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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冶课题组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摇 要:“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冶课题组于 2015 年 3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季度

宏观经济模型第十八次预测发布。 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着下行压力,但预计全

年 GDP 将增长 7郾 14% ;通货膨胀率继续低位下行,CPI 将上涨 1郾 74% 。 课题组模拟了调整直接税

与间接税比例的宏观经济效应。 模拟结果显示,调整税制结构,尤其是在降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

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将有力地促进投资,扩大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 根据预测及政策模拟结

果,建议通过“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冶这一加减组合法来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激发社

会经济活力,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再造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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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 7郾 4% ,为 2000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 第二产业的持

续减速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2014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8郾 3% ,较上年下

降 1郾 4 个百分点。 制造业过剩产能以及房地产业过度投资是第二产业持续减速的重要因素,预计

今年这两个行业还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2015 年 1 月,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

2014 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预测 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

走势,模拟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的宏观经济效应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

(一)模型外生变量的假设

1. 美国及欧元区经济增长率

2015 年美国家庭财务情况预计将持续好转。 在失业率下降及低油价等因素带动下,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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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增长将超过强势美元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稳步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年 1 月

22 日预测,2015 年美国将增长 3. 6% ,2016 年增速将达到 3. 3% 。 欧洲央行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宣

布推出 QE,希望以此提振欧元区经济。 但由于地缘政治博弈,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希腊政局变

动,欧元区政治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经济复苏将是“脆弱且不平衡冶的。 课题组认为,2015 年欧元

区经济增速要低于 IMF 今年 1 月的预测值(1. 2% ),为 1. 0% ;至 2016 年,可能加速到 1. 4% 。
2. 主要汇率水平

2014 年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贬值 2. 5% ,中间价首次年度贬值 0. 36% 。 2015 年 1 月官方

PMI 低于 50,创 19 个月新低,预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中美经济走势决定了,美元目前整

体上正处于升值周期之中,但不排除期间出现人民币阶段性升值的可能,2015 年汇率预计将从年

初的 1 美元兑 6. 13 元人民币微贬至年末的 6. 14 元(中间价);2016 年可能先小幅贬至 6. 16 元后

再回到 6郾 15 元。 面对欧元区经济的低增长与低通胀,甚至是通缩的压力,欧洲央行推出了欧洲版

的量化宽松(QE)。 从今年 3 月 1 日启动计算,本次 QE 将持续 19 个月,总额度为 1. 14 万亿欧元,
新增额度 9500 亿欧元。 考虑到二季度美国可能加息,美元将继续强势而欧元进一步弱势,预计欧

元兑美元汇率在 2015 年年底将跌至 1 欧元兑 1. 08 美元,2016 年第二季度跌至最低,1 欧元兑 1. 05
美元,受 QE 可能在 9 月退出的预期影响而回升至 1. 08 美元。

3. 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

考虑到 2015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以及价格可能持续下降,货币流通速度将放缓,作为

货币投放重要渠道的外汇占款进入低增长阶段,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目前可能存在一定程度

的传递梗阻,央行在坚持稳健基调的同时,将维持定向宽松的预调微调。 央行宣布 2015 年 2 月 5
日降准后,有可能在年内继续降准一到二次,并结合降息以稳定增长。 考虑到美联储今年二季度加

息的预期,上半年尤其第一季度是货币宽松的较好时间窗口,预计央行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降息

25 个基点,全年 M2 增速回升至 12郾 5% ;2016 年基本维持这一水平,全年 M2 增速为 12郾 6% 。
(二)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1. GDP 增长率预测

在上述外生变量假定下,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结果表明:2015 年,中国

GDP 增速将继续下行至 7. 14% ,比 2014 年下降 0. 26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GDP 增长率将略微回

升至 7. 20% 。 从季度同比增长率看(见图 1),由于 2014 年一季度出口负增长,基数较低,导致出口

同比增速显著回升;预计 2015 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 7. 23% 。 之后,由于去年同期基

数效应,二季度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7. 01% ,此后随着出口回升以及投资回暖,三季度经济将回升

