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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比，提供了家庭中的子女就学、成人或儿童的住院或
门诊、各类社保的参保与缴费等信息，使我们能够较

市场初次分配不公与财政再分配环节的“ 两个

为精准地识别家庭的公共服务使用量，从而将公共

归宿不公” 相互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基尼系数自

服务纳入测算范围，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的财政再

２０００ 年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后，持续高位运行。 这表
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呈现固化、制度化和代
际传递特征。
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
处于加速进程之中，考虑到令社会集体焦虑的收入
分配现状，继续加大财政再分配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支出刚
性增强的新常态下，客观上要求实施更加精准、有效
的财政再分配，而实施精准财政再分配的前提，是准

分配状况。 二是样本有效性较好，该数据库采用多
阶段分层 ＰＰＳ 抽样，样本覆盖了全国 ２５ 个省份；样
本的城乡、性别分布均匀， 年龄结构与收入结构合
理。 宏观数据主要涉及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分别
来自《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
统计年鉴》 与《 中国统计年鉴》 。

二、财政归宿分析
通过财政归宿识别，我们计算了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 样

确地测算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

本中居民的税收负担、财政支出受益以及财政净受

和减贫效应。

益。 在以此为基础测算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

财政再分配效应的测算方法有两种：局部均衡
法和一般均衡法。 局部均衡法又称标准财政归宿

之前，有必要先对财政归宿状况进行呈现和剖析。

１．综合税收端与支出端来看，中国的财政体系

法、微观模拟法（ Ｅｓｓａｍａｎｓｓａｈ，２００８）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总体是弱累进的。 财政归宿呈现“ 一高一低” 现象：

利的行为反应效应、溢出效应和跨期效应（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的全部税收负担率是最高收入组的 ４． ４ 倍，而财政

代，一些学者针对财政工具影响个体决策与个人福

穷人的税收负担高、财政支出受益额低，最低收入组

＆ 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９１） ，提出了财政归宿识别的一般均衡

支出受益份额不足其 ６０％。 在收入端，直接税的累

法（ Ｍｃｌｕｒｅ，１９７５） ，但是该方法对数据、生产函数、效

进性仅仅弱化了间接税的累退性，税制整体是累退

用函数、市场结构的限制非常严格，应用范围并不广

的，高收入群体是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而间接税负

泛。 相较之下，标准财政归宿分析可以利用丰富的

担最为沉重的是最低收入群体。 在支出端，转移支

微观行业结构与家庭收支数据，弥补一般均衡分析

付是强累进的，低收入群体是主要受益者，公共服务

中代表性家庭假设导致的大量异质性信息损失，并

和基本社会保险弱累进， 支出端整体是弱累进的。

且用于短期或财税改革效应评估时更为可靠

综合来看，虽然穷人的财政净受益率较高，但是财政

（ Ｓａｖａｒｄ，２００５） ，逐渐成为评估财政再分配效应的主
流方法。

本文在标准财政归宿分析框架下测算中国财政
体系的再分配及减贫效应。 其步骤分为三步：财政
归宿识别；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指标评价。
本文采用的是宏微观匹配数据。 微观数据来自

２０１２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采用该数据库
的原因在于，一是 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 与其他微观数据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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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受益额低于富人，财政体系整体具有亲富性。 总
体而言，中国的税制是累退的， 财政支出是弱累进
的，整体财政体系呈现弱累进性。

２．分别考察直接税与间接税，剖析税负归宿是

否符合税收公平准则及其缘由。 直接税中，个人所
得税与基本社会保险缴费都是累进的，加入资本所
有者和从业人员负担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本所有者
负担的财产税以后，直接税仍然累进。 间接税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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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均累退，加入向消费者转嫁的
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后，累退性加剧。 总体来看，

村基尼系数分别下降了 ３．６９％ 和 ２．４２％，财政再分
配对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力度较大，而对农

税制整体的累退性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

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力度较小。

所得税和财产税适中累退性税负归宿假设下，累退

强还是弱呢？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代表性研究测算的

制结构导致的。 ２０１２ 年流转税占 ６１． ５７％，在企业

中国财政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是

的间接税则高达 ７２％。 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门

２２ 个发达国家和 ２５ 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再分配效

列，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逐步成为“ 边缘税” 。 政府收

下降了 ３５．１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再分配使基尼系

槛，将越来越多的居民排除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行

入倚重累退的间接税，居民不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
能力强弱、财产水平多寡，只要购买了同一种商品或
服务，就无差别地承担了该种商品或服务的税负，收
入或财产水平越低，间接税负担越重，广大中低收入
群体事实上成了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这显然有违

应。 平均来看，发达国家的财政再分配使基尼系数
数下降了 １３．３５％。 本文测算的中国财政再分配使
基尼系数下降 ４．０６％，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
比，中国财政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非常微弱。

