２］。但也有部分研究得
出不同结论：宫晓霞认为中国财政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具有城市倾向的特征，导致中国农村社

保制度不健全，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最终加剧了城乡差距（宫晓霞，

２０１１）［１３］。本文认为税收努力程度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增加，对全体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但
因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城镇居民更高，所以民生性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高，农

村居民的消费增加的相对量越大（蓝相洁和陈永成，２０１５）［１４］。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１：
Ｈ１：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提升，主要通过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
（三）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非线性影响

税收努力是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需求的重要资金获取渠道，但财政支出规模在一定时

期内是有限的，各类财政支出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由于非民生性财政支出以及城乡社区事务、文

化体育与传媒等财政支出有明显的“城市倾向”，所以只有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

这类保障民生性财政支出才能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加上保障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依赖于

税收努力的提升，因此，随着政府的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提升，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可能

呈现递增的非线性关系。据此提出研究假设Ｈ２：
Ｈ２：随着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提升，税收努力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促进作用增强。
除了财政支出外，宏观税负也是税收努力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现有的税制

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即通过企业对商品流通和劳动流通征收的间接税占税收规模的比

例远大于直接对个人或者企业所得征收的直接税。但已有研究表明，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

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使得低收入的人群的负担比例超过了高收入人群的负担比例（聂海峰和岳希

明，２０１３）［１５］。按照该传导机制，税收努力提升宏观税负增加，作用于具有累退性的税制结构，将导致
城乡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汪昊和娄峰（２０１７）［１６］认为，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缴费能够促进社会平
等，但是来源端间接税、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出端间接税却加重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其原因是中国

转移支付规模、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以及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在财政总支出和总收入中的

占比较低，因此收入分配发挥的正效应较弱，而间接税占比较高，负效应较高。本文认为在既定的经

济基础和税收制度下，地区税收收入规模增长，一方面意味着财政支出规模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该地

区的宏观税负增加，当宏观税负增加的负效应大于支出规模增加的正效应时，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

的影响就会变小。为了研究宏观税负变化时税收努力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差异，提出研究假设Ｈ３：
Ｈ３：随着宏观税负增加，税收努力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促进作用减弱。

三、研究方法、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选择

为检验假设１中税收努力提升对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并借鉴
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１７］的研究方法，通过“三步法”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税收努力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
作用机制。具体模型如式（１４）至（１６）：

Ｇａｐｉｔ＝α０＋α１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ｉｔ＋α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δｉ＋μｔ＋εｉｔ （１４）
ｇｏｖｅ１ｉｔ＝β０＋β１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ｉ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δｉ＋μｔ＋εｉｔ （１５）
Ｇａｐｉｔ＝ρ０＋ρ１ｇｏｖｅ１ｉｔ＋ρ２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ｉｔ＋ρ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δｉ＋μｔ＋εｉｔ （１６）
为检验假设Ｈ２和假设Ｈ３，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和宏观税负变化时，税收努力对城

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本文借鉴Ｈａｎｓｅｎ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建立模型（１７）进行实证，
具体模型如下：

Ｇａｐｉｔ＝θ０＋θ１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ｔｈｒｅｓｈ≤γ１｝＋θ２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γ１＜ｔｈｒｅｓｈ≤γ２｝＋θ３Ｔａｃｅｆｆｏｒｔ｛ｔｈｒｅｓｈ＞γ２｝
＋θＣｏｎｔｒｏｌ＋δｉ＋μｔ＋εｉｔ （１７）
其中，Ｇａｐｉｔ表示ｉ地区ｔ年的城乡消费差距；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ｉｔ表示ｉ地区ｔ年的税收努力程度；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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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ｔｈｒｅｓｈ表示门限变量，包括地区税收规模增长率 ｒ＿ｔａｘｓｃａｌｅｉｔ、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
ｐ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γ１和γ２为其门限值（门限值只有一个的情况下，关于ｔｈｒｅｓｈ的区间只划分为两个）；δｉ表示
地区虚拟变量；μｔ表示年份虚拟变量；ε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城乡消费差距（Ｇａｐ）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测度方法主要有基尼系数法、泰尔指数法两种。１９６７年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

的熵概念，通过比较收入和人口比重的关系，计算得到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指数越大，说明收

入差距越大。相较于基尼系数法，泰尔指数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影

响，同时组内差距还可以被分解为各组内部差距之和。本文参照徐敏和姜勇的方法，用泰尔指数测算

中国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各省份的城乡消费差距（徐敏和姜勇，２０１５）［１８］。具体计算公式为：

