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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负担、财政民生投入与城镇居民消费
李普亮，郑旭东

( 惠州学院 经济管理系，广东 惠州 516007)

［摘 要］将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两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

果显示，长期来看，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均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 而短期内，城镇居民

消费与同期的财政民生投入呈现正相关，但与同期的税收负担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这表明，我国以税负

攀升为背景的民生取向的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与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相容性。
从促进居民消费的角度看，税收负担增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确保税收能够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努力促使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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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促进居民消费持续较快增长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点。在城乡二元结构尚

未得以根本扭转的背景下，城乡居民消费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据着绝对

主导地位。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高达 127 550． 63 亿元，农村居民消费仅为

37 394． 60亿元，前者为后者的 3． 41 倍; 而同期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高达 19 108 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仅

为 5 870 元，前者为后者的 3． 26 倍。由此推断，城镇居民消费增速直接决定着我国居民消费增速，确保城

镇居民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对于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效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

复杂多样，其中，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理论上，两者可以通过多元机制影响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税收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抑制居民消

费需求，但对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凯恩斯学派认为，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来产出的成

倍增长，并通过消费函数带动居民消费。［1］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税负上升从

而减少行为人的预期收入，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负面的。各个学派之所以认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会

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在于每种情形下假定的消费者行为方式不同。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近些年来，宏观

税负持续走高，以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为主要代表的财政民生投入规模逐年攀升，那么，以税负持续

攀升为背景的民生导向财政政策究竟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客观回答有助于从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视角检验我国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绩效。
从国内外的相关文献看，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涌现的研究成果

十分丰硕。但迄今为止，理论界对于税收和政府支出究竟抑制还是促进了私人消费远未达成共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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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因为不同学者选取的研究方法及样本数据具有差异性，另一方面也缘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私人消

费作用机理的复杂性。政府支出的类型和用途复杂多样，不同类型和用途的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

通常不尽一致，其中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因与居民消费息息相关而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2 － 4］由于税收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按照这一逻辑，财政民生投入与税收负担应该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因此，如果忽略

了两者的联动性而孤立地分析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极有可能会因遗漏重要

变量而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性，而这也恰恰是现有文献存在的一个普遍缺陷。为此，本文利用 1978 ～
2011 年的统计数据，基于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组合的视角探讨两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理论界对于财政民生投入尚缺乏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本文选取了与人民群众生

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和社会保障支出( 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

出) 作为民生财政的代表性支出。这些类型的支出涉及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需要，在居民的财政民

生支出需求偏好序列中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持久性。

二、税收负担、财政民生投入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

图 1 和图 2 显示了 1978 年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人均税收负担及人均财政民生投入的变化趋势。
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本文利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进行了价格调整，利用商品

零售价格指数对城镇居民人均税收负担和人均财政民生投入进行了价格调整。不难看出，上述三个指标

表现出了相似的变化趋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由 1978 年的 311． 2 元升至 2011 年的 2 498． 5 元，年

均增长 6． 52% ; 同期的人均税收负担由 301． 1 元增至 3 048． 0 元，年均增长 7． 27% ; 人均财政民生投入由

45． 6 元升至 1 220． 4 元，年均增长 10． 47%。

图 1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人均税收负担及人均财政民生投入的变化趋势图

图 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人均税收负担增长率及人均财政民生投入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图

为了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人均税收负担及人均财政民生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刻画，本文进一

步计算了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人均消费与人均税收负担、人均财政民生投入的相关系数分别

高达 0． 975、0． 963，并且均在统计上高度显著; 人均消费增长率与人均税收负担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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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20，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人均消费增长率与人均财政民生投入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0． 44，并在 1% 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据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财政民生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可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

税收负担并未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挤入效应。

三、税收负担、财政民生投入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 一) 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nct = β0 + β1 lnct － 1 + β2 lncinct + β3 lntaxt + β4 lnmsht + εt ( 1)

其中，ct 代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taxt 代表城镇居民的人均税收负担，cinct 代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msht 代表城镇居民的人均财政民生投入，εt 为扰动项。为了减小异方差影响，同时使得变量系数更

富经济意义，本文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考虑到城镇居民消费可能存在的惯性，本文还在模型中

加入了人均消费的一阶滞后项。
(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如下: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源于 2012 年《中国统计年

鉴》，城镇居民税收负担根据历年各项税收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口数量计算而得，人均财政民生投入根据历

年财政民生投入与城镇居民人口数量计算得到。其中，税收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口数量均来自 2012 年《中

