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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机理、措施与微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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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减税降费的机理，接着分析了结构性减税与普惠性减税的具体措施，进而分析了减税

降费的微观成效，最后提出建议：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将食品和药品实行简易计税；打通增值税抵扣

链条；进一步加大研发抵扣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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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减税降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可

以通过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激发企业经营活力，增强企业内

生发展动力，最终达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近两年

来，我国政府在减税降费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提

高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比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提高个人

所得税免征额并增加了六项附加扣除，对小微企业实行普

惠性减免，下调增值税基本税率3个点，下调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并调整缴费基数等。2019年前三季

度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 834亿元，其中，增值税改革新增减

税7 035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1 827亿元，个

人所得税叠加减税4 426亿元，新增社保降费2 725亿元，减

税降费力度空前。本文具体分析了减税降费的措施与微观

成效，以期为制定下一步的税收政策提供参考。

二、减税降费的机理

税收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国家宏

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具有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调节

收入分配和监督稳定经济活动的作用。但若税收政策不能

适应客观经济状况，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

地制定税收政策以充分发挥税收工具各项职能，促进经济

持续发展，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需求理论的

凯恩斯税收思想和基于供给理论的供给学派税收思想，均

对如何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杨灿明，2017）。

凯恩斯（Keynes，1936）认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调

节作用失灵时，国家需要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来干预经济，

降低税收则是需求管理的工具之一。凯恩斯理论框架下

的减税政策是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工具，具有临时性

特征（张斌，2019）。减税政策是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

的组成部分，其基本作用机制是在实际产出达不到潜在增

长率，存在产出缺口的情况下，通过减税将政府掌握的资

源让渡给市场主体以增加总需求，从而提高实际产出。汉

森（Hansen，1947）认为，为了刺激消费，税收政策应在

经济下行时停征并退还部分税款，萨缪尔森（Samuelson，

2009）认为应根据经济活动趋势调整财政税收政策以保持

经济稳定。

相较于凯恩斯的需求税收思想，供给学派税收思想主

张刺激供给，鼓励生产并强调运用市场机制，缩小政府干

预，减税是该学派经济政策的核心，其中以“拉弗曲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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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Fama和Laffer（1971）提出“拉弗曲线”的概念，

认为税收收入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当税率高过一定点

后，税收总额将不会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反之，企业

的经营成本增加，投资减少，税基缩小，从而导致政府的

税收收入总额减少。在税率过高且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

存的情况下，只有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

的干预才能恢复经济增长势头，扩大税基。减税降费不仅

能降低企业成本，又能促进企业创新。

凯恩斯税收思想和供给学派税收思想为减税降费提供

了理论基础，而减税降费对经济的作用机制则主要通过价

格传导实现。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微

观企业减税红利可以传导至宏观，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产品的价值增值体现在原材料投入、生产企业加工生产、

经销企业批发零售及消费者最终消费这一整个产业价值链

中。减税降费不仅可以从生产端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增加

企业利润（郭庆旺，2019），激发企业活力，进而鼓励投资，

鼓励研发投入与创新（张璇等，2019；叶显等，2019），还

可以从居民消费端减少居民的支付价格，拉动消费，扩大

内需。减税降费的双重激励作用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化

解经济风险。此外，通过对特定行业特定税率调整进行结

构性减税，可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曹

东坡和黄志军，2019），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庞凤喜和牛力，2019）。

三、减税降费的具体措施

减税降费的措施，主要包括结构性减税措施、普惠性

减税措施和降低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费比例等内容。结构

性减税是针对特定群体与特定税种实行的减税，主要体现

在降低增值税税率，减轻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与建筑业的

企业负担；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拓宽至全部制造业，提高

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比例，也是结构性减税政策。普惠性

减税是全部行业的普遍性税收减免，既包括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的扩围，又包括所得税小微企业的减免。降低社会

保障费企业负担的比例是所有行业普遍享受的降费政策。

（一）增值税减税措施

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劳务、服务各个环

节的新增价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2018年，世界范围已有

168个国家征收增值税。我国于 1979年开始试行增值税，

经过 40年的改革与发展，增值税已经成为我国税收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特别是

2019年增值税基本税率由16%降至 13%，不仅降低了企业

税负，而且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将减税红利传导至消费者，

起到优化供给、扩大内需的双重激励作用。目前，与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税率处于较低水平，与周边国家

