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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生产率”研究时代的来临
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2012级硕士研究生 赵皋

广州人的“两张脸”
———文明行为偏好的经济学分析

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2级硕士研究生 罗光帆

2012年 12月 17日，新快报报道两条不同的新闻：

其中一条消息报道广州人“让座”文明行为普遍成风；

另一条消息却展示另外一种现象：灯光节中花城广场

草坪遭到了肆意践踏，随地扔垃圾现象时有出现。唐螂

（2012）指出同一社会阶层对“让座”与“爱护公物”这一

些同一层次道德准则，在不同场合呈现出了不同的偏

好，其原因何在？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

城市居民对不同文明行为的偏好差异的影响因素，并

得出相关对策。

一、文明行为的含义与分类

文明行为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一种外在的行为

习惯。沙莲香（2007）对公共行为与公共文明关系的研

究指出，文明行为体现了主体特征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此基础上，市民的文明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表

现为个人对相关制度、准则的遵守，其直接对象是物的

文明行为；另一类则是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交往，其直

接对象是人的交往文明行为。

二、不同文明行为偏好差异分析

影响不同文明行为偏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

道德水平、对行为认可程度、制度约束以及非制度下他

人监督状况等。唐螂（2012）认为文明行为偏好主要取

决于资源的稀缺程度，当行为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场

景时，其偏好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主体的行为决策。

（一）不同文明行为心理收益

“让座”的直接行为对象是

人，其正外部性可以直接在行为

实施时得到彰显，如肯定和赞许，

期指定性心理收益大于实行文明

行为的成本；与之相比，“爱护草

地”直接行为对象是物或者制度，其在文明行为实施的

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是通过“物”作为中介对他人产

生的，并不能得到立即的反馈，这种正外部性不具有排

他性，就此而言，其心理收益远远小于以人作为直接对

象的文明行为。作为一个理性决策者，其在相同环境决

策下，采取“让座”比“爱护草地”的概率要大。

（二）不同文明行为心理成本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行为主体在实行不同行为时

所承担的心理成本是不一样的。“不让座”行为的心理

成本来自于其他乘客对决策主体的心理谴责或异样眼

光，该行为是在相对封闭和人员流动性较弱的区域实

施的，所持续的时间越长心理成本越大，而“随地丢垃

圾”这种行为的实施一般处于相对开放和人员流动性

较强的区域，实施时间较短，所造成的心理成本相对较

低，从而导致此类不文明行为实施的概率相对较大。

（三）公益广告强度与示范效应

公益广告的宣传强度对于“让座”与“践踏草地”等

不同文明行为是具明显差异的，“让座”公益广告强度

大于“爱护草地”。“让座”通过文字广告、广播和特定位

置在车内形成全方位强度较大的公益广告，从而改变

行为主体的偏好。相对而言，“爱护草地”主要通过文字

标牌来进行公益宣传，其效果会因行为主体个人视角

而改变。另外，相对于“不让座”，“随地扔垃圾”和“践踏

草坪”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随地扔垃圾”造成的主要

后果是满地垃圾，而垃圾不会得到马上的清理，这会形

成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不让座”这种行为的示范作用

会因行为对象的性质而削弱，其示范作用相对较弱。
三、结论与含义

行为主体对不同文明行为的偏好是存在明显差异

的。文明行为的心理收益和不文明行为的心理成本是

影响行为主体对文明行为偏好的主要因素；而公益广

告的强度与示范效应对心理收益和心理成本起着调节

作用。所以在推进城市道德文化建设过程当中，应当重

视居民对不同文明行为的偏好差异，调节文明行为的

心理收益和心理成本；而对于以物或制度作为直接行

为对象的文明行为应当加大公益广告宣传力度并积极

减少不良示范效应。

据国际能源署（IEA）2009 年的报告，我国已在

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 CO2排放国。面对这

一形势，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在 2009 年

制订了到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比 2005年下降 40%-45%的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必须

承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无疑将

会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而这将消耗大量的

能源，碳排放也会随之上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负起

国际责任减少碳排放量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另一

方面则不能为了大国“面子”过分的实施碳减排政策。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做到既控制碳排放又维持经济增