Ｇａｐｉｔ＝２

ｊ＝１

Ｃｊｉｔ
Ｃ( )
ｉｔ

．ｌｎＣ
ｊ
ｉｔ

Ｃｉｔ
／
Ｎｊｉｔ
Ｎ( )
ｉｔ

（１８）

其中，ｊ＝１，２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地区，Ｃｊｉｔ表示ｉ省份的ｊ地区在ｔ年的总消费，Ｃｉｔ表示ｉ省份ｔ年的
总消费，Ｎ表示人口数，角标含义同Ｃ。
２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努力（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本文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定义为利用税收能力的程度，税收能力（ｔａｘ）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

下可能征收到的税收，即潜在的税收收入，它与地区的发展程度、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

关。关于税收能力的度量，国际上主要的方法包括“税柄法”“代表性税制法”“分税种法”，通过科学

性及可行性的比较，参考庞伟等（２０１９）和储德银等（２０２０）［１９］的“税柄法”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ｔａｘ ＝Ｃ０＋β１ｐｅｒＧＤＰｉｔ＋β２ｏｐｅｎｉｔ＋β３ｉｎｄｕｓｉｔ＋β５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ｔ＋β６ｕｒｂａｎｉｔ＋β７ＴＲＳｉｔ＋β８ｉｎｄｅｐｉｔ＋γｉ＋

μｔ＋εｉｔ （１９）
实际税收（ｔａｘ）、税收能力（ｔａｘ）、税收努力（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三者的函数关系式为：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ｔａｘ
ｔａｘ

（２０）

本文首先使用中国除西藏、港澳台外的３０个省份的地方政府税收ｔａｘ、人均ＧＤＰ、开放度、产业结
构、城市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商品购买力、财政自主能力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测算中

国平均的税收能力的构成，然后根据回归的结果再拟合出各地方政府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各时期的潜在税
收能力ｔａｘ，最后用实际税收ｔａｘ除以ｔａｘ估算各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如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计算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计算公式 数据处理

ｔａｘ 税收能力 　ｔａｘ／ＧＤＰ 根据回归系数进行拟合

ｐｅｒＧＤＰ 发展水平 ＧＤＰ／总人口 取对数形式

ｏｐｅｎ 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ＧＤＰ 进出口额按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折算

ｉｎｄｕｓ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ＧＤＰ

ｄｅｎｓｉｔｙ 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人口／城市面积 取对数形式

ｕｒｂａｎ 城镇化率 城市人口／地区总人口

ＴＲＳ 商品购买力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ＧＤＰ

ｉｎｄｅｐ 财政自主能力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３中介变量：民生性支出规模（ｇｏｖｅ１）
使用民生性财政支出占地方总产出的比重表示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民生支出具体包括哪些支

出项目，目前学术界没有统一的标准，民生支出的分类也不尽相同。朱青认为政府主要民生支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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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朱青，２００８）［５］。张馨将民生财政支出按照与实际民
生的直接关联度及基础性分为五阶梯型支出（张馨，２００９）［２０］。闫宇光和寇明风在财政民生支出指标
框架体系研究中，将民生支出分为基本保障、改善生活、发展机会（水平提升）三类民生支出（闫宇光和

寇明风，２０１１）［２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工作
要求，民生内容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脱贫、医疗卫生、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２０２０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民生内容包括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

文化和社会治理。参考已有研究的方法，本文的民生支出指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

项支出之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中介效应模型第三步，式（１６）中的中介变量属于外生变量，因
为民生性支出规模基本按照当年年初的预算方案执行，不受当期变量的影响，因此保证了中介效应结

果的可靠性。

４门限变量：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ｇｏｖｅ２）、宏观税负（Ｍｔａｘ）
参考吕冰洋和张凯强（２０１８）［２２］的研究，用民生性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表示政府的

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即考察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类支出占财

政支出的份额。使用地方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税收收入增长率表示宏观税负程度。

５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人均ＧＤＰ对数（ｐｅｒＧＤＰ）；产业结构（ｉｎｄｕｓ２、ｉｎｄｕｓ３）用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

比重表示；税制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用全国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间接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值表示，多数
研究表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会扩大城乡消费差距（陆远权和张德钢，２０１５）［２３］，借鉴聂海
峰和岳希明（２０１２）的研究，将间接税分为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其他①；城乡收入差距（ｉｎｃｏ
ｍｅｇａｐ），在消费理论中消费主要受收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税收努力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时，
有必要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住，本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②比值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ｉｎｖ）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ＧＤＰ的比值表示；农村发展速度（ａｇｒ）用第一产业
产值增长率表示。

（三）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８）、《中国税务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２０１８）、《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国家统计局网站和 ＥＰＳ数据平台。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Ｇａｐ ３６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２３９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３６０ １０４４ ０４８７ ０５０９ ３４５６

