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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我国各省出台的税收政策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税收政策数量和政策强度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

论显示，税收政策数量和强度对创业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但政策累计数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显示，

出台更多税收政策的地区对创业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量”“质”并重，根据经

济环境对税收政策进行动态监控和调整，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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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创新创业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之源，是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2014年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推进“双创”。理

论上讲，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降低税基、税率和税额等形式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净利润，提高他们的创业热

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实践中政府出台越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就会带来越多的创业活动呢？

现有研究大多仅关注了税收政策中税制要素对创业的影响[1~2]，极少关注和研究税收政策本身（数量、强

度等）对创业的影响。以创业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有许多，而从税收激励的角度研究创业活动的文献主

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分税种研究其对创业的影响，另一类研究税收负担对创业的影响。关于税种对创业影

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得税和流转税上，且研究所得税的居多。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所得税对创业有负面

影响[3~5]，也有学者从个人所得税角度发现没有这种负面影响 [6]。目前对流转税的创业效应研究较少，有学者

研究发现流转税对创业企业数量、创业企业成活率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 [7]。学者们关于税负对创业影响的

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异质性，Keuschnigg 和 Nielsen(2002）认为降低边际税率有助于创业的发生[8]，Kitao（2008）、

42



张苏等（2014）认为税负上升对创业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或者是不明确的[9~10]，Gentry和Hubbard（2005）认为

税负对创业的影响取决于创业者对风险的态度 [11]，而Rin等（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边际税率和创业之间是U
型关系，这表明减税对进入率的积极影响仅在低于某一阈值时有效[12]。在识别税收对创业影响的同时，必须

认识到创业活动的发生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和能力[13]、有愿意创业且具有创业精神[14]、政

府政策[15]、市场开放程度[16~17]、融资难易程度[18]、人口结构要素等 [19]。

通过回顾以往相关研究发现，学者们大多只研究了税种及其税制要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与以往的研

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是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各省市出台的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进行定量赋权分析，在此基

础上实证考察税收政策数量和强度对创业活动发生的影响。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出

台税收政策的质量和数量是否影响创业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政府科学制定税收政策促进本地创业水平。

全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税收促进创业的制度背景和各地为促进创业出台的税

收政策在数量和内容上的差异，并通过机制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通过文本分析法测度

税收政策，实证分析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第四部分基于PSM-DID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

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我国税收促进创业的制度演进

我国采用税收手段促进创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时间节点上大致划分为2002年和2009年。2002年
之前，我国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惠及面和力度都较小，仅对个别行业企业和个人创业给予支持。如1994年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中，仅对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饮食业等特定第三产业企业实施优

惠的所得税政策；1997年《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对高新技术创业中心的进口设备关

税、增值税进行优惠；1999年给予残疾人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的所得税优惠。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颁布对于推动大众创业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此后，我国

又相继出台了很多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以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为辅，激励中小企业创立发展。同时，

针对个体工商户的创业也出台了很多税收政策进行扶持。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惠及范围逐步扩大。

2004、2005年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中相继将退役士兵及相关人员、持《再就业优惠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

创业者纳入创业税收政策优惠主体，2006年高校毕业生也被纳入优惠主体。随后相继出台了针对主要投

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孵化器的税收政策，开始从解决创业融资难方面支持创业。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重创，市场萎缩、融资困难。为重振市场信心，支持实业发展，2009年我

国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和广度加大，首先是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固定资产采购进项税额抵扣力度，2009、
2010年又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纳入优惠范围中，并于2014年加大优惠力度、提升限额标准。其次，2010年
针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创业税收政策出台，并逐步提升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扩大优惠范围。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号召下，中央于2014、2015、2017年又相继出台了金融机构支持创业融资、创投企业税收优惠力度

加大等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层面，为争取更多的外来资金，各地纷纷成立招商局，出台了众多吸引外资的

税收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以邻为壑的税收竞争就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总之，我国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从最初的覆盖行业少、仅针对少数特定人群发展到如今覆盖行业多、创

业主体涵盖面广，加入了为创业解决融资难问题的相关税收政策，税收政策的支持面越来越广。各地税务

部门也根据国税总局的相关税收政策，相应出台了文件政策进行细化，对规定的浮动优惠范围进行明确，对

支持创业的相关税收活动规范其实施细则和内容，同时在其职能范围内制定相关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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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分析

税收一般通过影响创业意愿、资金条件和创业环境三方面作用于创业活动。创业意愿是创业者是否有

意向创业的一种主观态度，创业过程中的风险和预期收益都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意愿 [20]。税收政策的

税收累进效应和政府风险分担效用都会影响创业风险。由于税率的累进性和创业初期投资大风险大收益

小的特点，创业者可在初期保留微小利润中的大部分，降低其创业风险。同时，税收政策对企业损失的抵消

制度可分担创业者风险，降低风险预期。因此，只要创业者是风险厌恶或风险中性的，那么此类税收政策就

可以通过降低创业风险进而影响创业意愿。另一方面，税收水平效应和替代效应都可能影响创业收益。高

税收水平将加重企业税负进而影响创业收益。而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给予创业企

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削减税收水平效应，减轻创业初期税收负担，降低税负对创业收益的影响，进而影响创