长的双重目标，实现真正的低碳经济。

一、“碳生产率”的概念

碳生产率这一概念就是在全球经济飞速增长而碳

排放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此概念的最早

界定是由 Kaya & Yokobori（1993）提出的，碳生产率是

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之比，数

值上等于碳强度的倒数，也被称为平均碳 GDP。碳生产

率这一指标很好的反映了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双重

任务，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不谋而合。很多人认为未

来低碳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碳生产率的竞争。因此，我

们更应该注重的是要提高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而不

是单纯的提出减少我国的碳排放总量。

二、“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我国碳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研究，如梁舒仪和韩水华（2012）、杜颖等

（2012）、王峰等（2010）和杜立民

（2010）。笔者认为可以从外部和内

部两方面因素对此进行分析，外部

因素包括 FDI和贸易开放度，而内部因素则包括产业

结构、人均 GDP、能源强度和城市化水平等。FDI的快

速增长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

2011年的 GDP规模已超过 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间接

地增加我国的碳排放。但同时 FDI产生的技术外溢效

应和竞争效应，一方面会使本土企业产生危机意识，通

过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源生产率来占据市场份额；另一

方面外商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端的技术，技术外溢能够

提高本土企业的能源使用技术。现在大多的实证研究

表明，FDI的进入和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是有利于我国

碳生产率增长的。从内部因素上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形

式长期以来一直是“二一三”的状态，第二产业份额很

大，其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从而导致大量的碳排放，

这也最终会降低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这一点也在实

证研究中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过程必然伴随

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碳排

放量也必然会随之上升，从而拉低我国的碳生产率水

平，这一点同样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三、有关“碳生产率”的研究前景

在中国碳生产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笔者认为未来

碳生产率的相关研究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研究影响碳生产率增长因素是碳生产率研究的首要问

题。例如：产业集群能够减少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减

少能源的消耗，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创新是一个

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降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

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企业创新则需要科技资金的投

入，类似于这些因素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是值得

展开的；第二，碳生产率的分区域考察。我国存在东、中

和西部三大区域，区域之间由于地理和经济的原因而存

在很大的差异，影响碳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在不同区域有

所差别，通过分区域研究，找到影响不同区域碳生产率

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为不同区域在制定提高自身碳

生产率水平的政策提供参考。第三，碳生产率的收敛性

研究。收敛性研究包括俱乐部收敛、绝对β收敛和相对

β收敛，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区别之处。尽管

我国不同区域的碳生产率在水平上存在差异，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和国家区域政策的实施，我国不同区域的碳生

产率水平是否会存在收敛，这种收敛符合俱乐部收敛的

定义吗，抑或是绝对收敛或相对收敛？这些都需要碳生

产率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我国先前走的一直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

染的道路，现在是我们开始改变发展道路的时候了，碳

生产率研究的时代也随之而来。既然对于当前的中国，

我们需要提高我国的碳生产率水平，我们就需要改善

外商投资环境、健全投资法律制度、完善投资渠道和适

当给予外商一定的政策优惠，吸引更多的 FDI进入我

国；同时，我国不能再走先前的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

染的发展道路，而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型；我国应致力于寻找煤炭资源的替代能

源，逐渐的减少我国 GDP对高碳能源的依赖性；不能

过度的追求城市化的推进，在进行城市化的时候应该

更注重城市化的“质”而不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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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数量保持在全省企业

