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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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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工业化税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
支出关系的经验事实

　 　 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长期增长的演进趋势出

发，本文将现行中国税制概括为“工业税制”，将工

业税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动态表现称为“工业化税

收”或“工业税收”。 中国工业税制以（工业）企业为

主要纳税人，以产品增值额为主要税基。
（一）工业化税收与城市化公共服务支出匹配

的经验事实。 财政收入结构上，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

确立的激励工业化的工业税制，随着工业占 ＧＤＰ 比

重从上升到下降的系统性变化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

化。 新常态以来经济服务化进程的加快，税收体制

越来越明显呈现四个动态特征：（１）若不考虑规模

较小和作为附加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工业化为

基础的三大产业主体税收（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

税）占税收的比重，从 １９９４ 年的 ６８％下降到 ２０１６ 年

的 ４８％。 （２）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

重，随着工业税收份额的萎缩而逐步下降，２０１１ 年

之后开始系统性低于 ５０％。 （３）地方财政收入中以

土地价值为税基的收入不断提高，２０１６ 年地方税收

中来自产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只占 ４５％，而土地相

关税收已经提高到 ２６％且在快速增长。 （４）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比重上升较快，２０１５ 年

占 ２９％。
财政支出结构上，（１）财政支出从重点支持生

产建设，转向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 ２００７ 年财

政支出口径的调整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此前的财

政支主要面向生产建设。 （２）公共福利支出与城市

化率高度相关，且随城市化率的提高而显著上升。
２００７ 年统一口径后的公共服务支出变化趋势，更加

明显地呈现了这一特点。
（二）城市化中的财政支出与土地收入的经验

化事实。 １９９４ 年的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地方财

政分配格局。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达

到 ５５％，但地方支出依然高达 ６９．７％，这种不对称导

致地方财政收入覆盖支出的比例从 １９９３ 年的超过

１００％，快速下降到 １９９４ 年的 ５７％；随着此后财政集

权不断推进，支出下移也越来越严重。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比例超过 ８０％，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８５％，同时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覆盖支出的比

例下降到 ５４．３％的最低点，地方政府收支平衡对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不断加强。 受制于作为税制

和分税制主体的工业税收占比的下降，中央财政难

以有更大财力进行转移支付，依靠债务平衡成为地

方财政的常态。 对日渐吃紧的地方财政来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只能供“人吃马喂”，大规模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补贴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减税等发展性支

出，只能另觅财源。
为了促进税收增长和弥补收支缺口，地方政府

在招商引资上展开激烈竞争。 竞争的重要手段是建

立开发区，以低价土地换取工业项目。 这意味着以

放弃土地要素收入为代价，获取更多的工业税收、就
业和 ＧＤＰ 增长。 与工业化并行的城市化，在住房市

场化改革中正式启动，标志性政策是 １９９７ 年住房信

贷、１９９９ 年公房改革、１９９８ 年《土地管理法》修改以

及 ２００２ 年土地出让制度的确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所

得税分享改革等连续推进的财权上移和支出下移，
加上中央对民生支出的重视、资金配套机制和项目

制的大量实施，地方自由裁量的发展财力一再被压

缩。 大量进城人口和原本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需要释

放，地方政府需要发展性财源，土地财政应运而生。
面对城市化的巨大需求和《预算法》对地方举债的

限制，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弥补公共财力不足的唯一

来源。
从土地出让到土地抵押的转变，是城市化发展

的必然。 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化增速和土

地需求逐步放缓，弥补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服

务需求越来越依靠土地融资。 在土地抵押面积和抵

押贷款暴涨的背后，推动价格上涨的好处和风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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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明确体现：（１）在押土地平均价格和边际价

格都快速增长，新增土地抵押价格增长更快。 ２０１５
年土地出让价格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６５％，抵押土地的

边际价格上涨了 ９４％；（２）在押土地平均价格和边

际价格都远远高于出让价格，考虑到 ６０％—７０％的

抵押率，这就意味着用于抵押的土地都是价格最高

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
（三）城市分化与公共福利支出均等化匹配。

中国“遍地开花”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人口就地

转移的县域城市化路径，导致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

快于大城市。 由于小城市批量出现，城市数量的增

长远远超过单个城市规模的增长而成为中国城市化

的主导力量。 ２０１１ 年城市化率突破 ５０％，城市化开

始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化发展，出现城市分化。
第一是人口流动的趋势性分化导致大城市化。

城市化新时期的人口流动的突出变化，是在城市化

速度趋于平稳甚至变缓的情况下，人口持续大量流

入一二线热点城市。 流入百万人口大城市的人口持

续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中小城市。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
据显示，２００２ 年约有 １ ／ ３ 城镇新增人口进入百万人