相比，我国增值税税率还相对较高。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 1可知，中国制造业 13%的税率在G20国家中处

于较低水平，仅有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日本和沙

特阿拉伯低于中国。不过，在周边国家中，仅塔吉克斯坦

和巴基斯坦的增值税率高于中国，因此，我国增值税税率

仍然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关

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对降低增值税提出一

系列措施，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方面：（1）调整增值税税

率，降低销项税额。将 16%税率降至 13%，10%税率降至

表1  G20及主要周边国家增值税基本税率

G20 税率 G20 税率 周边国家 税率

欧盟
卢森堡 17% 墨西哥 16% 塔吉克斯坦 20%

匈牙利 27% 南非 15% 巴基斯坦 17%

意大利 22% 澳大利亚 10% 尼泊尔 13%

阿根廷 21% 韩国 10% 菲律宾 12%

英国 20% 印度尼西亚 10% 吉尔吉斯斯坦 12%

法国 20% 日本 8% 哈萨克斯坦 12%

俄罗斯 20% 沙特阿拉伯 5% 老挝、越南、
柬埔寨、蒙古

10%

德国 19% 加拿大
联邦5%

各省最高10% 新加坡、泰国 7%

土耳其 18%
注：（1）由于篇幅原因，本表仅列出欧盟增值税基本税率最低的国家卢森堡和最高的国家匈牙利。（2）G20国家中，印

度尼西亚、韩国和日本也属于中国周边国家。（3）美国联邦无增值税，故本表没有列示。（4）资料来源于安永网站、德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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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扩大进项税额抵扣。不动产进项税额允许一次性

全额抵扣；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对主要从事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

务业的纳税人可按进项税额的 10%，加计抵减应纳税额①。

（3）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此外，还有其他

调整，包括购进农产品扣除率、出口退税率、境外旅客购

物离境退税等。此次增值税政策调整，重点是降低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税负，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

现实需求，激发市场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与国际环境

不确定因素的有效举措。

（二）所得税减税措施

所得税的减税措施包括企业所得税减税措施和个人所

得税减税措施两方面。

企业所得税减税措施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

研究开发费加计扣除两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

46号《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问题的

公告》规定，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所有企

业新购进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允许一次

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税前扣除。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固

定资产，仍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税〔2014〕

75号和〔2015〕106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4号、

2015年第 68号和 2019年第 66号等相关规定执行。对上述

文件内容进行归类总结：在 2020年 12月 31日以前，单位

价值超过 500万元的，制造业企业新购进的仪器、设备，以

及其他行业新购进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也可以缩

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这将大大减少制造业的应税所得

额，进而降低制造业的所得税税负。

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财

税〔2018〕99号《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

例的通知》中将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

的 75%税前扣除（原要求 50%）；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

175%摊销（原要求 150%）。此外，财税〔2018〕64号《财政

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企业委托境外进行

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80%且不

超过境内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允许在税前加计扣除。

加大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既可以切实减轻企业所

得税负担，也能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提高企业创新能

力，进而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之路。

个人所得税的减税体现在提高免征额、扩大税率级距

和增加专项扣除等方面。2018年 10月起，我国个税免征额

提高至每人每月 5 000元，这使得一大批低收入者免于缴

纳个人所得税。国发〔2018〕41号《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增加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

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六项。2019年 1月 1日开始

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进一步扩大了税率的级距。上述

各项改革措施不仅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切

实降低了个人的税收负担，而且有利于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三）普惠性减税措施

近两年，国务院推出了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

包括放宽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提高增值税起征点、小微企

业所得税优惠和地方税费减免等方面。财税〔2018〕33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

知》明确：年应税销售额 500万元以下的纳税人为小规模

纳税人。这一规定将应税销售额在 50万元～ 500万元之间

的工业企业，应税销售额在80万元～ 500万元的商业企业，

均划入小规模纳税人的行列。因此，一大批企业原来适用

高税率 16%和 10%，划转后适用 3%征收率。这些企业增

值税降税明显。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号《关于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明确，