总数的 95%以上，创造了我省一半的税

收，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发

挥着战略性作用。为了解决各地区中小

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负担重、进入壁

垒高、人力成本上升、环境保护压力大等

诸多问题，广东省省委省政府已加快构

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的步伐。

我省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在过去的几年

里发展势头强劲，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是在开放性原则

下为区域和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提供信息

咨询、技术创新、法规标准、管理咨询、等

服务的法人实体。广东省现有的服务平

台包含：（1）政府主导建立；（2）高校、科

研院所投资建立；（3）骨干企业建立；（4）

多方合作出资共建；（5）民营企业独资建

立。多样的服务平台在促进中小企业的

健康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加强中

小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等“一站

式”服务中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其背后所

面临的问题也异常突出，发展的瓶颈也

已逐渐地显露出来。如：社会认可度不

高，政策宣传力度不够，科技创新服务不

强，以及自身的网络建设和发展方式脱

离市场。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运营

模式，以促进中小企业能够更好更快的

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探索合理的盈利模

式来达到服务的高质量和政府的低负担

的目标。

（一）建立双向的绩效评分机制

所谓双向，即服务平台可以对中小

企业是否按照预期足量的完成任务和企

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与预期值的差距进行

打分，中小企业也可以给服务平台提供

的服务质量打分。这种双向的评分制度

改变了现行状态下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无

监督、无监管的状态，又可以促进企业加

快发展和服务平台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服

务质量。中小企业的分值直接关系到服

务平台为其提供后续服务的优惠政策。

可以针对企业制定一个 NCD系统，时刻

的关注中小企业所处的等级状态。服务

平台的分值直接影响到该平台的服务质

量，这就为以后的企业提供一个如何选

择服务平台的依据。

（二）建立多层次的宣传体系

由于各个企业所处的环境背景不一

样，这就必然导致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服务平台可以通过新闻媒体、

网络在线咨询等方式，及时地向中小企业

同时发布信息，做到政策宣传全覆盖。其

次，平台应联合税收、质监、科技等部门分

批的对企业进行专家咨询工作，保证中小

企业能够真正享受到政策好处。

（三）改善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应加大对企业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定期进行知识产权

的培训与咨询服务，针对企业的侵权问

题，协助企业寻找相关部门严肃处理。继

续深化企业与高校、科研所的信息交流

平台。目前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已

建立了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

大学等高校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方便

企业找寻方便快捷的需求信息窗口。对

于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相关

部门要积极地

给予技术上和

人 力 上 的 支

持，以及积极

地向社会公布

所取得的成果,保证服务的连续性。

（四）加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网络建设

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我们获取

信息的方式。网络平台的发展状况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对服务质量、品质

的判断。服务平台必须在全省不同的区

域内建立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平台运行

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建成之后集

体纳入全省平台网络管理，实现省、市、

县的资源互通。同时，服务平台本身可以

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化资源，帮助

中小企业拓展自己的业务。这就促进了

网上贸易的形成，极大的缩减了企业的

经营成本和交易时间，为中小企业和大

企业营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五）构建不同时期的收费盈利模式

服务平台的发展仍然是一个不断探

索不断优化的过程，服务平台初期的建

设过程中应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来实现

经营，不应把利润最大化作为此刻的中

小企业服务平台的目标。高昂的咨询费

用不仅必然会提高进入门槛，不能实现

以尽可能服务更多的中小企业为宗旨的

目标，而且对于自身平台的建设也会产

生一定的反作用，不利于吸收更多的潜

在客户。随着平台在服务质量上的提高，

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收取相应的

费用来弥补自己期初的投入。

在具体的收费标准上，应以适当的

三级价格歧视标准来收取费用，即对面

临资金困难以及刚成立的中小企业可以

适当的减免一定的费用作为对其发展的

支持；对那些具有较大规模的大型企业

可以适当的提高费用率，多余的部分可

以作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

这种方式既可以实现企业的均衡发展也

能够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市场化运营是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

最终趋势，惟有此才能实现高效的运营

状态。上述的各项建议中也表明政府在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发展过程中应逐步

的放宽政府的直接干预，适当的让服务

平台去听从市场的意见，根据市场的需

求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当然这其中也

不能缺少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援助。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董事会治理问题是影响 CEO薪酬过度支付的重

要因素，其原因可能来源于三方面。第一，监督者众多导致责任分散效应，使得 CEO

薪酬机制监督失灵；第二，CEO权利过大，使得 CEO能够影响董事会及薪酬委员会

的薪酬制定，从而获得过度支付的薪酬；第三，CEO和董事可能存在合谋。因此，为

了防止 CEO薪酬过度支付，公司应该提高独立董事和薪酬委员会的独立性，充分重

视监事会在公司中的作用，加强公司内部权力的制衡，防止 CEO权力过大，并且采

取适当的激励措施降低董事之间以及公司内部监督机构之间的责任分散效应。

经济学院金融系 2012级硕士研究生 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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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据美国普华永道对我国 2008

年部分上市公司公布的高管薪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

酬增长率高于公司利润增长率，甚至出现某些公司利润负增长而高管薪酬正增长

的“倒挂”现象。在此背景下，研究董事会治理与 CEO薪酬过度支付的关系，探索我

国高管薪酬过高的原因，对于提高我国公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理论假设

假设 1：独立董事占比越大，CEO薪酬过度支付的概率越小。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如果独

立董事符合该文书的要求，那么独立董事将对 CEO薪酬的过度支付起到监督和约

束的作用。
假设 2：董事会规模越大，CEO薪酬过度支付的概率越大。

董事会规模大，意味着公司决议程序的复杂化，而且容易产生责任分散效

应，从而导致董事会无法有效制约 CEO薪酬过度支付。
假设 3：CEO同时兼职董事长，会导致 CEO薪酬过度支付的概率增大。

CEO在董事会兼职董事长，会增强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并降低董事会制约

和监督 CEO的有效性，进而使 CEO薪酬更有可能过度支付。

三、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模型（1）得到 CEO 薪酬是否过度支付的变量，通过模型（2）检验