口以上大城市，２ ／ ３ 进入中小城市和镇。 随后进入

大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２０１４ 年进入大城市的

人口数量正式超过中小城市和镇。
第二是住房市场分化。 在城市经济中，住房是

居民效用和居民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城市空间市

场预期的集中反映。 在“三去一降一补”和“分城调

控、因城施策”背景下，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热点城

市住房供不应求和房价快速上涨，与三四线城市住

房供给持续过剩之间形成分化。
第三是土地市场分化。 ２０１２ 年之前的土地价

格呈现的是全国性上涨趋势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Ｇｌａｅｓｅ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２０１３ 年后—二线城市土地价

格不断暴涨，总价和单价地王频现。 从土地用途看，
分化主要发生在住宅用地和商住用地，工业地价相

对扁平化，差别不大。 从一二三线城市的差别看，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住宅地价的变异系数一直在 ０．８８ 以

内，各类城市之间的差别比较稳定，２０１４ 年差异系

数开始超过 １，２０１６ 年在不断加码的市场调控下略

微缩小到 ０． ９４，依然远远超过了前期 ０． ８８ 的稳

定值。
第四是区域分化。 区域分化是人口、住房和土

地分化的综合结果，省级层面的城市化路径差别越

来越大。 （１）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直辖市城市化

率已经接近 ９０％，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呈现高水

平稳定特征；（２）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人口流出地

区，在计划经济时期依靠国有制已经具备了较好的

城市基础，但后续乏力，城市化率可能会终止于

７０％以下，呈现中等水平稳定；（３）北上广三大中心

城市周边的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但模式和速度受

到了中心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影响；（４）中部、西北

和西南地区省份的城市化率正处在 ５０％附近的加

速区间，目前是全国城市化推进最快的地区。
城市分化和区域分化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公共

服务支出均等化的步伐快速推进。 根据各省份公共

服务支出的均等化计算得出以下几个结论：（１）不

论按变异系数还是泰尔指数测算，全国的公共服务

支出均等化程度都明显提高。 变异系数从 ２００７ 年

的 ０．６９６ 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４６４９；同期泰尔指数从

０．１６０２ 下降到 ０．０３５３，意味着中国省级公共服务支

出均等化取得了重要进展。 （２）东中西部组内差异

也明显缩小，中部最低，西部差距缩小最快。 （３）东
中西部组间收入差异也在持续缩小。 公共服务支出

的均等化来源于人均财政支出的区域均等化，主要

是得益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财力基本不相

关。 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改善完全依赖于中央转移

支付，这是区域协调和平衡发展的关键，也是未来中

央地方事权重新调整的重要依据。

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财政收入
对财政支出的匹配性计量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工业税收和城市

土地财政激励发展模式下，政府的税收和土地租金

这两种收入形式，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会出现

“地租替代税收” （黄少安等，２０１２），从而出现城市

化与工业化不协调发展的格局。
省级财政收支面板数据基本来自 Ｗｉｎｄ 金融咨

询终端，包括全国 ３１ 个省份，时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采用 ２０００ 年以后的数据，主要是因为土地有偿

使用基本发生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此前与经济周期密切

相关的是土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而不是土地价

格（杨帅和温铁军，２０１０）。
本文的实证结论是：（１）无论以窄口径工业税

（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占全部地方税

收收入的比重，还是以宽口径工业税（全部税收收

入减去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契税、房产税等土地五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

来衡量，城市化率的提高或者土地价格的上升都具

有显著降低工业税比重的功能。 具体来看，土地价

格每上升 １ 倍，窄口径工业税占全部地方税收收入

的比重下降 ０．８７ 个百分点，宽口径工业税占全部地

方税收收入的比重下降 ４．８８ 个百分点。 导致宽口

径工业税更快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作为

中间税收的企业所得税增长空间受限，也可能是作

为被扣减部分的“土地五税”出现快速增长。 若用

城市化率做解释变量，则城市化率每上升 １ 个百分

点，会导致这两种税分别下降 ０．１４ 个百分点和 ０．５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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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