在 ２０１１ 年国家贫困标准下，财政再分配以前，

全国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和贫困缺口平方的数

税收公平准则。

值分别为 １０． ４２、３． ８３、２． ２７，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

险，剖析财政支出受益在贫富群体间的分享是否公

口的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为每天 ０． ７ 美元，占贫困

３．分别考察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基本社会保

平。 转移支付是支出端中唯一具有强累进性的财政
工具，其中，低保、特困户补助和五保户补助是针对
特定贫弱人群的保障性补助，累进性最强。 公共服
务是弱累进的，其中，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强累进

的，这与李永友等（ ２０１６） 的结论一致。 公共服务的

弱累进性主要源自公共教育服务，进一步考察发现，
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和受益份额非常均衡，
学前教育、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高低收入组适龄子
女毛入学率和受益份额明显不均等。 基本社会保险
也是弱累进的，其中养老保险的亲富性更加显著，

７５％的适龄老人参与农居保，而养老金支出份额仅
占 １７％，１８％的适龄老人参与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工
养老保险，其养老金支出份额却高达 ６２％，养老金

内有 １０．４２％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平均每个贫困人
线（ 每天 １．９１ 美元） 的 ３７％；财政再分配以后，处于
贫困状态的人口下降至 ８．１％，这些贫困人群的收入
距贫困线的距离也减少至每天 ０． ６ 美元，上述三个
贫困指标分别下降了 ２２．３４％、２８．７３％、２９．６％，中国
财政的减贫效应非常显著。 分城乡看，财政在农村
内部的减贫效应大于在城市内部的减贫效应。

２．财政再分配与减贫分效应。 在财政再分配效

应中，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直接税的
边际贡献分别是 ２．４８％、２．３４％、１．７５％、１．１９％，间接
税的边际贡献是－１．５７％。 这表明，间接税对居民市
场收入分配起逆向调节作用，其余财政工具起正向
调节作用，并且作用力度不同。
在收入端，直接税中，社保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

受益与户籍和就业类型高度相关，限制了基本社会

边际贡献均为正值，如果取消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

保险再分配职能的有效发挥。 支出端整体的亲富

费，居民收入分布不平等将恶化，真实最终收入基尼

性，一方面是由于强累进的转移支付补助标准低、惠
及面有限，２０１２ 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社会救济支出占
全国公共预算支出的 ２．３％，难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差
距；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的供给

与地方财力挂钩，分享与居民户籍、职业、收入、财产
等挂钩，政府的巨额增量投入难以均衡配置，甚至向
城市、富人倾斜。 强累进性的转移支付作用有限，财

系数分别上升 ０．７％和 １．４４％，直接税整体的边际贡
献为 １．１９％，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部分转嫁给了劳
动者，削弱了其他直接税的再分配效果。 在间接税
中，如果不征缴流转税，基尼系数将下降 ０． ９４％，其
中增值税的逆向调节作用最强，营业税和消费税相
对微弱，间接税整体的边际贡献为 － １． ５７％，表明转

嫁给消费者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也具有逆向

政支出重点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难以公平供

调节作用，并且超过了资本所有者承担部分的正向

给与分享，导致支出端整体弱累进。

作用，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整体表现为逆向调节。

三、匿名评价方法的测算结果
１．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总效应。 仅就 ＣＦＰＳ 数据

而言，中国居民市场收入分配差距相当大，财政再分
配前，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 ０．５３０２；财政再分配
后，居民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 ０．５０８７，财政再分
配使基尼系数下降了 ４． ０６％。 但是，财政再分配效
应在城镇和农村具有差异，财政再分配后，城镇和农

在支出端，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对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均为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边际贡献
大小不同。 政府转移支付中强累进性的低保、特困
户、五保户补助的边际贡献并不大，这是由于救助范
围较窄、救助标准不高导致的。 公共服务是弱累进
的，尽管具有亲富性，但是大量中低收入群体从政府
基本公共服务中获得变相财政补贴，有利于降低收
入不平等。 弱累进的基本社会保险尽管存在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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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非均等，但是在覆盖率与财政补助不断提高的
背景下，只要受益分配不倾向于顶层收入者，它就能
降低总不平等水平。
在财政减贫效应中，收入端的财政工具的边际

贡献均为负值，具有“ 劫贫性” ；支出端的财政工具

的边际贡献均为正值，具有 “ 济贫性” 。 在收入端，
个人所得税符合量能负担原则，负效应非常小；社保
缴费负效应略大，主要是由于其政策目标是风险共
担，即便是贫困人口参保也需个人缴费，不过缴费档
次普遍较低；直接税的“ 劫贫性” 主要来自企业所得
税向劳动者转嫁。 相较之下，间接税政策目标并不
是减贫，且具有很强的累退性，贫困人口消费也必须
无差别地缴纳间接税，“ 劫贫性” 非常显著，如果不
缴纳间接税，全国贫困发生率将下降 ３２％，其中增
值税的边际 贡 献 高 达 ２０％， 是 “ 劫 贫 性” 最 强 的 税
收。 在支出端，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