国统计年鉴》。2006 年以前财政用于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数据源于《新中国五十

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7 年及以后的相关数据源于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进行调整，人均税收负担和人均财政民生投入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而且，上述各种

价格指数均以 1978 年为基期。各个变量的数值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lnc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7． 823 5． 740 6． 723 0． 596
lncinc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 642 5． 839 6． 878 0． 654
lntax 城镇居民人均税收负担 8． 022 5． 622 6． 521 0． 710
lnmsh 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民生投入 7． 107 3． 820 5． 066 0． 976

由于模型各个变量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因数据不平稳而导致伪回归，首先对各个变量进

行 ADF 检验①，如表 2 所示。② 可以看出，lnc、lncinc、lntax 和 lnmsh 的水平值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

平稳，而且其一阶差分至少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也即各个变量均为 I( 1) 过程，因此，上述变量之

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 2 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平稳性

lnc ( C，T，0) － 0． 753 － 4． 623 － 3． 553 － 3． 210 不平稳*

lncinc ( C，T，1) － 1． 392 － 4． 273 － 3． 558 － 3． 212 不平稳*

lntax ( C，T，0) － 1． 118 － 4． 623 － 3． 553 － 3． 210 不平稳*

lnmsh ( C，T，0) 0． 046 － 4． 623 － 3． 553 － 3． 210 不平稳*

△lnc ( C，T，0) － 4． 884 － 3． 654 － 2． 957 － 2． 617 平稳＊＊＊

△lncinc ( C，N，0) － 2． 893 － 3． 654 － 2． 957 － 2． 617 平稳*

△lntax ( N，N，0) － 3． 772 － 2． 639 － 1． 952 － 1． 611 平稳＊＊＊

△lnmsh ( C，T，0) － 3． 187 － 3． 654 － 2． 957 － 2． 617 平稳＊＊

注: C 表示含漂移项，T 表示含趋势项，N 表示不含趋势项或漂移项，P 表示检验式中附加项( 因变量滞后项) 的个数，其

中滞后阶数基于 t 检验和 F 检验得出。* 、＊＊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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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优滞后期数由 AIC 最小准则确定。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估计了没有考虑居民消费惯性时的回归方程，见表 3 回归结果( 1) 。



( 三) 实证检验结果

利用 OLS 对模型( 1) 进行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3 中回归( 2) 所示 ，回归方程的残差在 1%的显著性

水平下平稳，表明不存在伪回归。
表 3 回归结果

因变量: lnc
自变量 回归( 1) 回归( 2)

lnc( － 1)
0． 564＊＊＊

( 0． 116)

lntax
0． 219＊＊＊

( 0． 069)

0． 089*

( 0． 044)

lnmsh
0． 268＊＊＊

( 0． 052)

0． 133＊＊＊

( 0． 043)

lncinc
0． 310＊＊＊

( 0． 022)

0． 120＊＊＊

( 0． 038)

常数
1． 804＊＊＊

( 0． 215)

0． 893＊＊＊

( 0． 240)

调整 Ｒ2 0． 993 0． 998
F 1 619． 755＊＊＊ 3 552． 397＊＊＊

注: * 、＊＊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水平。

不难看出，不论是否考虑居民消费惯性，两种情

形下的回归结果非常相似。本文以回归结果( 2 ) 为

例对 模 型 估 计 结 果 进 行 阐 释。 lnmsh 的 系 数 为

0． 133，并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人均财

政民生投入每增加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相应增

加 0． 133%，表明财政民生投入显著促进了城镇居

民消费增长。这是因为: 其一，财政民生投入的增长

增加了与城镇居民消费互补的民生性公共产品供

给，有利于拉动城镇居民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消费; 其

二，在民生性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既定的条件下，财政

民生投入的增长有助于降低私人负担的公共产品成

本，从而刺激了城镇居民对这些公共产品消费数量

的大幅增加; 其三，财政民生投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

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和消费预期，尤其是近年来政

府围绕着“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原则，持续加强对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民生的投入，有

效地缓解了部分城镇居民的生活压力，从而促使城镇居民愿意消费和敢于消费。lntax 的系数为 0． 089，并

且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也即人均税收负担每增加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相应增长 0． 089%，表

明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不仅没有表现出抑制效应，反而具有微弱的挤入效应，这一实证结果与李文

( 2011) ［5］、李普亮和贾卫丽( 2013) ［6］的实证结论比较一致，但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结

论并不吻合。事实上，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十分复杂。李普亮和贾卫丽( 2013) ［6］提炼出

