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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袁我国

增值税尧营业税两大流转税种并存的现状出现了诸

多问题遥 由于商品和服务的边界难以清晰界定袁营
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袁且由于营业税存在无法

抵扣的问题袁造成了增值税链条的断裂遥 因此袁进行

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改革势在必行遥2012 年上海的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率先拉开了野增值税扩

围冶的改革序幕袁2016 年将全面实施野营改增冶遥随着

野营改增冶步伐的加快袁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遥
增值税扩围后袁地方主体税种将面临野悬空冶袁从而

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较大冲击袁尤其在当前地方政

府债务居高不下的情形下袁扩围后对地方财力的影

响是这项改革继续推行的最大障碍之一遥
一尧文献综述

近年来袁国内外学界围绕增值税扩围后对地方

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及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

缩减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遥
Jenkins[1]基于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尼泊尔营业税改征

收增值税后对政府财力的影响袁发现此项税制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增值税的税基袁进而导致政府

财政收入减少袁 因此应该在改革的同时出台扩大税

基和提高税收遵从度等配套政策措施来保证政府

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遥 Emran 和 Joseph[2]的研究成果却

表明袁 如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一味地扩大增值税

的税基袁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遥胡晓奇和李守

东 [3]认为袁如果为了提高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而进

行增值税扩围改革袁 将可能会使地方政府的税收收

入出现大幅下降袁 同时也会带来诸如中央与地方财

力如何重新分配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问题遥 张悦和

蒋云赟[4]以地方财政收入对营业税的依赖程度为依

据袁将我国 31 个省渊市尧自治区冤分为 4 组袁测算了增

值税扩围对地方共享税的影响幅度袁 发现仅通过分

享比例的简单调整很难使所有地方政府保持改革前

的财政收入水平遥 胡怡建和李天祥[5]则根据投入产

出表的数据模拟估算了在不同的税率水平下 野营改

增冶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冲击遥 张斌[6]认为袁虽然

增值税扩围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袁
但是也会阻碍地方经济的增长袁增加地方财政风险袁
推动预算外制度外收入膨胀袁 加大地方与中央的利

益博弈袁进而导致地方对中央决策执行的惰性袁最终

将不利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遥
综上所述袁 国内外相关文献普遍认为增值税扩

围会削减地方财力尧 导致地方主体税种的缺失遥 因

此袁在增值税扩围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袁如何构建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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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相吻合的地方税体系袁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

切的问题袁也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得到地方政府

支持从而顺利推行的关键因素遥 施文泼和贾康[7]建
议建立一个覆盖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增值税袁中央和

地方的分成比例应由各地的人口数量尧 消费能力尧
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等因素综合

确定遥 田志刚等[8]指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缓解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院一是构建新型地方税收入体

系曰二是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袁建立健全地方公债

体系曰三是扩展多渠道的地方融资方式遥
本文认为袁解决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减少和

主体税种缺失等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选择合适的地

方税主体税种袁重构地方税体系袁因此提出了保留

部分营业税尧开征零售环节销售税和改变个人所得

税分成等三种方案袁这三个税种综合作用能够代替

原营业税在地方税中的主体地位袁并通过投入产出

表模拟估算了地方财力变化遥
二尧增值税扩围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渊一冤房产税与资源税不宜作为地方主体税种

现行地方税体系的税种是营业税尧城市维护建

设税尧资源税尧土地增值税尧耕地占用税尧房产税尧城
镇土地使用税尧印花税袁企业所得税尧个人所得税与

中央四六分成遥 增值税扩围后袁尽管房产税与资源

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呼声很高袁但该方案并不适

合我国国情遥
由于不对居民生活用房征税袁因此我国目前开

征的房产税与国际上通用的房产税概念并不完全

一致遥 美国将房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是因为美国

地方政府指县尧社区等袁不包括州政府袁而我国地方

政府包括省尧市尧县尧乡渊镇冤等四级政府袁房产税收

入有限袁很难作为省的支柱税种遥 假如坚持将房地

产税打造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袁必然扩大房地产税征

收范围尧提高房地产税的征收强度和比率袁势必对

整个经济发展尧居民消费造成较大负面影响遥 此外袁
尽管从长期来看袁房地产价格是不断上涨的袁地方

政府的房地产税收入也是稳定而有保障的袁但是房

地产价格不会持续上涨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完善袁野以房为纲冶的经济结构将逐步改变袁房地