至 7. 10% ,四季度延续这一趋势,继续上行至 7. 22% 。

图 1摇 GDP 季度增长率预测(季度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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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GDP 未来两年呈现先抑后扬的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仍然面临着去库存压力,商
品房在建面积也处于历史高位,投资增速将继续下降;最终消费受经济下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放

缓的影响,对经济支撑力度有所减弱。 但外部市场的复苏,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下行的压力。
至 2016 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渐释放,外部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中国经济增长。
2. 主要价格指数预测

模型预测,2015 年 CPI 将上涨 1郾 74% ,比 2014 年下降 0郾 26 个百分点;到 2016 年,预计 CPI 将
略升至 2郾 12% 。 分季度看(见图 2),受需求疲软的影响,2015 年第一季度 CPI 可能下行至 1郾 37% ,
第二季度消费回暖,促使 CPI 温和回升至 1郾 67% ,第三季度进一步回升至 1郾 82% ;第四季度继续上

升至 2郾 11% 。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未来两年仍将继续维持负数,但是降幅有望逐渐收窄。 2015 年 PPI

预计为-2郾 15% ,2016 年有可能进一步收窄至-1郾 52%。 分季度看,PPI 可能于 2015 年第一季度下跌

至-2郾 38%,第二季度回升至-2郾 11%,此后降幅趋于收窄,至第四季度,回升至-1郾 83%。 2016 年,随着

落后产能淘汰压力下降,企业经营状况好转,该指标将继续回升,至第四季度升至-1郾 22%。

图 2摇 价格指数预测(季度同比增长率)
注:CPI 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_GDP 表示 GDP 平减指数;PPI 表示生产者价格指数。

2015 年,GDP 平减指数(P_GDP)可能上升至 0郾 70% ;2016 年进一步提高到 1郾 52% 。 分季度

看,2015 年第一季度将上升至 0郾 15% ,并于第二季度持续上升至 0郾 98% ,之后明显回落,直至第四

季度反弹至 1郾 18% ;进入 2016 年,该指标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并将在第四季度下滑至 0郾 92%
(见图 2)。

总体而言,2015 年中国经济虽然仍面临着下行压力,但经济有望实现 7郾 0% 以上增速,预计全

年 GDP 增速为 7郾 14% ;通货膨胀率在现有低位上继续下降,CPI 全年预计上涨 1郾 74% 。 课题组认

为,受全面深化改革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及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2016 年中国的 GDP 增速将会有

所回升,同时 CPI 增幅也将有所上升。
3. 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预测

(1)进出口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

模型预测,2015 年美国经济的加速复苏和欧元区经济的危机缓解,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

进出口继续增长。 2015 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 8郾 02% ,比 2014 年提高 1郾 94
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将上升至 7郾 57% ,比 2014 年大幅提高 7 个百分点(见表 1)。 分季度看,出
口同比增速在 2015 年第一、二季度因上年基数的原因大幅上升至 11郾 49%和 11郾 41% ,随后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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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小幅回落至 8郾 12% ,并在第四季度维持在 9郾 62%的水平上。 进口同比增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

可能达到 4郾 89% ,此后逐季回升,并于第四季度升至 10郾 45% 。 受出口增速提高的影响,2015 年外

汇储备预计可以增长 4郾 05% 。 至 2016 年,随着外部市场需求恢复,中国进出口将延续平稳增长态

势。 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 7郾 75% ;进口增速预计将达到 6郾 11% 。 外汇储备

在 2016 年可能增长 3郾 09% (见表 1)。

表 1摇 2015—2016 年中国进出口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

(单位:% )