CEO薪酬过度支付与董事会治理的关系。

模型（2）为离散选择模型—logit模型，用于估计董事会治理对 CEO薪酬过度支

付概率的影响。模型中，为 CEO 薪酬过度支付的条件概率，即模型（1）中得到的

overdummy，indirector为独立董事占比，lnboard为董事会成员人数的对数，ceoduality

为 CEO是否兼职董事长的虚拟变量，若 CEO在董事会兼任董事长，则取值为 1，否

则取值为 0，为时间和行业变量。假设 1要求小于零，假设 2要求大于零，假设 3要

求大于零。

本文以 2005至 2008年间 1048至 1190家沪深 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

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

务数据库》和《CSMAR中国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

表 1显示的是 logit模型（2）系数的边际影响值（Marginal effect），是通过将模

型（2）估计的结果通过转化后，直接反映为解释变量的单位变化对 CEO薪酬过度支

付概率的影响。从结果中可以发现，indirector的系数估计值在 5%水平统计上显著为

正，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占比越大，CEO薪酬过度支付的概率越大，这与假设 1不

符；lnboard的系数估计值在 1%水平统计上显著为正，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CEO

过度支付的概率就越大，这与假设 2相符；ceoduality的系数估计值在 5%水平统计

上显著为正，即 CEO同时兼任董事长对 CEO过度支付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3与这一结果一致；整体上而言，董事会三个特征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董事会对 CEO薪酬过度支付具有正向影响，董事会并没有对 CEO薪酬过度支

付起到监督作用，反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lncashpayk,t =准0+准1tenurek,t +准2tenurek,t+准3agek,t +准4tenurek,t +准5roak,t +
准6tobinqk,t +准7roek,t +准8lnassetk,t +准9lnsalesk,t +准10stdsalesgrowthk,t +
准11stdcashflowk,t+准12stdsalesk,t+准13incentratiok,t+Ck,t兹+着k,t

(1)

模型（1）参考 Wade 等人（2006）的方法，并进行了改进，模型中，CEO 任职

时间（tenure）、性别（gender）和年龄（age）三个变量衡量 CEO特征，总资产报酬率

（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 Q值（tobinq）三个变量衡量公司业绩，总资产的

自然对数（lnasset）和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lnsales）两个变量衡量公司规模，销售

收入标准差（stdsales）、销售收入增长率标准差（stdsalesgrowth）和现金净流量标准

差（stdcashflow）三个变量衡量公司经营风险，此外还加入 CEO 持股比例（incen-

tratio）衡量薪酬结构以及时间和行业（C）作为控制变量。确定 CEO薪酬是否过度

支付的方式是，首先回归得到模型（1）的残差，然后判断残差的符号，若模型（1）

回归得到的残差为正，则表示 CEO薪酬支付过度，取值为 1，否则为 0。

ln[ pk,t
1-pk,t

]=茁0+茁1indirectork,t+茁2lnboardk,t+茁3ceodualityk,t+Ck,t兹+着k,t (2)

表 1 公司治理与 CEO薪酬过度支付的 logit模型估计结果（2005-2008）

lnboard indirector ceoduality 2

0.1044*** 0.3464** 0.0573** 4451 0.0033
渊0.0352冤 渊0.1483冤 渊0.0245冤

注：表中的系数为边际影响值（Marginal effect），括号内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和 ***分别表示双尾 t检验值在 10%、5%和 1%水平上统计显著

经济学院统计系 2012级硕士研究生 陈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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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H0院rank=r Trace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Max-Eigen统计量 5%临界值 P值
r=0 14.73409 15.49471 0.0649 14.73384 14.26460 0.0421
r臆1 0.000246 3.841466 0.9893 0.000246 3.841466 0.9893
r=0 30.61034 15.49471 0.0001 30.58409 14.26460 0.0001
r臆1 0.026243 3.841466 0.8712 0.026243 3.841466 0.8712
r=0 15.90542 15.49471 0.0434 15.56185 14.26460 0.0310
r臆1 0.343572 3.841466 0.5578 0.343572 3.841466 0.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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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私营企业出所占