产在我国的支柱行业地位必将丧失遥 而房地产淡出

支柱产业袁必然会削弱房地产税源遥
资源税同样也不适合作为地方主体税种遥 资源

的不可再生性使地方政府很难获得稳定尧持续的收

入遥 我国幅员辽阔袁西部不发达地区资源丰富袁东部

发达地区资源匮乏袁资源分布不均等诸多现实因素

限制了资源税成为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可能性遥
渊二冤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

地方主体税种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要保障地方

政府的税源稳定袁因此本文提出了部分服务业营业

税不变尧增收零售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全享等

三种方案联动改革袁共同弥补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

力的流失遥
选择部分服务业保留营业税遥 增值税扩围改革

边界宜限于与工业产制关联度高的劳务服务产业袁
保留对建筑安装尧金融保险及宾馆尧餐饮尧娱乐等部

分服务业征收野特种营业税冶遥 增值税扩围的主要目

的是消除重复课税袁因此建议只对交通运输尧邮电

通信以及与工业产销链条联系密切尧重复征税问题

突出的部分行业改革袁对其他劳务服务产业继续保

留征收营业税遥
开征零售环节销售税遥 通过立法在全国范围内

建立一个对终端消费者一次性征收的单一税率的

税种遥 以零售销售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袁可以真正

地通过消费引导投资袁将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变

成引导全社会生产和投资的指挥棒遥 当经济处于扩

张期时袁销售税的增长会比其他税目缓慢曰当经济

衰退时袁不同于其他税种收入的削减袁销售税为地

方政府财政提供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遥 总之袁由于

地方税收收入与居民消费水平直接挂钩袁地方政府

为了扩大税源势必竞相改善消费环境袁刺激内需遥
将个人所得税变为地方独享遥 由于户籍管理制

度等原因袁我国居民的流动性相对较低袁因此个人

所得税总体上也具有受益税的性质袁符合作为地方

独享税种的特点遥 从收入规模和收入弹性而言袁随
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均财富拥有量呈逐年上

升趋势遥 与此同时袁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水平也在

不断提高袁 因此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前景比较乐观袁
可以成为一级政府的主体税种之一遥

三尧地方税主体税种改革方案对地方财力影响

的测算方法

渊一冤保留部分服务业营业税的测算方法

叶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曳淤中将产业部门分为

43 种袁其中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有 26 种袁在零售

环节出售给最终消费者时征收销售税袁此时不予考

虑批发零售业的增值税袁而作为中间产品再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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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计算方法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应交销售税 批发零售业应税销售额/(1+增值税率 17%)伊假设销售税率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渊销售税冤 批发零售业中间投入产品/ (1+增值税率 17%)伊假设销售税率

改革前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 批发零售业中间投入产品/(1+增值税适用税率 17%)伊增值税率 17%
批发零售业征收销售税影响的流转税变化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销售税-改革前批发零售业增值税+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

减少

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减少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渊销售税冤-改革前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