时间

出口 进口 外汇储备

不变价

人民币

现价

美元

一般贸易

现价 /美元

加工贸易

现价 /美元

不变价

人民币

现价

美元

一般贸易

现价 /美元

加工贸易

现价 /美元
现价

2015 年 10. 12 8. 02 7. 09 10. 02 8. 89 7. 57 7. 80 12. 67 4. 05

第一季度 11. 49 12. 62 9. 26 11. 60 4. 94 4. 89 -1. 49 21. 15 -0. 20

第二季度 11. 41 10. 92 9. 22 13. 39 10. 62 7. 78 8. 23 16. 25 -1. 34

第三季度 8. 12 4. 61 4. 84 7. 94 10. 08 7. 17 10. 75 8. 34 1. 89

第四季度 9. 62 4. 70 5. 33 7. 54 9. 96 10. 45 14. 41 6. 39 4. 05

2016 年 9. 68 7. 75 8. 48 7. 32 8. 16 6. 11 8. 41 3. 65 3. 09

第一季度 9. 39 7. 52 8. 11 8. 17 8. 57 6. 92 10. 05 3. 48 3. 49

第二季度 8. 99 6. 54 6. 97 6. 65 8. 03 5. 39 7. 69 2. 84 3. 48

第三季度 10. 57 8. 91 9. 88 7. 78 8. 32 6. 19 7. 95 4. 46 3. 28

第四季度 9. 73 7. 99 8. 92 6. 74 7. 73 5. 96 8. 05 3. 80 3. 09

(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模型预测,2015 年,在房地产市场走弱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尚未完全消化的影响下,按现价计算

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 10郾 65%,比 2014 年下降 4郾 57 个百分点。 2016 年,受制造业回暖和

新一轮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城镇投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到 12郾 96%。
分季度来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现价)增速在 2015 年第一季度将略降至 8郾 34%,之后将逐渐上升至

第四季度的 12郾 08%。 2016 年,除第二季度以外,其余各季均有望控制在 13%以上的水平。
(3)消费增长率预测

模型预测,2015 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预计将增长 7郾 06% ,比 2014 年小幅下降 0郾 21
个百分点;2016 年略微上升至 7郾 26% ,维持稳定。 2015 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

长 11郾 80% ,比 2014 年下降 0郾 32 个百分点;2016 年将小幅提高至 13郾 28% 。
分季度看,居民消费总额(不变价)增速将在 2015 年第一季度达到全年最高值 8郾 60%之后,逐

季回落,第四季度将降至 5郾 86% ;2016 年,基本保持平稳,第二季度达到全年最高值 8郾 60% ,之后

至第四季度预计将回落至 7郾 16%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现价)增速在 2015 年逐季改善,第四季

度在上年同期基数效应推动下,升至 16郾 37% ;2016 年则表现为升幅相对稳定,各季度保持在

13郾 1%—13郾 4%之间。
综上,模型预测结果表明:
1. 2015 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冶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冶的一年,房地产市

场继续调整,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将在低位徘徊,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发挥稳增长的托底作

用;同时,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所导致的新旧机制转换,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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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预计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比 2014 年小幅回落 0郾 23 个百分点,达到 7郾 14% ;CPI 预计上涨

1郾 74% 。 经济增速稳定在 7%以上和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将为中国政府实现“十二五冶规划目标,进
入新发展阶段,加快实施全面深化改革计划创造有利条件。

2.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全面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实将优化资源配置,再造

经济增长潜力,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等加快推进,产业规划

和区域规划密集出台,制度红利将进一步释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

持续推广,政府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的广泛实施,将进一步拓宽私人投资空间,提升民营投资比重,提
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居民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的逐步扩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预计

2016 年 GDP 增速将比 2015 年上升约 0郾 06 个百分点。淤

3. 2015 年欧元区经济将延续微弱的增长态势,但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促进中国的进出口稳

步增长。 2015 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 8郾 02% ,比上年提高 1郾 94 个百分点;
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上升至 7郾 57% ,比上年大幅提高 7 个百分点。 贸易顺差进一步收窄。

4. 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各类隐性风险趋于显性化,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

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疲弱和制造业去库存压力会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但是,“一
带一路冶、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行业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仍将推动固定资产

投资较快增长。 预计 2015 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 10郾 65% ,比上年回落

4郾 57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投资、贸易、金融、服务、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体制机制

创新也将开放新的投资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2016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回升至12郾 96%。

二、政策模拟与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指出,逐渐提高直接

税比重是深化中国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的重要内容。 近三年来,由于直接税增速明显高于间接

税增速,直接税比重较快提高。 然而,直接税、间接税增速不同导致的直接税比重上升与调整税制

实现的直接税比重上升,并不是一回事。 前者是不稳定的,一旦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直接税比重也