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或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的，

免征增值税。这项政策又给很多小公司减轻了税负。

财税〔2019〕13号《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明确：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

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

元（原要求 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原要求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 000万元（原要求 3 000万元）等三

个条件的企业。小微企业应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

额的提高，惠及 1 798万家企业，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

95%以上，其中 98%是民营企业。该政策保证了我国绝大

部分企业都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实现了实质性普惠减税。

财税〔2019〕13号文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2019年上半年，民营经济新增减税 7 450亿元，小微

企业普惠性政策累计新增减税 1 164亿元。其中，提高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新增减税 349亿元，放宽小微企

①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7号规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生活服务费加计抵减比例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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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和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新增减税 481亿元，地

方“六税两费”减征政策新增减税333亿元。

（四）降低社会保障费率

社会保障费起源于欧洲，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

对劳动者个体的潜在风险（生、老、病、死）进行保障从而

维持社会稳定的制度安排。由于社会保障费由单位和员工

共同负担，社会保障体系不仅用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也

会通过收入再分配与影响企业运营成本等方式影响经济发

展。尽管起步较晚，我国已成功建立了覆盖近 14亿人口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各国比较发现，中国企

业承担了较高社保费用。本文将世界各国社会保障费的单

位缴费比例进行了对比，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知，2019年社保费下调前，中国社保费企业

负担部分为 28.75%，大幅高于亚洲均值，也高出欧洲均值

6.86个百分点。企业社保负担高不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从经济角度，在经济下行压力与新兴经济体崛起

的背景下，企业的高社保费意味着较高的用工成本，这不

仅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挤压利润空间，也会增加企业

逃费动机，增加违规风险。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过高的

社保费率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稳定就业与和谐

发展。因此，降低社会保障费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社

会和谐的必然选择。

社保降费一直是政府与公众关注的话题。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5年至今，相

关部门4年连续6次出台下调社保费率政策。国办发〔2019〕

1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的通知》提出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 16%，阶段性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并调整社保缴费基数

等相关政策，意图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从企业

负担养老保险调整结果看，调低 2个百分点的有两个省份，

调低 3个百分点的有 17个省份，调低 4个百分点的有 9个

省份，广东和浙江因其 14%的比例已经比其他省份调整后

的比例还低 2个百分点而暂时没有调低。社会保障政策调

整情况和调整前后的对比，如表4和表5所示。

四、减税降费微观成效

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受益较多的是制造业，以及建筑

业和交通运输业。加速折旧和研发费加计扣除，受益较多

的是工业企业。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增值税减税政策效应

季度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新增减税

4 738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 31.36%；批发零售业新增

减税3 258亿元，占新增减税总额的21.56%；建筑业，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共新增减税1 179亿元，占新增减税总

额的7.8%，总体实现了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部分行

业税负有所降低、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同时，

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宽裕的流动资金。

为了研究公司层面减税降费的实际成效，本文以国泰

安所有上市公司为原始样本，测算减税政策受益最多的三

表2  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及成效

政策文件 涉及税种 普惠性减税政策 成效

财税〔2019〕
13号

增值税
月销售额 10万元及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

2019年上半年享受免税优惠的小规模纳税人达到3 315
万户，新增 368万户，较一季度增长 11.9%。上半年
户均累计减免增值税从2 325元增加到9 491元。

小微企业认定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 000万元。

小微企业的扩围惠及 1 798万家企业，占全部纳税企
业总数的 95%以上，其中 98%是民营企业。该政策
保证了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主体都能够享受税收优惠，
实现了实质性普惠减税。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 5%）。 2019年上半年实际享受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纳税人

达到415万户，户均累计减免所得税从政策调整前的
10 148元增加到20 949元。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并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负10%）。

地方税
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六税两费”，已享
受原有地方税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优惠。

考虑地方政府财力，因地制宜。享受“六税两费”减
征政策的纳税人累计达到 2 379万户，户均累计新增
减税1 401元。“六税两费”收入增长3.2%，增幅较上
年同期回落5.1%。

注：（1）“六税两费”具体为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2）资料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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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行业的税负情况，即 2017年至 2019年，制造业、建筑业