比脉冲响应函数

二、结论及启示
以上脉冲响应函数表明：
（1）人民币升值会使国有企业的出口所占比下降，但影响不是太大，原因可能是

国有企业资本雄厚，抗风险能力强。
（2）外资企业出口所占比在人民币升值初期不减反增，可能因为外资企业大都

采用来料加工型生产方式，人民币升值，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也随之下降，导致刚开
始整体效用仍然为正，但是一段时间后出口所占比开始呈现负增长，原因可能是人
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效应超过了正效应，并且长期后趋于稳定。
（3）私营企业出口所占比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先下降后上升，可能是由于私营

企业一般经营规模小，短期内难以抵御人民币升值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其灵活性的
战略调整使得其出口所占比很快恢复并呈上升趋势。

现实启示：

第一，充分运用国有企业雄厚的资本进行改革、创新、升级，进一步增强其抗风
险能力，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

第二，鼓励、支持私营企业出口，提供相关支持性政策如退税、政策性贷款等，充
分发挥其灵活性、创造性所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

第三，通过加强税收和技术限制等手段淘汰部分污染严重型、低附加值的外资
企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出口竞争力。

第四，人民币坚持“小步走”的汇率调整目标，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备足时间。
此外，企业自身应加强应对外汇风险的意识，灵活运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不同性质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经济学院国贸系 2012级硕士研究生 李旦

汇率变化是影响一国对外贸易收支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 2005年 7
月至 2008年 10月我国出口贸易的月度数据，基于 SVAR模型进行实证分
析及检验，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一、 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及样本来源

SVAR模型是在 VAR模型基础上的改进，包含了变量当期之间的关系，能够更
好的提供模型系数的结构解释。本文构建如下三组 SVAR模型：

模型 1 { SOEt=琢10+琢11SOEt-1+噎噎琢1pSOEt-p+茁10R+茁11Rt-1+噎噎茁1pRt-p+upt

Rt=琢20+琢21SOEt-1+噎噎琢2pSOEt-p+茁21Rt-1+噎噎+茁2pRt-p+uxt

模型 1 { FEt=酌10+酌11FEt-1+噎噎酌1qFEt-q+姿10R+姿11Rt-1+噎噎姿1qRt-q+uqt

Rt=酌20+酌21SOEt-1+噎噎酌2qSOEt-q+姿21Rt-1+噎噎+姿2qRt-q+uyt

模型 1 { PBt=棕10+棕11PBt-1+噎噎棕1sPBt-S+滓10R+滓11Rt-1+噎噎滓1sRt-s+ust

Rt=棕20+棕21PBt-1+噎噎棕2sPBt-s+滓21Rt-1+噎噎+滓2sRt-s+uzt

其中 SOEt、FEt和 PBt分别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
重，Rt为人民币兑换美元间接汇率，即每单位人民币能够兑换的美元数，p、q、s分别
是以上三组 SVAR模型的滞后期数。

本文采用的是商务部公布的 2005年 7月到 2008年 10月不同性质企业的外贸
出口月度数据。
（二）单位根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基于计量软件 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 ADF平稳性检验发现一阶差分序列

ΔSOEt、ΔFEt、ΔPBt和 ΔRt列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有单位根假
设，是平稳序列。说明 SOEt、FEt、PBt分别于 Rt序列具有同阶单整的性质，可以共同
建立 SVAR模型。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发现：外资企业出口所占比 FEt和私有
企业出口所占比与 PBt人民币汇率 Rt之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不仅时效长，而且效
果显著；国有企业出口所占比 SOEt与汇率 Rt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但不太显著，也
即表明国有企业出口所占比受汇率的影响不大。
（三）协整检验及 SVAR模型的识别
下面使用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以上 3组方程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三组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以 AIC和 SC为准则并参考 LR数值发现三组模
型的最优滞后期都是 3。因此，协整检验的滞后期选为 2。下表为协整检验结果。

图 1 政府投资依赖、财政增收计划机制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

杂栽哉阅耘晕栽 韵云 耘悦韵晕韵酝陨悦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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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根据历年《中国

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计算显示，从 1995年到 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增
长了 16.64倍，年均增长率为 19.21%，而同期名义 GDP年均增长率为 13.
68%。从 1997年起，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一直高于 GDP的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的刚性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不禁问：财政收入刚
性增长的源动力何在？
二、 现实财政收入刚性增长路径的形成机理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财政收入持续超 GDP增长的原因作了

大量的研究，主要把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税制因素和管理因素。但是，上述
各因素是如何相互交织并作用形成现实财政收入刚性增长路径的呢？