就可能随之掉头向下。 这种因经济减速而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只是在统计意义上满足了《决定》
要求,不是《决定》提出的完善税制、调整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结果,单个生产或消费行为的边际税

负效应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选择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作为本次政策模拟的对象。
(一)情景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利用 CQMM 模型,课题组模拟分析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提高直接税与间接

税比例至世界平均水平(0郾 63),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 政策模拟设计如下:
1. 下调间接税收入,从 2012 年开始,将 2014 年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逐步调整至世界平均

水平(0郾 63)。
2. 为实现这一假设目标,政策模拟设计了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一:保持国民经济总税负不变,降低间接税,同时增加直接税,将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调

整至新比例。 为此,2012—2014 年,平均每年下降间接税 1186郾 5 亿元,每年增加相同数额的直接

税。 调整后,2012—2014 年,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分别为 0郾 55、0郾 60 和 0郾 63,考虑到税收对

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反馈,实际模拟的结果比例可能会有所变化。 在这种情景下,模拟只调整直接

·5·

摇 摇 第 3 期摇 摇 摇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冶课题组:2015—2016 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淤 这一预测是根据现有的模型及参数得出的,并没有将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估计在内。



税与间接税结构,不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宏观经济效应。
情景二:降低间接税,同时保持直接税不变,将直接税与间接税调整至新比例,从而降低国民经

济总税负。 为此,2012—2014 年,平均每年将下降间接税 3182郾 4 亿元。 调整后,2012—2014 年,中
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将分别为 0郾 55、0郾 60 和 0郾 63。 同样,考虑到税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内生

反馈,实际模拟的结果比例可能会有所变化。 这种情景下,模拟既包含直接税与间接税的结构调

整,又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宏观经济效应。
上述政策模拟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情景一中,间接税下降,一方面降低了财政收入,从而导致

财政支出减少,继而对 GDP 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减少间接税,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扩大

生产与销售,带来利润增加,它可能使企业自筹资金的投资需求扩张;同时,间接税下降也会带来物

价水平下降,促进居民消费,两者都将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 提高直接税,一方面

会降低企业所得,减少企业自筹投资,另一方面,也可能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消费下降。
宏观经济变化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情景二中,间接税下降的效应是外生假设的,直接税则内生

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二)模拟结果与分析

1. 情景一的模拟结果

首先,税制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速在 2012 年出现了轻微下调,较基准值小幅下降了 0郾 02 个百分

点;但在随后的两年里,得益于城镇固定投资增速的加快及居民消费的提升,2013 年、2014 年,GDP
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13 和 0郾 06 个百分点。 可见,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尽管在短期内

会略微对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看,却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减少间接税,会使物价水平出现小幅下降,带动居民消费增加。 2012 年,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约为 2郾 45,较基准值减少 0郾 19 个百分点。 随后降幅回缩,2013 年、2014 年分别较基准

值下降 0郾 14 和 0郾 03 个百分点。 由于直接税增加和价格下降的稀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

增速在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较基准值下降 0郾 3 和 0郾 2 个百分点。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201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反而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1 个百分点。 剔除价格因素之

后,可比价居民消费的增速除了在 2012 年较基准值低了 0郾 11 个百分点之外,2013 年、2014 年均较

基准值增加了 0郾 08 个百分点。 这表明,降低间接税导致的物价水平下降对居民消费的激励效应要

大于增加直接税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税收结构调整将改善税负公平程度,会促进居民消费的

提高。
第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较快增长。 由于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变化

对政府主导的投资变化不大,但对企业自筹部分的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总体上促进了城镇投资

的增长。 2012—2014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1、0郾 6 和 0郾 2 个百分点。
其中,来自自筹部分的企业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 0郾 1、0郾 8 和 0郾 2 个百分点。 这说明,中国

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确实抑制了民间投资的扩张。 在当前企业投资意愿疲弱的背景

下,对企业减负将有效地改善企业投资意愿,促进投资增长。
第四,总需求结构略微向投资倾斜。 税收结构调整后,居民消费与投资的绝对量都增长了,但

是,由于投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增长,因此,从投资与消费的比重上看,居民消费占比反而略有下