了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四种主要作用机制，包括通过改变居民收入影响居民消费、通过改变公共支出影

响居民消费、通过改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影响居民消费以及通过调节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结构影响居民消

费( 见图 3) 。因此，即便从理论上分析，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也并不确定，关键取决于哪

种作用机制占据主导。结合李普亮和贾卫丽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在控制了财政民生投入及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条件下，税收负担之所以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由于我

国税收收入中的间接税比重较高，由居民承受的直接税比重明显偏低，况且，国内的税收收入中 90% 以上

是由企业缴纳，城镇居民对自身税负的认知和感受能力十分有限，从而弱化了税收对城镇居民消费决策的

影响。二是税收收入通过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在现实生活中，累进的个人所

得税、消费税等构成的具有收入调节功能的税收体系，加上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节

了收入分配，促进了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提高，提升了城镇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李文( 2011 ) ［5］也

曾指出，税收负担之所以与城镇居民消费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 一方面税收对分配结构的调节公平了分

配状况; 另一方面，税收收入的提高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了城镇居民的储蓄动机，拉动了消费。因此，城镇居民税负增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保证税收如何更

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在其余变量中，lnc( － 1)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确实具有一定惯性，改变居民的消费

习惯对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lncinc 的系数也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即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相应增加 0． 12%，符合收入增加有助于促进消费的预期，保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对于扩大城镇居民消费仍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上述协整检验分析

的是变量间的长期静态均衡关系，但不能反映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本文在前面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建立反映短期波动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误差修正项系数为 － 0． 595，并且在统计上

高度显著，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说明短期波动将偏离长期均衡拉回的效应是十分显著的。可以看出，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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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镇居民消费与其上期消费及当期的财政民生投入和上期的税收负担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其当期的税

收负担及可支配收入没有表现出显著关系 。①

图 3 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示意图

表 4 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

因变量:△lnc
解释变量 系数 P 值

ecm( － 1) － 0． 595 0． 002
△lnc( － 1) 0． 322 0． 097
△lnc( － 2) 0． 228 0． 081
△lntax 0． 034 0． 440

△lntax( － 1) 0． 087 0． 071
△lnmsh 0． 149 0． 057

△lnmsh( － 1) － 0． 024 0． 790
△lninc 0． 126 0． 265

△lninc( － 1) － 0． 017 0． 860
调整 Ｒ2 0． 443

注: ecm 为表 3 回归结果( 2) 的残差。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国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背景下，中国的

税收收入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从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逻辑来看，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意味

着居民税负的不断攀升。从理论上分析，税收负担

和财政民生投入可以通过多种作用机制影响城镇居

民消费，进而影响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效果。本文

将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实

证检验了两者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

与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相反，

税收负担并未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两者

反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而财政民生投入对

城镇居民消费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以税负攀升为背景的民生取向的财税制度和政策安

排与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和相容性。税收负担增加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做到

如何确保税收能够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努力促使税收负担和财政民生投入相协调。［7］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城镇居民消费是我国居民消费的主体，特别是随着我国城镇

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的持续稳定增长，

从财税政策的视角看: 一要加快完善现行税制，尤其是加快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尽快实现分类与综合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推进以住房房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制改革，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提高高收入阶

层税负，降低中低收入阶层税负，充分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中的作用，提高城镇居民整体

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此同时，以“营改增”试点改革为契机，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一方面充分发挥税收在

调节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合理引导城镇居民各类服务性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弱化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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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以此促进城镇居民对商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二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

加大财政对民生投入的力度，既要注重提升民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也要着力降低城镇居民享

受民生性公共产品额外支付的私人成本，刺激城镇居民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三要着力构建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城镇居民的储蓄动机，强化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改

善城镇居民的消费预期。四要充分利用财税手段，通过实施结构性减税，努力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强化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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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Burden，Financial Investment i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Urban Ｒesidents' Consumption

Li Pu-liang，Zheng Xu-dong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uizhou University，Huizhou 516007，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ut tax burden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people' s livelihood in the same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the both on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proved
that tax burden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people' s livelihood produced crowding in effect on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the long term，however，in the short term，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people's livelihood ，but had no obvious relation with the tax burden． The results in-
dicated that people's livelihood-oriented fisc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arrang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tax
burden had some coordination and compatibility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targets． From
the view of increas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the increase of the tax burden was understandable，and what we
should do was to find out the ways to ensure the tax better from people and giving back to people，and also tried
the best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tax burden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in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 tax burden;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crowding-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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