表 2 销售税的具体计算方法

生产时可以进行抵扣袁 此时仍然按增值额税率的

17%估算遥 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有 17 种袁在计算

时袁剔除了建筑安装尧金融保险及宾馆尧餐饮尧娱乐

等部分服务业袁其余服务业进行增值税扩围袁其中

教育和卫生尧社会保障尧社会福利业属于免税产业袁
新闻出版及广播影视音像业在改革前已属于增值

税征收范围遥 具体计算公式分解如表 1 所示遥
一般情况下袁现行服务业营业税在征收时以营

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袁在部分特定情况下可以把营

业收支差额作为计税依据遥 本文在只知道总产出情

况下袁将总产出作为营业额袁按全额作为计税依据遥
其中住宿尧餐饮尧旅游尧居民服务尧娱乐等服务行业

按 5%征收率的简易办法征税曰 新闻出版尧 广播影

视尧文化艺术尧体育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按 3%
征收率的简易办法征税遥

营业税为价内税袁计算时其销售额为含税销售

额袁而增值税为价外税袁计算时其销售额应为不含

税销售额遥 因此袁扩围改革后在计算增值税时要将

服务业的含税营业额换算成不含税销售额遥 另外袁
从 2009 年开始袁 我国的增值税制已由生产型改为

消费型袁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额时袁从商品和

劳务销售额中扣除当期外购物质资料价值以及购

进的固定资产价值中所含税款遥 所以本文在测算服

务业应交增值税时袁可抵扣的进项税税基也扣除购

进固定资产时所支付的进项税款遥
渊二冤销售税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测算方法

按照设想袁零售销售税仅应就消费者的消费支

出课税袁不应为了生产目的所从事购买的经营者课

税遥 批发零售业面对最终消费者时袁按照销售额直

接征税袁作为中间产物再投入生产时袁购买者可以

抵扣缴纳的销售税袁而批发零售业的进项税额不能

进项抵扣袁因此也不需计算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购

买进项税额遥 批发零售业在销售货物时袁先统一征

销售税袁不必判断是最终消费者还是中间环节购买

者袁中间环节购买者再次发生销售行为缴纳增值税

时袁可凭原来的零售环节销售税发票抵扣掉已缴纳

的销售税遥 具体计算公式分解如表 2 所示遥
在增值税扩围核算中剔除了批发零售业袁而在

计算改革后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渊销售

税冤时袁要考虑批发零售业作为中间产品投入服务

业袁使服务业增加进项税额遥 个人所得税基本按照

中央与地方 6:4 分成袁将其变为地方税后袁地方财力

表 1 增值税扩围的具体计算方法

项目 计算方法

改革前服务业应交营业税 服务业产出额伊营业税适用税率渊3%或 5%冤
改革后服务业应交增值税 服务业销项税额原服务业进项税额原服务业固定资产购买进项税额

服务业销项税额 服务业应税销售额/(1+营业税税率 3%或 5%)伊假设增值税税率

服务业进项税额 渊服务业中间投入服务原服务业免税中间投入服务冤/(1+营业税税率 3%或 5%)伊假设增值税税率+渊服务业中

间投入产品原服务业免税中间投入产品冤/(1+增值税适用税率 13%或 17%)伊增值税适用税率渊13%或 17%冤
服务业固定资产购买进项税额 设备工器具购置/(1+增值税适用税率 17%)伊增值税适用税率渊17%冤
改革后产品外购服务增加抵扣增值税 渊为产品提供服务的总投入原为产品提供的免税服务投入冤/(1+营业税税率 3%或 5%)伊假设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扩围对中央财力的影响 改革后服务业增值税伊75%-改革后产品外购服务增加抵扣增值税伊75%依改革后流转税增减影响的企

业所得税中央分成

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改革后服务业增值税伊25%-改革后产品外购服务增加抵扣增值税伊25%-改革前服务业营业税依改革

后流转税增减影响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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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全国个人所得税税收伊60%曰中央财力减少

值=全国个人所得税税收伊60%遥
四尧地方主体税种改革对地方财力影响的实证

分析

渊一冤保留部分服务业营业税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目前增值税有 17%尧13%尧11%尧6%四档税率遥
基于此袁 假定增值税扩围的增值税税率分为 17%尧
13%尧11%遥 保留建筑安装尧金融保险及宾馆尧餐饮尧
娱乐等部分服务业营业税袁对与工业产制关联度高

的劳务服务产业进行增值税扩围改革遥 比如袁交通

运输业改交营业税为增值税袁交通业原营业税与增

值税销项税额的税基变化不大袁但增加了增值税进

项税额袁进项税额不光来自原增值税行业袁原营业

税变为增值税的服务业劳务投入到交通运输业袁同
样会增加交通运输业的进项税额遥

如表 3 所示袁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原营业税最

多袁达到 951 亿元袁若按 11%的税率增收袁将起到减

税作用袁有利于物流行业发展遥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减税效果也相当明显袁 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遥 邮政业改征增值税后袁无论以何种税率进行计