降。 2012—2014 年,居民消费占比分别较基准值下降了 0郾 03、0郾 05 和 0郾 05 个百分点;投资占比因

此略有上升。 2012—2014 年,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03、0郾 12 和 0郾 13 个百分点。
最后,直接税增速“先升后降冶,间接税增速则“先降后升冶。 2012 年,降低间接税,使得间接税

增速较基准值下降 2郾 05 个百分点,但是,随着经济增速加快,间接税的滞后增长作用逐渐增强,加
上前一年的基数效应,2013 年、2014 年,尽管间接税每年持续下降 1186郾 5 亿元,但是同比增速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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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回升,分别比基准值增加了 0郾 11 和 0郾 15 个百分点;直接税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2012 年,直
接税的增加使得同比增速较基准值大幅提高 3郾 4 个百分点,随后,2013 年、2014 年则分别小幅下降

了 0郾 5 和 0郾 2 个百分点。 这表明,经济增长对间接税的增收效应要强于直接税。 受此影响,2012—
2014 年,最终模拟结果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分别为 0郾 55、0郾 61 和 0郾 62,基本贴近初始目标。 总

税收增速则基本维持不变。
2. 情景二的模拟结果

情景二假设直接税不变,间接税下调,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变动全部通过下调间接税实现。
因此,情景二与情景一的区别在于不仅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而且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政

策模拟结果显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出现较强的持续促进作用。 2012—2014 年,GDP 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09、0郾 40 和 0郾 13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情景一对基准值的偏离。 这表明,带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

与间接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强于没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间接税结构调整。 减税会对

经济增长产生额外的促进作用。
其次,物价水平下降幅度更大,并且由于直接税不变,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因此进一步提高。

2012—2014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分别较基准值减少 0郾 52、0郾 35 和 0郾 06 个百分点。 物价的

较大幅度下降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速下降幅度增大。 2012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名义增速较基准值下降了 0郾 6 个百分点,但是随后迅速提高,到 2014 年较基准值增加了 0郾 3 个百

分点。 不增加直接税,可比价居民消费增速明显加快了。 2012—2014 年,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06、0郾 31 和 0郾 16 个百分点,增速明显高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
第三,得益于国民经济总税负的降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提升更为显著。 2012—2014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基准值提升了 0郾 5、1郾 7 和 0郾 5 个百分点。
第四,与情景一相似,由于投资更快增长,居民消费在绝对量增长的同时,在总需求结构中的占

比出现轻微收缩,但收缩幅度小于情景一中的模拟结果。 2012—2014 年,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

别较基准值下降 0郾 01、0郾 04 和 0郾 03 个百分点,每年下降的幅度均低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投资占

比则进一步增大。 2012—2014 年,资本形成总额占 GDP 比重分别较基准值提高了 0郾 06、0郾 27 和

0郾 31 个百分点。
最后,与情景一类似,由于经济增长回升,尽管每个年度都固定地降低一定量的间接税,但是间

接税增速除了在 2012 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较基准值下降了 5郾 31 个百分点之外,2013 年、2014 年

都出现了增长,较基准值分别提高了 0郾 3 和 0郾 38 个百分点;直接税增速则基本平稳。 2012 年,增
速较基准值下降 0郾 4 个百分点,此后两年均比基准值提高 0郾 1 个百分点。 2012—2014 年,最终模

拟结果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比例分别为 0郾 55、0郾 61 和 0郾 62,与情景一的模拟结果一致。
总量税收方面,2012 年,受间接税大幅下降影响,总税收增速较基准值下降 4郾 2 个百分点,随

后,2013 年、2014 年则分别较基准值提高 0郾 3 个百分点。 减税不仅没有降低总税收的长期增速,相
反,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使总量税收保持了可持续的长期增长。

综上,政策模拟结果显示:
1. 通过降低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物价、拉动消费、促进

投资尤其是私人自筹投资增长,最终拉动经济增长。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

结构抑制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进一步加快税制结构调整步伐,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

重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课题。
2. 比较两种政策模拟(情景一与情景二),带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间接税比重调整(情景二)