与交通运输业整个行业的总税负与流转税负。企业总税负

的计算，本文使用当期支付的各项税费除以上季度营业总

收入。当期支付的各项税费取自现金流量表，季度营业总

收入取自利润表。三个行业总税负情况，如表6所示。

由表 6可知，减税降费实施后，三个行业的税负呈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制造业在 2019年第 2和第 3季度下降幅

度较大，分别为 15.59%和 16.59%，税负总量约为 2 400亿

元与 1 900亿元。交通运输业税负波动较大，但 2018年第 3

季度至 2019年第 2季度税负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019年第

3季度税负率不降反增，其主要原因在于部分细分行业税

负异常增长，如铁路运输细分行业税负率较同期增长90%。

建筑业自 2018年第 4季度起税负持续稳定下降，降幅基本

保持在20%左右。

为了进一步分析流转税环节税负的下降情况，现以经

营环节纳税总额除以上季营业总收入来计算流转环节总税

表3  2018年企业社会保障费率分类对比

分类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税率
国家 比例 国家 比例

按经济体分类

G20 南非 1% 俄罗斯 30.2% 17.75%

欧盟 丹麦 0% 捷克 34% 21.89%

东盟 泰国 5.2% 越南 23% 9.21%

按地域分类

亚洲 泰国 5.2% 中国 28.75% 15.23%

欧洲 丹麦 0% 捷克 34% 23.77%

美洲 智利 4.5% 巴西 28.8% 13.4%

非洲 南非 1% 埃及、
阿尔及利亚

26% 11.82%

大洋洲 新西兰 3% 斐济 10% 7.18%
注：（1）中国的社会保障税28.75%为2019年5月1日社保费率下调前数据，不包括住房公积金12%。（2）资料来源于

德勤网站

表4  社会保障政策调整情况

政策实施时间 文件 社保险种 内容

2016年5月1日
人社部发〔2016〕36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阶
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
且 2015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
数高于9个月的，降至19%。

失业保险 阶段性降至 1％ ～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

工伤保险
最低行业基准费率由 0.5%降至 0.2%，最高行业基准费率由
2%降至1.9%，政策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左右。

2019年5月1日
国办发〔2019〕13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综合方案的通知》

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超过 16%的，降至 16%；目前低于 16%的，提
出过渡办法。

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总费率 1%的，延长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

工伤保险
延长期限至 2020年 4月 30日；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
付月数在 18至 23个月的可以下调 20%，在 24个月以上的可
以下调50%。

注：资料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表5  全国各省及直辖市养老保险调整前后对比

省份 调整前 调整后

广东、浙江 14% 14%

山东、福建 18% 16%
湖北、湖南、广西、江苏、江西、四川、山西、河南、

安徽、云南、海南、贵州、甘肃、西藏、宁夏、新疆、重庆
19% 16%

陕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青海、北京、上海、天津 20% 16%

注：资料来源于各省及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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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其中，经营环节纳税总额用当季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去

上季所得税费用而得。三个行业经营环节总税负情况如

表 7所示。

由表 7可知，制造业在 2019年 1季度税负较上年同

期略微上涨，从 5.44%上涨至 5.76%，涨幅 5.88%，受增值

税率降低的影响， 2019年第 2、3季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

降，降幅分别为 17.28%和 15.95%。交通运输业经营环节

税负率波动明显，2019年 2季度下降 17.84%，3季度上升

33.2%。建筑业自 2018年第 2季度起，税负持续降低。综合

三个行业来看，减税降费特别是结构性减税效果明显，制

造业税负明显降低，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税负有所降低。

本文进一步对制造业细分行业减税成效进行了统计分

析（以2012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作为细分行业分类

标准），表8列示了2018年3季度至2019年3季度制造业总

表6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总税负情况       单位：亿元

行业 内容
2017年
第3季度

2017年
第4季度

2018年
第1季度

2018年
第2季度

2018年
第3季度

2018年
第4季度

2019年
第1季度

2019年
第2季度

2019年
第3季度

制造业

样本量 2 069 2 133 2 217 2 172 2 224 2 248 2 284 2 245 2 306

税负总额 1 881.05 1 744.66 2 493.49 2 587.79 2 085.45 1 616.30 2 708.52 2 397.04 1 868.94