业意愿。同时，理性创业者会衡量其创业将付出的代价（包括创业初始投资成本以及创业所要承担的税负）

与其不工作而放弃净收入（工资扣除税负后的净收益）二者之间的大小。现有一些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可

使其在衡量二者大小时将自己的预期收益提升，使其预期创业收益高于就业收益。

创业需要良好的资金条件，这就涉及融资和资金流动性两个方面。在创业初期，若创业者自身积累不

足以创业，除了寻求金融机构贷款外，还需要一些敢于冒险的职业金融家等为支持这些创业活动进行创业

投资。创业融资涉及多环节，包括创业融资的供给方、资本运作方、资金需求方以及创业投资资本退出过程

中的收购者等。这些环节中的每一方都涉及相应的税收问题，因此创业融资的整个过程对税收政策具有极

强的敏感性。同时，作为理性经济人，创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其投资是否能获得可观的收益。在现行税收

政策中，很多支持创业投资、创业者融资的优惠政策可以减轻创业投资者的税负，使他们在创业投资中获得

可观收益的可能性增大。另一方面，流动资金是企业资金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对创业企业发展极为重要。

支持创业活动的税收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些便利，如减轻税负、运营前两年免征税款以及延期纳税等，增

强了创业活动初期的资金流动性，使创业企业在初期能以更好的资金状态运转。

创业环境是各因素综合的集合体。因税收政策具有“动力传递效应”，税收政策除了规定一些优惠税

率、纳税期限等外，还能起到释放鼓励创业信号的作用。当这些信号到达一定强度时，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动

力极可能因此增强 [21]。特别是由于我国的国情特殊性，我国经济主体更易受政策导向影响，因此支持创业

的税收政策可以提升创业者的信心。同时，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政府制定的一些

针对性税收政策可以体现政府对某类活动、某个产业等的支持，这将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引导资源向

其支持方向流动。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可以引导市场资源支持创业活动，优化

创业环境。此外，针对创业活动制定的税收政策中的减免税部分，可给创业者带来直接的“环境红利”①；税

收政策中简化创业初期的税收流程、为创业者提供纳税辅导等部分，可以给创业者带来间接的“环境红

利”。环境红利的提升可改善创业环境，给创业者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

因此，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创业意愿、创业资金条件和创业环境三种路径实现。

具体如图1所示。

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数量反映了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度和关注度，可以作用于创业环境进而影响创业活

动：当数量越多，政府对创业支持度和关注度越高，动力传递效应越强，环境红利越大，创业环境将得以改

善；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强度反映了政府对创业支持的实际举措，如降低税负、采用累进税率、解决融资难

问题等，可以作用于创业意愿和创业资金条件进而影响创业活动。

考虑到税收政策激励效果存在时滞性，本文提出的待检验假说是：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数量与强度

对当期创业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政策在时间上的累积，将越来越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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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税收政策与创业活动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设定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yit =α + β1x1it +∑
j = 1

4
βj xit + vi +ηt…+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t 为创业活动指数，测度第 i 省第 t 年的创业活动活跃度；解释变量为 x1it ，表示 i 省

第 t 年税收政策数量于税收政策强度；∑
j = 1

4
βj xit 为控制变量集合，综合以往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实际人均

GDP、市场化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高中人数占比等四个控制变量；β 是该模型的待估系数，其中 β1 反映

了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正负效应及影响程度，vi 是省级个体效应，ηt 是年份时间效应，α 为模型截

距项，εit 为随机项。

（二）变量测度方法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活动。对创业活动的衡量，已有研究中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三种。一是全

球创业观察（GEM）报告中衡量各国新创企业创业指数的TEA指数，该指数指的是每100名18-64岁的成年

人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其中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包括初生创业者和新企业拥有所有权的管理者。二是根

据TEA制定的CPEA指数，该指数是GEM中国研究小组于2003年在《全球创业观察2002中国报告》中所定

义的：15-64岁人群每万人中所拥有的过去三年累积新增的企业数量。三是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占比、个体

和私营企业雇佣人数占比以及中小型工业企业数目年增长率[22]。GEM的创业指数TEA可以反映各国之间

的创业差异，根据其设计的CPEA指数可以表现我国各省间在创业活动上的差异，因此本文采用CPEA指数

衡量各省的创业活动。鉴于我国主要为机会型创业，我们用私营企业进行衡量，因各省过去三年累计新增

的私营企业数量难以获得，本文采用过去三年私营企业净增数量代替过去三年累计新增的企业数量：

CPEA = 各省3年内净增的私营企业数量
区域劳动人口数（15 - 64岁人数）（万人）

解释变量为各省出台的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从税收政策的数量和强度两个方面对税收政策进行测