第一个关键点在于经济因素背后的投资过热因素的影响。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税权边界明确，基本上独自承担税

收的收益与风险，加之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通过大力
发展当地经济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的积极性。再者，在考核各级政府官员
政绩时，GDP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进一
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当地经济的激励。

地方政府要发展当地经济，一个最直接、最有效、同时使用最多的手段
就是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因为它不仅短期内直接拉动经济增长，而
且可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这
种方式保增长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政府投资依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累进税制、生产型增值税制和营业税
增值税重复征收的间接税制两者又扮演了纳税能力放大器的角色。

因此，投资的非理性增长才是真正支撑税收飙升的制度性因素，税收伴
随投资持续性的非理性上升而持续地上升。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财政增收计划机制的影响。
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需要刚性增长的财政收入作支撑，地方政府通过努

力发展经济的思路无法保证财政收入稳定高速增长。因此，第二种思路———
财政增收计划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部门沿用基数法编制税收计划。在实践中，一般来说，
计划期税收增长比例都是在 GDP计划增长率的基础上加上若干个百分点。

在税收计划制定阶段，全国性的年度税收计划先由中央政府编制，然后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层层分担落实各自的税收任务。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根据本级政府财政支出的需要、是否面临财政压力和为保证顺
利完成上级下达的税收任务并有所超额完成，各级政府和税务部门常常会
对税收计划进行一定程度的追加调整，从而导致税收计划“层层加码”。

在税收计划的执行阶段，税收任务完成的好与坏，增收的多与少，与税
收计划工作的执行者能否得到物质奖励以及职位升迁机会紧密相关。因此，
面对税收计划带来的刚性的激励约束机制，各级税务部门不但有积极性完
成税收计划，还会超额完成。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正是分税制和以 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为
主的政绩考核机制，有效激励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吸引和扩大投
资，在间接税制和累进税制的放大作用下，经济增长与财政增收计划机制共
同支撑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刚性增长。

三、 政策建议
一方面，由地方政府主导进行的投资与建设，往往面临资源软约束和预

算软约束，使得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效益低下、腐败、环境污染、财政不堪重
负等现象频频出现；另一方面，财政增收计划机制与依法治税有冲突，容易
导致“有税不收”和“收过头税”。为促进经济与财政收入长期可持续的健康
快速增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
集约型转变，不仅要让企业家和市场机制发挥更巨大的作用，还要加大公共
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其次，要提高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满
意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指标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
的重要性；第三，要强化预算约束，实行税收无计划征收，建立明确、规范、透
明的超预算收入结转下一年度使用的具体机制。

分税制的激励

GDP尧财政收入
业绩考核压力

强化地方政府

发展经济意愿

政府投资

支出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的投资
经济增长

财政增收计划机制

财政收入增长

表 1 协整关系检验

1

2

3

综合考量以上统计结果中的 Trace统计量和 Max-Eigen统计量，发现人民币升
值与这三种性质企业的出口所占比之间均只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构造
具有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 SVAR（3）模型。

在对以上构造的二元二阶 SVAR模型估计中，需要对结构式施加约束才能估计

通过附加的识别条件对 SVAR模型进行识别，可以观察到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
和方差分解，判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不同性质企业出口所占比的冲击。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SVAR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描绘的是在扰动项上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
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预期所带来的影响，函数方程为： Xt+s / εit。选取滞后 10期，
描绘出人民币升值和三个不同性质企业出口所占比的响应轨迹。如图 1、图 2、图 3，
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月数），纵坐标表示企业出口所占比对人民币升
值冲击的反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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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模型参数。本文选取多套约束方案，实证表明，统计上最可靠的约束形式是：矩阵 A
为对角线为一的下三角，，表示如下：

图 1 国有企业出口所占

比脉冲响应函数

图 2 外资企业出口所占

比脉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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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 16家上市银行公布了