算袁税负都会加重遥 综合技术服务业和水利尧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的税负基本上没有变化遥
当增值税扩围的服务业作为中间服务投入其

他缴纳增值税行业时袁 其他行业增加抵扣增值税袁
因批发零售业改征销售税袁中间服务并不能全部作

为税基计算增加抵扣的增值税袁具体计算如表 4 所

示遥 比如纺织业袁当其支付物流费用或者用于化学

研究试验的费用按一定比例都可以抵扣袁因为物流

业和研究与试验发展业都进入到增值税抵扣链条遥
原增值税行业的进行税额都会得到增加遥

化学工业和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增加的进

项税额最多袁前者为 300 亿元左右袁后者为 200 亿

元左右袁 因为它们从服务业外购的服务金额最多遥
很明显袁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涉及到大量的交通

运输及仓储业袁化学工业涉及到大量的研究与试验

发展业遥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与废品废料增加的进行

税额很少袁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为 3 亿元左右袁废品

废料为 2 亿元左右袁因为它们从服务业外购的服务

金额最少袁并且它们上游产品几乎是免税的遥
增值税扩围后企业所得税变化额为流转税额

变化的 25%袁中央与地方企业所得税按照 4:6 分成袁
增值税按照 3:1 分成遥具体如表 5 所示遥按照服务业

17%尧13%尧11%税率分别计算袁 中央财力增减额为

1872.30 亿元尧391.85 亿元尧-348.41 亿元袁 地方财力

增减额为-1625.81 亿元尧-2201.54 亿元尧-2489.42
亿元袁 财政收入增减额为 246.49 亿元尧-1809.69 亿

元尧-2837.83 亿元遥17%的税率会使整个政府财政收

入增加袁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加额是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减少额的 1 倍多遥 13%的税率虽然造成地方政

府财力急剧缩减袁但是仍会部分提高中央政府财政

收入遥11%的税率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都会缩减遥
渊二冤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设计销售税的税率水平分别为 5%尧3%和 1%袁
首先计算出批发零售业应税销售额袁然后分别求出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销售税与改革后批发零售业中

间产品投入进项税渊销售税冤尧改革前批发零售业中

间产品投入进项税袁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6遥批发零售

业改征销售税后不再缴纳增值税袁尽管不能抵扣进

项税额袁 但是由于销售税的税率远低于增值税率袁
因此其整体税负水平会下降遥 批发零售业增值税减

少 2711.63 亿元袁在 1%尧3%尧5%的税率下袁增加销

售税分别为 206.28 亿元尧618.83 亿元尧1031.38 亿

行业 营业税
应纳增值税

17% 13% 11%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邮政业

信息传输尧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

水利尧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合计

951.00
21.92

300.91
590.32
69.01

220.85
107.91

2259.77

2312.17
75.54

1008.53
839.99
222.12
513.21
181.94

5154.19

1299.92
51.09

650.45
462.01
148.54
350.80
102.16

3063.44

793.79
38.86

471.40
271.33
111.97
269.60
62.26

2018.03

表 3 增值税部分扩围后服务业应交增值税渊亿元冤

资料来源院由叶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曳和叶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曳相关数据二次估算得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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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变化渊亿元冤

资料来源院由叶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曳和叶2008 中国税务年鉴曳相关数据二次估算得出遥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销售税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销售税

改革前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

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减少

改革前批发零售业增值税

1031.38
468.15

1475.98
1007.83
2711.63

618.83
280.89

1475.98
1195.09
2711.63

206.28
93.63

1475.98
1382.35
2711.63

项目 5%
税率

3% 1%

改革后服务业增值税渊1冤
改革前服务业营业税渊2冤
改革后为产品提供服务增加抵扣增值税渊3冤
流转税增减变化渊4冤=渊1冤-渊2冤-渊3冤
流转税增减影响的企业所得说渊5冤=渊4冤*25%
中央财力增减额渊6冤=渊1冤*75%-渊3冤*75%+渊5冤*60%
地方财力增减额渊7冤=渊1冤*25%-渊2冤-渊3冤*75%+渊5冤*40%