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作用要强于没有减税效应的直接税与间接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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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调整(情景一),说明调整税制结构的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在当前具有更好的政策效果。
3. 降低间接税会对总需求结构会产生轻微的不利影响,居民消费在绝对量上升的同时,在总需

求中的占比将略有下降,得益于投资增速加快,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会有所提高。 不过,由于居民消

费的增速保持稳定甚至出现更快增长,这一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了间接税下降促进了投资,而非抑制

了消费,总体而言,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积极的。
4. 降低间接税收入,尽管短期内会造成总税收增速下降,但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增速提高,

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速回升,保证了总税收不会出现持续的增速下滑,保障了税收的可持续增长。
基于 CQMM 模型的政策模拟,结合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现阶段,适度降

低间接税,进而适度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不仅可行,而且必要,甚至可以说是下一个阶段再造中国

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思路之一。

三、政策建议

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之年。 尽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影

响,由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由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效应尚待释放,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还

将延续下滑态势。 但是,艰难之中,中国经济正在孕育着新的发展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严峻

市场环境,促使中国企业痛下决心,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思路与发展方式;中国人均 GDP 进入中等

偏上国家组之后,经济的服务化为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需求领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历了大规

模投资刺激计划以及近三年的微刺激政策调节的政策实践之后,宏观经济当局对步入新常态的中

国经济发展特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一切都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准备了必要的

条件与基础。
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任务需要新的发展思路。 新的发展思路建立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基本方向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

决定性作用。 固然,由于 2015 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较大,保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适当增速仍然是

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 但是,为稳增长而扩大的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比,永远只能是辅助手段,
阶段性地运用。 2008 年以来,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以及微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之一是进一步推高了

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降低了投资效率。
从长远看,稳定增长必须从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入

手。 长期的政府主导型经济,长达十五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淤造成了

政府可支配财力占 GDP 比重过大,税制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本次政策模拟再次证实:必须通过财

税体制的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同时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为市场配置资源腾出更大的空间。 因此,
课题组提出:

1. 2015 年应当把总量减税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选项,强调税种之间的“有增有减冶,
主动下调间接税。 这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和迫切的。 目前,无论是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还是

广义的政府收入占 GDP 比重仍然都保持在较高水平,非税收入占比更是逆势增加。 在发展阶段转

换之时,决策当局应当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大局出发,考虑财政收入以及广

义政府收入占 GDP 的合理比重,通过制度性的全面减税,让利于百姓,减负于企业,激发社会经济

活力,促进市场主体自主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再造增长潜力,稳定投资,拉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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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快“营改增冶。 将“营改增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建筑业和不动产、金融保险业、生活服务

业等领域,简化税率,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 让增

值税税制同时适应于“扩围冶之后两个产业的运行特点,并向全国推进,尽早形成统一的商品服务

增值税制度。 在此基础上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对一些低端商品与服务在零售环节实行免税,将
主要针对民生消费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的 13% 一档,调整为 11% ,并将增值税基本税率由 17% 下

调为 15% 。 真正实现降低间接税比重的目标,为调整直接税比重腾出足够的空间。
3. 完善消费税制度。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不仅要将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纳入征收范围,更应

扩大对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和服务(如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特定类

型电池等)的消费税率;选择部分消费品如卷烟、白酒、鞭炮焰火改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明确表

达国家不鼓励或限制此类消费的意图;将消费税由生产或进口环节改为零售或批发环节征收,由价

内税改为价外税;打破消费税百分百归中央政府的原有分配格局,划出一部分补充地方财力。
4. 改革现行房产税,构建一个在持有环节征税的房地产税制度。 具体包括:废除现行个人非营

业用房免税的规定;废除从租征收房产税的规定,一律改为从价征收房产税;将现行按房产原值征

税的办法改为按房产市值征税;适当调整现行房产税税率;合理核定房地产税的免征额。
5. 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适时开征遗产税。 抓紧构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

理合并税目,完善税前扣除,使之与国民收入水平相匹配,覆盖居民真正生活成本。 同时,优化税率

结构,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税负水平,进一步体现财政负担的公平

性。 遗产税发挥着维护市场平等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作用。 随着不动产

登记制度的实施,开征遗产税条件趋于成熟,尽早将遗产税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6. 推动资源税改革,加快推进稀土、钨、钛、镍等其他品目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比照煤炭资