2012年的财报，当然，相比多数行业的

惨淡经营，银行业依然“风景这边独

好”。从全部上市银行整体看，16家上市

银行的总资产为 85.90万亿元，同比增

长 15.31%。其中，工、农、中、建、交传统

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过 7700 亿元，

较 2011年增长约 12%。股份制银行也

紧随其后，其中招商、民生、兴业和浦发

位列股份制银行前列，利润同比大幅增

长。

近些年来银行业的暴利屡被讨论，

关于改革银行业的说法也从没停止过。

的确，目前国内的银行业具有多方面的

“特色”优势：a、政策性垄断，不对民间

开放；b、中国资本市场对外放开有限，

外资金融机构特别是外资银行的经营

活动范围依然受到限制；c、存贷利差依

然存在，利率市场化不够；d、手续费多

杂繁，达到 3000多项；e、依旧是资本市

场的主流贷款渠道，对资金供给有绝对

控制权。以上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源泉，

也是人们诟病银行的主要焦点。近来屡

有银行理财产品“飞单事件”出现，导致

银行的公众形象进一步受损。政府对银

行的“宠爱”以及银行轻松挣“大钱”的

模式是引发银行改革争论的源头。但

是，银行业到底要怎么改革才算好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举步维艰的银行业改

革呢？本文的观点在于：针对银行业的

讨伐可以理解，但是银行业或许也有自

己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银行是整个经济体系最

大的部门，约占金融业总资产的 90%，

银行业危机往往容易导致整个经济的

系统性危机，所以银行肩上的担子可想

而知，再加上我国特有的政策体制，以

及政府的强势调控思维，使银行更背负

了一层核心政策通道的名分，所以银行

业的改革远不像一般讨论的这么简单。

首先，银行不是金融市场的全部，说银

行不顾及中小企业，只给大企业、国有

企业贷款，这是由银行的风险属性所决

定的，由于银行放贷出去的钱主要是老

百姓的存款，那么银行就应该放款给信

息更透明，信用更有保障，风险也更低

的企业，而不是信息与风险严重不对称

的小企业，这不是银行的义务。其次，银

行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比如在 08年金

融危机时国家出台 4万亿投资计划，直

接行政命令银行放款，加大力度配合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看出，每当危机

时银行就失去了自主控制贷款的能力，

就算是平时的贷款也要跟着国家产业

政策走。再次，说银行依赖贷款、利差挣

钱也有偏颇，因为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

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种类与数量

不够多，按照央行的最新统计口径，社

会融资总量中仍有 60%左右资金必须

靠银行直接贷款，这恰恰反应了社会发

展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而不是相反。

最后，很多人说，中国的银行要像国外

银行那样，充分竞争缩小利差，同时加

大中间业务的收入，调整利润来源比

重。可是中国的银行并不具备国外那样

的经营和政策环境，国外银行金融机构

是混业经营，银行可以涉及的业务很

多，如证券承销，管理类业务，投资类业

务都是中间业务利润的重要来源，但是

在我国目前特有的分业经营模式下，银

行的中间业务范围很窄（主要是销售理

财产品及一些传统银行业务），远不具

备国外那样的政策空间，更不可能像国

外那样成为主要利润来源，如果强行要

进行现有体制下的创新，可能会给整个

行业带来更多的“创伤”。

经过上面的粗略叙述，我觉得中国

银行业的改革不仅仅是银行自身改革

的问题，更应该是中国整个宏观政策环

境的综合改革问题，这对银行业的改革

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具体建议如

下：a、顺应国际趋势，改革目前的金融

分业监管体制变混业经营监管体制，强

化监管能力，以满足银行业中间业务的

转变需要。管理层思路的变化是银行业

变革的前奏，监管的方向及能力直接影

响改革的效果。混业不是魔鬼，创新也

不是死神，合理利用并规避风险才是正

道。b、利率市场化与汇率自由化同时进

行，进一步促进竞争，同时调节被扭曲

的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是宏观经济体

系中最重要的两个价格，二者的配合调

整有利于宏观经济参与者更好的竞争，

资源价格更合理，有利于经济深层次的

变革，而且银行贷款坏账具有一定的周

期性，汇率的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利率市场化中由于经济低迷给银行

带来的坏账影响。c、完善中国的金融体

系，大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小到小

额信贷、典当、资管、租赁公司，都应该

全面而丰富，以满足经济实体对金融服

务各个层级的需求，为银行减负。虽然，

银行的口号是做消费者的“金融超市”，

但是我们并不能按“超市”的标准来要

求银行满足资本市场的所有需求，银行

的属性就是承担一定的风险规避更大

的风险，所以更高风险的资金需求应该

由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来填补。d、政府

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改革，

并且转变对经济影响的参与方式，合理

利用“银行”工具。银行的乘数效应是货

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基础，但是政府应该

减少运用粗放的数量型工具，更多运用

精确的价格型工具（利率）来进行操作，

使银行的运营更加市场化。银行业的改

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只

有在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情况下，我国

银行业的改革才可以成功。

今年 4 月份，房地产市场调控“国

五条”细则出台，标明二手房转让所得

征 20%个税。这项调控政策的出台，民

众反映各异，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

一项强硬的政策，能够有力打击炒房投

机者，使房屋去投资化，回归居住功能。

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南辕北辙的政

策，不仅不能打压房价，还使得民众都

去搭买房的“末班车”，即在政策正式实

施之前买房，结果使得房价不降反升。

那么，这项看似明晰实则迷离的政策，

到底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将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政策可行性