5154.19
2259.77
2697.23
197.19
49.30

1872.30
-1625.81

3063.44
2259.77
2251.42

-1447.75
-361.94
391.85

-2201.54

2018.03
2259.77
2028.52

-2270.26
-567.57
-348.41

-2489.42

项目
税率

17% 13% 11%

表 5 增值税部分扩围对中央尧地方财力的影响渊亿元冤

行业 产品外购服务额
可抵扣的增值税

17% 13% 1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尧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尧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尧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废品废料

电力尧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合计

1195.58
604.86
603.73
481.03

2760.52
1232.45
773.43
937.67

1018.40
4371.99
3423.67
1008.37
2594.50
1837.54
1854.19
2744.70
299.98
397.88
58.64

2556.89
76.32

30832.34

80.89
43.93
48.52
37.22

245.32
80.84
58.50
69.59
91.13

370.33
273.68
64.83

210.17
178.90
171.81
226.64
26.19
30.24
3.47

136.34
4.06

2452.6

61.59
37.19
37.13
27.60

202.42
64.66
45.49
56.76
71.06

311.44
224.10
51.02

174.79
157.66
150.94
206.27
22.90
24.84
2.44

122.37
3.03

2055.7

51.95
33.83
31.44
22.79

180.96
56.57
38.99
50.34
61.02

281.99
199.32
44.12

157.10
147.03
140.51
196.08
21.26
22.14
1.93

115.39
2.52

1857.28

表 4 增值税部分扩围后为产品提供服务增加抵扣增值税渊亿元冤

资料来源院由叶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曳和叶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曳相关数据二次估算得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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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遥 虽然批发零售业税负会降低袁但是其他行业购

买批发零售业产品会减少进项税额袁因为这些行业

只能抵扣与销售税额一样的金额袁销售税额相当于

增值税减少袁其它行业的进项税额就减少遥
销售税属于流转税袁同样会影响批发零售业的

企业所得税袁批发零售业下游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同

样会受到影响袁但其上游行业的企业所得税不会受

到影响遥 假设销售税收入全部由地方政府获得袁增
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仍分别按照 3:1 与 6:4 分成袁则
开征销售税后中央尧地方财力变化如表 7 所示遥 销

售税税率水平分别为 5%尧3%尧1%的情况下袁与之对应

的地方财力变化分别是 336.46 亿元尧-119.39 亿元

和-575.24 亿元遥 按照本文设计销售税的初衷袁即开

征销售税是为了弥补营改增后地方财力的缺口袁因
此只能采取 5%的税率遥 若税率水平高于 5%袁则会

增加其他行业税收负担遥
将个人所得税由中央地方共享税改革为地方

独享税种后袁 中央财力减少了 1911.36 亿元袁 相应

地袁地方财力增加了 1911.36 亿元遥
渊三冤三种方案联动改革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在增值税扩围背景下袁把部分营业税尧销售税尧
个人所得税三个税种共同替代原营业税在地方税