税负率 6.82% 6.63% 6.92% 8.98% 6.27% 5.78% 6.45% 7.58% 5.23%
上年同比
增长率

-5.22% -13.53% -0.67% -6.19% -8.06% -12.82% -6.79% -15.59% -16.59%

交通
运输业

样本量 102 105 107 106 107 109 109 110 110

税负总额 203.27 124.76 185.75 324.08 163.11 170.36 218.84 328.01 159.67

税负率 8.44% 6.24% 7.90% 11.21% 7.18% 5.76% 7.58% 10.65% 7.40%
上年同比
增长率

-9.89% -25.36% -3.34% 3.37% -14.93% -7.69% -4.05% -5.00% 3.06%

建筑业

样本量 94 94 94 94 95 96 96 96 94

税负总额 239.11 342.82 576.57 484.02 382.88 494.24 566.03 554.42 346.21

税负率 3.73% 4.83% 4.71% 9.79% 4.01% 3.76% 3.73% 7.70% 3.32%
上年同比
增长率

-16.30% -13.22% 18.69% 11.32% 7.51% -22.15% -20.81% -21.35% -17.21%

注：资料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表7  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经营环节税负       单位：亿元

行业 内容
2017年
第3季度

2017年
第4季度

2018年
第1季度

2018年
第2季度

2018年
第3季度

2018年
第4季度

2019年
第1季度

2019年
第2季度

2019年
第3季度

制造业

样本量 2 069 2 133 2 217 2 172 2 224 2 248 2 284 2 245 2 306

税负总额 1 352.00 1 124.70 1 922.10 1 963.95 1 379.17 960.03 2 256.40 1 768.47 1 243.15

税负率 4.85% 4.68% 5.44% 7.12% 4.39% 4.09% 5.76% 5.89% 3.69%
上年同比
增长率

-11.44% -20.63% 2.72% -6.93% -9.48% -12.61% 5.88% -17.28% -15.95%

交通
运输业

样本量 102 105 107 106 107 109 109 110 110

税负总额 110.29 -21.67 125.64 224.66 87.46 23.90 158.17 208.41 53.32

税负率 4.55% 1.36% 4.43% 6.95% 2.50% 1.51% 4.92% 5.71% 3.33%
上年同比
增长率

-6.68% -65.72% -9.65% 7.94% -45.05% 11.03% 11.06% -17.84% 33.20%

建筑业

样本量 94 94 94 94 95 96 96 96 94

税负总额 103.70 252.22 443.48 387.34 233.21 401.56 423.24 447.62 199.83

税负率 2.17% 3.34% 3.44% 6.57% 2.16% 2.45% 2.93% 6.40% 1.89%
上年同比
增长率

-29.05% -15.51% 23.67% -12.41% -0.46% -26.65% -14.83% -2.59% -12.50%

注：资料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减税降费：机理、措施与微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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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与经营环节税负与上年同比降幅最大的三个细分行业。

由表8可知，从行业角度，总税负降幅排名前三的细分

行业多为重工业，而经营环节降幅前三的细分行业多为轻

工业，说明重工业更多地受益于所得税减税，轻工业则更

多地受益于增值税减税。从总税负来看，自 2018年 4季度

起制造业降幅排名前三的细分行业降幅明显扩大，最高达

60%。从经营环节税负来看，受增值税税率降至 13%的影

响，2019年2、3季度税负排名前三的行业与之前有明显差

别，这进一步说明增值税减税发挥了结构性调整的功能。

五、结论及建议

我国实行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达到了普惠中小企

业和降低制造业税负的目的。一般来说，税费越低，越有

可能激发微观企业活力和吸引外商投资。但是减税与增加

财政收入是矛盾的统一体，财政收入太少，国家也无法实

现宏观发展的大目标，所以，减税的程度一定要与经济发

展具体情况相适应。在财政收入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我

国有能力进一步对境内企业减税降费，激发国内经济活力。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对食品和药品实行