1、对所有二手房交易都征税不合

理，例如有些家庭随着收入增加、孩子

长大或家庭成员增加，想要换个条件好

点或大点的房子，这时候征收 20%个税

就是不太合理的。如果能按名下房产的

套数进行区分，例如家庭名下第三套及

以上的房屋交易才征收，这样就不会影

响正常的改善型需求。

2、按照“国五条”规定，“税务、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要密切配合，对出售自有

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通过

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

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但在实际中，由于一些城市

房屋登记系统时间不长，

对于一些老公房、房改房

等核价难度大；同时，由

于“阴阳合同”的存在，要

公平核价也不容易。此

外，住房购买、装修和使

用过程中，涉及多项支

出，要准确界定“转让所得”也有难度。

3、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地方政府征

收 20%个税具有很大的弹性，同时，也

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和创租

寻租行为。

二、政策作用效果分析

1、改善型与刚性需求者受伤

根据经济学原理，无论政府如何征

税，最后都是由消费者来买单，而且，消

费者的需求弹性越小，负担的税收比例

就越大。我们知道，购买二手房的消费

者，大多都是买不起新房转而求其次购

买旧房子的中低收入者，他们对住房的

需求是最原始的最纯粹的居住需求，属

于刚性需求，现在，对二手房交易征收

20%的个税，那么处于卖方市场的售房

者会把这部分额外的税收全部转嫁到

刚性需求的买房者身上，其结果是消费

者负担的房价更高了，其最终的一个结

果是让无力购房者更加买不起房子。

2、供求更加尖锐

对售房者来说，可以继续奇货可

居，等到价格更有利可图时再出售，将

售卖暂时转变为出租，同样可以获益；

对买房者来说，面对着二手房房源锐

减，房价不降反涨的压力，只能被动接

受增加的被转嫁的买房成本。

三、 房价久扬不降原因

1、实业不景气，过多资金进入房地

产业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及人民币升

值，制造业出口下挫，其投资环境也出

现恶化，而房地产业一直蒸蒸日上的大

好形势也吸引大量的资金从制造业抽

离进入楼市。

2、房屋在征地、建设中成本刚性

据调查，房价中包括了 12种税和 56项

费，而这两部分就占到了房价的 70%左

右,加上至少 10%的构建成本、10%的利

润，这些硬性的部分就已经占到了

90%，如果这 90%降不下来，房价怎么

降呢？即面粉的价格不降，面包会降价

吗？

3、房地产绑架了地方财政

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

GDP，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土地

出让金、以土地等资产为抵押的银行贷

款，而这三部分都和房地产业密不可

分。据统计，2012年各地政府土地出让

金达到 3.15万亿。由于城镇土地归地方

政府所有，高额的土地出让金使房地产

开发商与地方政府成为利益共同体，地

方政府为了保持高经济增长在控制房

价问题上往往敷衍了事，不能很好的发

挥其应有的职能。

四、政策建议

1、增加房屋供给

政府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房

价调控上，学习香港、新加坡的成功经

验，从源头抓起，大力建设公租房、经济

适用房等，加大房屋供给，房价自然会

趋于理性。

2、加大住宅建设土地供给量，降低

土地价格

土地出让金占房价 30%左右，如果土地

出让金能够降下来，那么房价下降空间

就会很大。

3、进行中央 -地方分税制改革，降

低地方对土地的依赖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是中央拿大

头（约 53%左右），地方拿小头，而地方

政府承担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

问题的主要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地

方政府更加依靠土地。只有实行中央 -

地方分税制，地方拿大头，做到事权、财

权相统一，才能避免土地财政困局。

4、对拥有多套房屋的征收房屋空

置税

大多投机炒房者都是买了多套房

用于升值待价而沽的，所以对空置房征

收空置税能有效的打击投机者囤积居

奇，没有了炒房者，同时房屋供给增加，

房价自会下降。

谁主沉浮
———二手房增税对房价的影响

何去何从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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