ｐｅｒＧＤＰ ３６０ １３４４ ０５５５ －０２３９ ２６４１

ｉｎｄｕｓ２ ３６０ ０４５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６５ ０６１５

ｉｎｄｕｓ３ ３６０ ０４３８ ００９５ ０２８６ ０８３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６０ ０６４８ ００８９ ０２２３ ０８２２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３６０ ２９５５ ０６００ １８４５ ４６６８

·６·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①

②

其他包括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和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其他零星税。

２０１３年以前以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表示。



表２（续）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ｖ ３６０ ０７３１ ０２４２ ０２１２ １５１６

ａｇｒ ３６０ 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０２６９ ０５２３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基准回归方程，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

结果如表３。第（１）列是以城乡消费差距的泰尔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税收努力的系数为 －００４３，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税收努力增加１个单位，城乡消费差距的泰尔指数会相应地减小００４３。为检
验结果的稳健性，第（２）列以城乡人均消费的比值作为城乡消费差距的代理变量，税收努力的系数为
－０５２６，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基础回归结果验证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越高时，城乡消费差距越
小的假设。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Ｇａｐ Ｇａｐ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００４３

（－３２７）
－０５２６

（－２２５）

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３９

（－２０８）
－０３５７
（－１３９）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００５０

（－５７）
０７１２

（－４６）

ｉｎｄｕｓ２
－００６４
（－０７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９）

ｉｎｄｕｓ３
－０１２４
（－１４７）

－１２３
（－１３９）

ｉｎｖ
０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２６５
（－１２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１４
（－０９８）

０３３６

（－１９４）

ａｇｒ
－０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９３
（－０５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９９
（－１５３）

１５４５
（－１６６）

Ｎ ３３０ ３３０

Ｒ２ ０８９７ ０８３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注：Ｙｅａｒ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聚类在省

份层面；、、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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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效应

基准回归就中国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初步验证，还需继续分析其影

响机制。通过“三步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假设 Ｈ１：税收努力通过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城
乡消费差距缩小，具体模型如式（１４）至（１６），结果见表４。其中第（１）列为税收努力与城乡消费差距
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２）列为税收努力与民生性财政支出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提高税
收努力使得民生性财政支出的规模显著增加；第（３）列将税收努力和民生性财政支出一同加入回归方
程中，可以看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城

乡消费差距缩小。同时，与第（１）列相比，税收努力的系数显著性降低、数值变小，证明存在中介效应，
即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程度能够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进而促进了城乡消费差距的缩小。

表４　税收努力影响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Ｇａｐ ｇｏｖｅ１ Ｇａｐ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００４３

（－３２７）
００２８

（－４７７）
－００３４

（－２４４）

ｇｏｖｅ１
－０２８８

（－２７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９９
（－１５３）

０１３７

（－２３９）
０１３９

（－２１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３０ ３３０ ３３０

Ｒ２ ０８９７ ０７６４ ０９００

　　注：Ｙｅａｒ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聚类在省
份层面；、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三）内生性问题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因素复杂，无法将所有变量控制住，例如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既会影响

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又会影响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为了处理遗漏变量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的

相关性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分析。选取各省份出口退税规模占进出口总

额的比例（ｒｅｂａｔｅ）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对数（ｐｅｒ－ｐａｒｋｌａｎｄ）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出口退税属于
针对出口企业的全国统一政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是外生的自然条件，两个工具变量皆与城乡居民消

费没有直接关系，然而，由于地方政府需要负担７５％的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出口退税规模越大，
则说明政府倾向于减轻税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是倾向于提高税收努力增加财政收入规模。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民生支出偏向越大，则提高税收努力程度的可能性越高。

表５报告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进行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税收努力的估计系数仍然
显著为负，且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数值为７７５３，大于弱工具变量检验１５％的上限值５３３，显著拒绝工具
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选择合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

符，再次验证了税收努力提升会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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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工具变量结果分析

变量
（１） （２）

Ｇａｐ Ｇａｐ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０１１６

（－３５７）
－１２８３

（－２６６）

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５８

（－４２３）
－０５５２

（－２７３）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００４８

（－９０５）
０６８５

（－８７４）

ｉｎｄｕｓ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６２９
（－０５６）

ｉｎｄｕｓ３
－００６９
（－０９２）

－０６６２
（－０６０）

ｉｎｖ
００２３

（－２４１）
０４２２

（－３０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０６
（－０３９）

０２４９
（－１１５）

ａｇｒ
０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８）

一阶段结果

ｒｅｂａｔｅ
－４７９９２

（－２１２）
－４７９９２

（－２１２）

ｐｅｒ－ｐａｒｋｌａｎｄ
０２２３

（４０４）
０２２３

（４０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７７５３ ７７５３

Ｈａｎｓｅｎ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１５９
Ｐ（０６９）

０６８６
Ｐ（０４０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３０ ３３０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注：Ｙｅａｒ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聚类在省