中的地位袁在三种改革共同作用下袁利用上文已经

测算出来的数据袁综合对比袁地方和中央财力的影

响如表 8 所示遥 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能够为

地方财力增加 2247.82 亿元袁 同时使中央财力减少

2740.76 亿元遥 不管增值税扩围后袁原缴纳营业税的

服务业采取哪种税率袁三种方案联动的改革都能够

弥补增值税部分扩围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遥 为

了避免中央财力变化太大袁建议增值税扩围的服务

业逐步过渡到 17%的税率遥
从地方财力角度分析袁地方进行零售环节销售

税改革是完全可行的袁不仅批发零售业税负得到减

轻袁在不影响全国整个行业减轻税负的经济转型改

革的大前提下袁还能弥补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的

一部分减少值遥
五尧结论

第一袁增值税扩围后袁房地产税与资源税并不

适合代替营业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地位遥 无论是

目前我国施行的房产税还是美国税制中的房产税袁
都不能作为地方主体税种遥 房产税改革后袁房产税

可以作为市尧县尧乡镇政府组织收入的稳定税种袁但
不能作为省级政府的支柱税种遥 由于资源的不可再

生与地区禀赋差异袁根植于资源的资源税也不能作

为地方主体税种遥
第二袁 地方主体税种可以由三个税种共同支

撑遥 即保留部分服务业营业税袁按照增值税扩围要

求袁与工业链条紧密相连的服务业改增值税袁娱乐

业尧建筑业等仍然增收营业税曰开征零售销售税曰个
人所得税改为地方独享袁变为完全的地方税种遥

第三袁从地方财力变化验证了地方主体税种改

革的可行性遥 增值税扩围后最大的担忧就是地方财

力急剧减少袁[9] 利用投入产出表实证分析地方财力

的影响后发现袁开征销售税不会增加零售批发业税

项目
保留部分营业税 零售环节销售税

个人所得税17% 13% 11% 5%
中央财力增减额

地方财力增减额

1872.30
-1625.81

391.85
-2201.54

-348.41
-2489.42

-829.40
336.46

-1911.36
1911.36

改革后批发零售业销售税渊1冤
改革前批发零售业增值税渊2冤
批发零售业中间产品投入进项税减少渊3冤
增值税增减变化渊4冤=渊3冤-渊2冤
流转税增减变化渊5冤=渊4冤+渊1冤
流转税增减影响的企业所得说渊6冤=渊5冤*25%
中央财力增减额渊7冤=渊4冤*75%+渊5冤*60%
地方财力增减额渊8冤=渊1冤+渊4冤*25%+渊5冤*40%

1031.38
2711.63
1007.83

-1703.80
-672.42
-168.11
-829.40
336.46

618.83
2711.63
1195.09

-1516.54
-897.71
-224.43
-917.76
-119.39

206.28
2711.63
1382.35

-1329.28
-1123.00
-280.75

-1006.12
-575.24

项目
税率

5% 3% 1%

表 7 销售税对中央尧地方财力的影响渊亿元冤

表 8 新型地方税体系对中央尧地方财力的影响渊亿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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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oice of Local Main Taxs after VAT Reform of Expanding the Taxation Scope

ZHANG Di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袁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venue is reduced, and local main tax is missing after VAT reform of expand鄄
ing the taxation scope. The property tax and resource tax are not suitable for as the pilla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鄄
tion income tax. This paper advised that some services tax and retail sales tax are imposed, and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should be changed, and these plans will be as the main local tax. The three plans can make up for the original business tax
change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after VAT reform with the input-output table.

Key words: VAT reform; local main taxes;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venue

渊责任编辑院卢 君冤

负袁三种方案使地方财力几乎保持不变遥 为了保证

方案不会对中央财力造成急剧变化袁服务业增值税

率应逐步过渡到 17%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认为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

分析上袁增值税扩围后原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的

地位可由部分营业税尧销售税尧个人所得税代替遥 随

着主体税种的确定袁地方税体系中的辅助税种也需

要相应的配套改革袁主要是房产税与资源税遥 房产

税的改革必须审慎积极稳妥曰资源税改革除考虑从

价计征袁还应充分发挥其保护环境的作用袁即与环

境税合并为资源环境税遥
注 释院
淤 截至到 2014 年底袁能够获取的年份最近尧行业划分最细

的投入产出表是叶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曳遥 我国政策规

定每逢尾数是 7 和 2 的年份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袁编
制基本投入产出表曰 每逢尾数是 0 和 5 的年份编制延长

投入产出表袁以使编表工作制度化袁叶2012 年中国投入产

出表曳目前还在编制中遥 假定 2007 年各行业之间的需求

弹性在未来几年内未发生太大变动袁 那么估算的财力变

化仍具有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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