简易计税。我国的增值税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

水平，不过与周边国家相比仍有下降空间。随着国际不确

定因素的增加，中国急需提高国内消费能力与企业创新能

力，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并降低税率才能扩大内需，拉动

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此外，食品和药品是民生问

题。降低食品的税率，特别是儿童食品的税率，有助于降低

孩子的抚养成本。降低药品税率，有助于降低和消除因病

致贫的几率。根据安永世界增值税指南《Worldwide VAT，

GST and Sales Tax Guide 2019》可知，世界上对药品实行免

增值税的国家或地区有阿鲁巴、博茨瓦纳、巴西、多米尼

加、埃及、格鲁吉亚、洪都拉斯、马尔代夫、缅甸、尼加拉

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多黎各、坦桑尼亚、

美国部分州等；对药品实行 0税率的国家或地区有：加拿

大、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厄瓜多尔、爱尔兰、马耳他、

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瑞典、乌干达、英国、赞比亚、津巴

布韦等。相对而言，我国的食品药品仍有减税空间，建议

实行简易计税并适当降低税率。

第二，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增值税为流转税，采用

逐环节征税逐环节扣税的方式，若抵扣链条断裂，会增加

处于中间环节的企业的成本负担。当前金融业与实业的抵

扣链条并未完全打通，银行取得贷款利息收入需要缴纳增

值税，实体企业利息支出则不能抵扣增值税，实体企业负

担增加。此外，对于银行而言，取得贷款利息收入需要缴

纳增值税，但银行支付的单位和个人存款利息不能抵扣进

表8  制造业细分行业季度税负上年同比降幅排次

 
总税负 经营环节税负

细分行业 变化率 细分行业 变化率

2018年3季度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3.86%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39.6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4.03% 农副食品加工业 -33.04%

金属制品业 -22.24%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60%

2018年4季度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46.75% 化学纤维制造业 -85.10%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44.82%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69.11%

其他制造业 -43.0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56.12%

2019年1季度

家具制造业 -44.61% 农副食品加工业 -52.5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6.0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1.4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4.36% 家具制造业 -37.16%

2019年2季度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60.18%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62.54%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39.32%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42.6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5.89% 纺织业 -41.02%

2019年3季度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37.0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41.70%

化学纤维制造业 -33.90% 化学纤维制造业 -41.10%

其他制造业 -31.6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40.80%

注：资料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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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税额，银行税负增加。因此，这个抵扣链条需要打通。具

体的措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进一步加大研发抵扣力度。各国政府为了鼓励

企业研发，均制定了相应的激励与支持措施，如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tax deduction）、税费津贴（tax credit）、免税

（tax exemption）、现金补贴（cash grants）等，部分国家如马

来西亚、匈牙利、荷兰等已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研发激励

体系。就单项税收优惠政策而言，巴西、匈牙利、泰国、新

加坡、立陶宛、英国等国家的研发费用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比例均高于 200%（巴西、匈牙利、泰国为 200%，新加坡

250%，立陶宛 300%，英国 230%），智利、墨西哥、日本、

荷兰、葡萄牙、爱尔兰等提供25%～80%的直接税费减免（智

利 35%、墨西哥 30%、日本 35%/45%、荷兰 25%～45%、葡

萄牙 32.5%、爱尔兰 37.5%），马来西亚、瑞士、罗马尼亚、

俄罗斯、法国、捷克等对新设立的研发公司提供多年免税

政策。尽管中国已不断加大研发的税收优惠力度，但与主

要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相比仍有空间。因此，中国应进一

步加大研发抵扣力度，继续完善研发激励政策。

第四，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尽管社保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率已下降 3个百分点，但在世界范围内仍

属于较高水平，仍有下降空间。建议进一步扩大社保基金

持股国有股权的比例，增加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并继续

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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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Mechanism, 
Measures and Micro Effects

WANG Su-rong， YUAN Fang

Abstract：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deep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stimulate market vitality，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 then analyz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structural 
tax reduction and inclusive tax reduction，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micro-effects of 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 Finally，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reduce the VAT rate， and implement 
a simple taxation method for food and drugs； break through the VAT deduction chain； further 
increase the R&D deductions； further reduce corporat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Key words：tax cuts and fee reductions；structural tax reduction；inclusive tax reduction；
VAT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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