份层面；、分别表示１％、５％的显著性水平。

（四）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地方政府的民生性财政支出是税收努力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不同的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会导致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面

板回归模型，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６和表７第（１）列所
示，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对城乡消费差距有抑制作用，在１％水平上显著，该效应随着地方政府民生性
财政支出偏向的提升不断增强。当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小于３７４％时，税收努力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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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效应系数估计值为－００３５，但超过门槛值后，估计值变为－００４３，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Ｈ２。
在既定的经济基础和税制结构下，财政收入规模的增加也意味着宏观税负的增加，第（３）列是以

各省份税收规模增长率为门槛值的回归结果，税收努力与城乡消费差距也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负效

应，随着税收规模增长率的增加，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降低。当税收规模增长率小于

２７０８％时，税收努力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的效应系数估计值为－００３６，超过门槛值后估计值变为
－００２８。说明当地方政府过度倾向于增加财政收入规模而提高税收努力程度时，企业和居民的宏观
税负增加，使得企业和居民对生产消费的积极性降低，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产生抑制效应，并抵消一

部分由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增加产生的促进效应，导致税收努力对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的整体效果降低。

表６　门槛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Ｆ值 １０％ ５％ １％ 门槛值 ９５％置信区间

城乡消

费差距
税收努力

宏观税负

Ｍｔａｘ

财政支出民生

性偏向ｇｏｖｅ２

单一 １６３３ １２５１ １５５９ １９３２ ０２７０８ ［０２５６６，０２７１６］

双重 ３７ １０４３ １３ １４８９

单一 ２１５３ １５６６ １７９９ ２５４３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２５，０３７４１］

双重 ６１５ １３４１ １６２２ ２０５９

　　注：表示５％的显著性水平。

表７　面板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Ｇｏｖｅ２ Ｍｔａｘ

ｔａｘｅｆｆｏｒｔ

ｔｃ１
－００３５

（－３５３）
－００３６

（－３８０）

ｔｃ２
－００４３

（－４０１）
－００２８

（－２８４）

ｐｅｒＧＤＰ
－００２８

（－４０６）
－００２９

（－３９８）

ｉｎｃｏｍｅｇａｐ
００４８

（－９３３）
００４８

（－９１５）

ｉｎｄｕｓ２
－００９６
（－１４３）

－００７１
（－１０２）

ｉｎｄｕｓ３
－０１３７

（－２０２）
－０１１８
（－１５３）

ｉｎｖ
０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６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０４
（－０４１）

０
（－００２）

ａｇｒ
０００７
－０９７

０００４
－０４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１２３

－２４３
０１０２

－１７９

Ｒ２ ０８８９ ０８８８

　　注：Ｙｅａｒ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值为修正了异方差后的ｔ统计量，聚类在省
份层面；、、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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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针对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政府要有效地实施财政政策，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消费差距

缩小。本文使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泰尔指数和
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实证分析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机制。

第一，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努力程度能有效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其逻辑在于，民生性财政支出

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更明显的“挤入效应”，而且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依

赖于税收努力，因此税收努力程度上升，可以通过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

第二，税收努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伴随着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的提升而呈现显著的非线性

负效应。当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大于３７４％时，税收努力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促进作用明显提升。
这意味着财政支出民生性偏向越大，税收努力提升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量，会更多地通过民生性支出提

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三，随着宏观税负的增加，税收努力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仍然有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效果在

宏观税负超过２７８％时显著下降。本文的理论分析说明，税收努力的提升必然会使财政支出和宏观
税负同时增加，并且，它们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分别起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因此税收努力影响城乡

消费差距的方向及程度，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当宏观税负超过２７０８％
时，地区经济发展受到抑制而造成的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程度会明显增加。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是：（１）为了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地方政府可以提高税收努力程度增加财政
收入，通过有效的财政支出政策改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２）地方政府应该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的民生性偏向。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民生性支出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调整至３７４％以上，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３）将民生性财政支出适
度地向农村地区倾斜，缩小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激发农村居

民的消费潜力，缩小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４）为了实现地区经济充分发展和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需
要合理调整宏观税负。提高税收努力程度时，要考虑到在既定的经济基础和税制结构下，地区的宏观

税负水平会随地区的税收规模的增长而增加，只有保证企业和居民的宏观税负维持在不抑制其生产

和消费的积极性的水平下，才能充分发挥税收努力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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