的减贫边际贡献分别为 ２６．０７％、３４．６％、２５．０８％，其
中由于对象瞄准度和补助标准偏低，五保户和特困

多，富人中财政净受损的人更多，对 人 口 结 构 调 整
基本实现了“ 降两端，提中间” ，有利于形成稳定的
橄榄型社 会 结 构。 但 是， 财 政 再 分 配 以 后 重 度 贫

困组的人口占比从 ０．６１％提高到 １．３９％。 这可能是
由于中国的转移支付未能瞄准贫困或收入脆弱人
群，公共服务和社保惠及度差，也再次表明间接税对
贫困群体的收入减损效应非常严重。

２．财政致贫与财政增益。 在财政再分配以后的

贫困人口中，有 ６２．２％的贫困人口是财政致贫的，他
们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大于获得的支出受益，导致落
入贫困或贫困程度加深。 在财政再分配以前的贫困
人口即市场分配的贫困人口中，有 ４７．４７％是财政增
益的，他们所获得的支出受益大于税收负担，从而逃
离贫困或贫困程度减轻。 中国存在财政致贫现象，
但是总体上财政增益水平更高，财政致贫额约是财
政增益额的 ５５％。

五、政策建议

户补助作为保障性补助减贫效应并不高，公共服务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

中的教育服务和基本社保中的养老保险尽管是弱累

配共同决定，财政再分配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的有

进的，贫困人口受益额低于高收入群体，但是仍有助

效矫正，对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至关重要。 基于上

于贫困群体逃离贫困。

述结果，本文建议：首先，建立以税负归宿公平和支

四、非匿名评价方法的测算结果
１． 财政流动性。 首先，向上流动的比例随收入

出受益公平为核心的现代化财政体制。 考虑到财政
的可持续性，应实施增量改革， 在精确测算的基础
上，渐进地提高直接税比重；区分生活必需品、非生

提高而下降，贫困群体的向上流动比例最高。 财政

活必需品、奢侈品，采取差别化的商品服务税税率，

再分配以后，部分群体的财政净受益是正值，他们获

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轻税或不含税政策，探索降低商

得的财政支出受益大于其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并且

品服务税税率的方案，以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从而

财政净受益的程度使其足以实现收入阶层跃迁，从

削弱间接税的逆向调节作用。 同时，加大基本公共

而向上流动。 贫困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远高于非贫

服务支出力度，并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地方

困群体，在财政分配以后向上流动的贫困群体中，有

财政能力“ 脱钩” ，与政府责任“ 挂钩” ，使基本公共

离了贫困。 其次，在贫困和非贫困群体各自内部，向

等“ 脱钩” ，实现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各

８．７７％的中度贫困人口和 ２０．５９％的轻度贫困人口逃

下流动的比例随收入提高而上升。 高收入组向下流
动比例最高，贫困人口向下流动比例仅次于高收入

组，其中，１０．３７％的中度贫困人口和 １０．１８％ 的轻度

贫困人口分别滑入了重度贫困和中度贫困。 此外，
由于承担的税负大于获得的支出受益，有 ６． ０８％ 的

服务分享与公民权利“ 挂钩” ，与户籍、职业、居住地
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大致均等化供给与分享。 其次，
实施精准扶贫和社会救助制度。 财政收支对贫困群
体特别是重度贫困群体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 在精
准识别贫困户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机制保障贫
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通过教育和就业培训着力提

低收入人口落入贫困。 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口的税

升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 再次，发挥市场初次分

收负担中最沉重的是间接税，尽管其获得了维持最

配的基础性作用，以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

低生活标准的现金转移支付，但是因为缴纳的间接

为基点，规范市场秩序，整合、统一市场分配制度。

税超过了财政支出受益，导致部分脆弱的低收入人

完善资源占有和配置、资金分配和融通、市场准入等

口落入贫困或贫困加深。 最后，财政再分配有利于

法律法规，消除国有企业及垄断性行业的不合理收

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财政再分配以后，由于收入

益；完善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

流动，各收入组人口比重发生了变动，其中下降的有

供机会平等平台；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增强政府

中度贫困组、轻度贫困组和高收入组，上升的有低收

参与市场活动的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初次

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

分配的公平起点和公平竞争机会。

组。 这表明，平均而言，穷人中财政净受益的人更

３６
ＣＵＡＡ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６ 卷 总第 ２１０ 期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约 ２１５００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