从 ３６．２２％提高到 ５７．３５％，合计使这两种税分别下

降了约 ３ 个百分点和 １１ 个百分点。 若城市化率提

高到 ６５％，则这两种税分别还有 １ 个百分点和 ４ 个

百分点的下降空间。 （２）若以工业税占地方财政支

出一般公共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则参数敏感度有所

不同。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土地价格上涨和城市化

率上升都有抑制工业税的效果：土地价格每上涨 １
倍，支出面窄口径工业税会下降 １．４４ 个百分点，支
出面宽口径工业税会下降 ３．４６ 个百分点，宽口径工

业税的下降速度更快。 按照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土地价

格涨幅 １４ 倍计算，土地价格上升使这两种税分别下

降了 ５ 个百分点和 １２ 个百分点左右。 若采用城市

化率做解释变量，则城市化率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支
出面窄口轻工业税会下降 ０．０６ 个百分点，支出面宽

口轻工业税会下降 ０．２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城市化率提高了 ２１．１３ 个百分点，合计使这两种税

分别下降了约 １．２６ 个百分点和 ５．６７ 个百分点。 按

照 ６５％的城市化率空间计算，则这两种税分别还有

０．５ 个百分点和 ２ 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

三、面向城市经济的财政体制
改革框架和政策选择

　 　 城市化增长速度放缓和城市分化的加剧，加之

工业税制的缺陷，将促使地方财政风险显现。 城市

化新阶段的稳定发展，必须对税制做出新的顶层设

计，以适应深度城市化和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因

此，未来财政体制选择至关重要。
第一是探索向自然人征税。 从财政制度的演进

看，城市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市民纳税与公共服务享

受相匹配，这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中

的公共服务诉求与个体税收贡献基本匹配，是面向

城市化新阶段的最优财税制度改革或根本性变革。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工业税收和扩

张城市获得的土地财政基本可以兼顾发展和提供公

共服务。 随着工业份额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城市

化进入稳定阶段，土地财政和产业税收产生的现金

流，都已不足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还会

割裂个人所享受的公共福利与纳税成本之间的关

系，造成居民的“财政幻觉”，甚至形成对公共福利

的过度需求，违背了福利增长的“量力而行”原则。
设计个人纳税与公共服务匹配，是重要的财政体制

改革方向。
第二是消费环节征税，减少间接税税收过于集

中在生产环节造成的财政激励扭曲，是面向城市化

新阶段的次优，是在规模上更重要的财税制度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中心，城市化不断提高和城市经济的

到来使消费驱动成为可能（Ｇｌａｅｓｅｒ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这就要通过调整税基，让消费者分担部分企业的消

费税。 在不改变间接税税制格局的前提下，适当降

低生产环节征税、增加部分消费环节征收，可以使增

值税更透明、更稳定（高菲，２０１５）。 征税环节的这

种改变，可以降低企业税负，并缓解由于税收集中在

生产环节而造成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扭曲（付敏杰

和张平，２０１５）。
第三是降低财税制度成本，提高工业竞争力，保

住 ３０％的工业份额底线。 保证公共部门的稳健运

行，这意味着公共收入的增长和结构必须与经济发

展的长期趋势一致。 从发展目标看，２０５０ 年工业强

国的目标还有三十多年才能实现；从财政收入结构

看，工业税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坍塌。 近年来服务业

比重的快速上升是建立在工业比重下降基础上的，
难以持续。 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下，保持工业份

额必须依靠不断提高工业国际竞争力。 除了研发加

计扣除以鼓励创新外，以工业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方

式平衡工业和服务业税负，为工业企业降低财税等

制度性成本远比补贴大企业更加重要。 决不能因为

追求所谓“土地价值最大化”，将整个社会的资金都

吸引到土地上来。
第四是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优化要素流动和配

置功能。 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矛盾是土地公有制的两

种实现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矛

盾，土地财政、城中村、违章建筑等现象皆由此而来。
而劳动力市场则因社保体系分割导致了劳动力市场

流动配置的障碍。 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呈现制

度性、区域性分割特征，土地金融和地方社会福利最

大化分割了土地、劳动要素市场，导致区域经济失

衡。 应积极推动统一市场，特别是提高统筹等级，推
动劳动要素流动，进而进行土地市场立法等体制改

革，抑制土地泡沫。
第五是防范分配结构的租金化和财富陷阱的形

成。 从政府收入结构看，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代表的

地租收入快速增长，使政府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都

呈现明显的租金化倾向，既损害治理能力，也妨碍创

新发展。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等资源性行业在各种富

豪排行榜上始终占据 １ ／ ４ 份额，中产阶层持有的财

产有 ６０％是房产。 与美国的“知识租金型”分配结

构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具有以地租为代表的“资
源租金型”结构特征，分配结构并不体现创新和技

术进步。 当前重塑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让引领创

新发展和具有更高生产率和财富创造力的知识要素

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收入分配，让知识工人取代炒

房者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原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

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约 ２３５００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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