源税改革的清费原则,清理规范相关收费基金。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逐步将资源税

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冶的要求,结合相关资源特点、资源税费性质,逐步将水流等自然资

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
7.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行政费用支出,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 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保、医

疗、教育支出合计占比已从 2010 年的 29郾 5%逐步上升至 2014 年的 31郾 7% ,民生支出占比有所改

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淤 未来应进一步削减竞争性领域支出,加大对既有旺

盛需求又严重缺乏投资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 同时,着力维护公开、公正、公平的

市场秩序,释放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潜力和活力。
8. 推进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强化权力监督。 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不是对行政权力的

简单梳理,而是对权力边界的准确界定,进而解决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政府层级之间,部门之

间分权的问题,以此进行组织体系再造、业务流程再造,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相应地,也要制定责任

清单,健全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对权力行使中的越位、缺位、错位行为,应予以问责处理。 同

时,还要继续修订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减少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
9. 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推广改革经验,提升中国国际贸易水平和地位。 自由贸易区是中

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新的对外开放机遇。 主动接受并参与制定国际贸易

新规则体系,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通过外部强制和国际竞争,克服体制

内既得利益的阻扰和体制惰性,推动改革。 未来应当采取更为主动的改革精神,对于管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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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2011 年,欧盟 27 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护在中央(联邦)政府支出中的合计占比为 47郾 8% ;2013 年
美国联邦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合计占比为 48郾 0% 。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环境和劳工规则,统一的市场准入等实质上无

须在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实验园区实验的制度,尽早在国内范围内推广实施(李文溥等,2015)。
10. 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及相关制度改革,加快国家层面立法。 随着地方债务治理框架逐

步明晰,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由一般政府债、专项政府债和 PPP 债构成。 根据财政部的测算,
到 2020 年,与城镇化相关的融资需求约为 42 万亿元。淤 可见,应对未来城镇化的资金需求,PPP 模

式被予以厚望。 但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 PPP 的法律法规,导致这种方式难以大规模有效推进。 应

加快出台推动 PPP 发展的政策指引和配套细则,统筹指导 PPP 的推广应用。 同时,着手国家层面

立法,推进国家特许权法的制定。 探索包括设立 PPP 基金等在内的融资新模式,有效拓展融资来

源,并降低投资者参与的交易成本。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并非为了减税而减税,而是要促使生产与消费,在资源占用

和消耗上,各付各的账,消除交叉补贴。 同时,完善地方税体系,将房地产税、消费税、资源税、契税

等财产行为类税目作为地方税的重要来源,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实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

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夯实增长潜力。 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种更好更有效配置

资源的方式,一种更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也是一种更有利于老百姓参与公共管理,监督政

府行为的方式,一种更有利于培养地方自治、自主管理、公民意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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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蒺s Economic Outlook in 2015-2016: Forecast and Analysis

Project Team of “China蒺s Quarterly Macroeconomic Model冶
(Center for Macroeconomic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The project team of “China蒺s Quarterly Macroeconomic Model (CQMM)冶 held the 18 th CQMM press con鄄
ference on China蒺s economic outlook in Beijing on March 1, 2015. CQMM has forecast that pressure still exists that may
slow down China蒺s economy in 2015, however, there is likely to be a 7. 14% increase of GDP growth in 2015, and that CPI
in 2015 is expected to rise by 1. 74% whereas inflation rate will continue to descend slightly throughout 2015. Our team al鄄
so conducted a policy simulation to identify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adjusting the ratio between direct and indirect ta鄄
x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justing tax structure will promote investment, boost consumption and speed up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when the proportion of indirect tax and the total tax burden of national economy are simultaneously re鄄
duced. According to our forecasts and policy simulation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total tax burden
of national economy via a combination method called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indirect taxes and increasing the propor鄄
tion of direct taxes冶. Such institutional tax reduction will help to stimulate socio鄄economic vitality, promote market innova鄄
tion, enhance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reengineer growth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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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在 2014 年全国财政科研工作会议上表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 53郾 6% ,预计 2020 年
将达到 60% ,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或将达 42 万亿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