度。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内容包含、涉及鼓励创业的税收政策②。税收政策通常是以文本形式呈现的，

政府
风险
分担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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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税收政策进行分析。文本分析法是对政策内容进行分类、语义判断，根据关键

词出现频次并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赋值，从而系统客观地对政策进行量化，得出统计分析所需数据的政策研

究方法。

笔者通过“中国税法查询系统”③查询关键词——创业，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创业相关的税

收政策进行查询、筛选，包括省级和地市级出台的所有相关税收政策，剔除了地市级与省级出台政策中重复

的政策（即地市级仅是对本省出台政策进行转发的政策）。

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数量可分为当年各省出台的税收政策数量和当年有效的税收政策累计数量，分别

用PEPN（Number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olicy）和PEPNs表示。有效税收政策数量累计（PEPNsit）是指 i省从

2002年（第一年）起至第 t年12月止，出台的所有关于创业的税收政策数量之和，并剔除已经失效的税收政

策数量后得到的解释变量；若某一税收政策恰巧在第 t年失效，则按其失效的月份判断，即若于6月份及之前

失效，则该政策不计入当年有效税收政策数量中，若其在7月份及之后失效，则依旧将该政策计入当年有效

政策数量中，次年再从政策数量中减除：

PEPNsit =∑1
t PEPNit -∑1

t - 1失效政策数量 -第t年7月前失效政策数量

采用文本分析法测度税收政策强度，首先定义税收政策强度为该政策与创业的关联程度，对创业的支

持力度，表示了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对创业的关注度。其次，泛读各地出台的相关税收政策，分为指导性

政策与实践性政策两类。指导性政策指该政策对地方税务部门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提出要加大有关创业方

面的税收宣传、做好“服务创业”方面的工作等，如皖国税发[2015]98号文中要求定期对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情

况进行督察，保证鼓励创业的税收政策落实到位；实践性政策即税收政策中对特定创业主体实行特定税负、

纳税期限等进行规定。已有研究表明，税收政策产生的降低税负等才是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认

为，指导性政策只能表明当地政府对创业的某种重视，但对创业的支持强弱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对该

项税收政策的关注度，真正对潜在创业者产生影响的是实践性政策。当然，笔者不能否认指导性政策的“动

力传递效应”。因此，我们对两类税收政策强度赋值进行区分。考虑到指导性政策只能起到辅助效果，尝试

将每项指导性政策都赋值为0.1。
通过对实践性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中有的全文与创业有关，有的只有个别条款涉及创业，

明显强度不一。政策文件都采用等级标题的编写方式，支持创业内容出现在不同标题等级可体现该政策与

创业活动的关联度以及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对创业的关注度。与创业相关的标题等级越高，说明政策制定

者在制定政策时对创业的支持意愿越强，政策与创业的关联程度越高；等级标题越低，说明政策制定者在制

定政策时对创业的支持意愿越弱，政策与创业的关联程度越弱。基于以上分析，采用根据与创业相关政策

条款所对应标题等级，按不同等级标题进行赋值的方式测度政策强度。一般政策最多划分至五级标题，因

此按等级标题的高低，将政策强度分别划分为1.0、0.8、0.6、0.4、0.2、0.1（见表1）。
表1 政策强度赋值标准表

等级标题

政策标题

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三级标题

四级标题

五级标题

政策强度

1.0
0.8
0.6
0.4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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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政策标题即与创业相关，则表明该政策的中心就是支持创业，如浙国税发[2012]30号文件，文件名

为《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的实施意见》，文件名简单明了地表明了该政策的目的即支持

创业创新，全篇都以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为目标，可看出制定者支持创业的意愿极为强烈，因此对政策标题与

创业相关的此类政策，强度赋值为1。相应地，等级标题越低说明政策与创业关联越弱，制定者支持创业意

愿越弱，如广西省国税局发[2012]第150号文件，该政策旨在充分发挥税收职能，支持促进广西省经济平稳快

速发展，在众多“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及服务措施”中，有一类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六条中有

一条是支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该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和服务措施”共六十条之多，与创业相关的仅这一

条，可见制定者虽然在制定该政策时对创业有所关注，但并非重点，其属于三级标题的位置，因此对该条内

容赋值政策强度为0.6。根据上述文本分析法，对每项税收政策中相关政策出现的标题等级进行赋值，最终

测度的税收政策强度PEPI（Policy Intensity of Private Enterprises）测度计算公式为：

PEPI ={0.1 指导性政策
相关政策标题数 × 1 +相关一级标题数 × 0.8 +… +相关五级标题数 × 0.1 实践性政策

与税收政策数量相似，采用PEPIs表示各省在某一年所有有效的税收政策强度累计值。为更加精准，在

第 t年失效的税收政策，其有效强度值为：其经测度后的税收政策强度×政策在第 t年有效月份数/12。
PEPIsit =∑1

t PEPIit -∑1
t失效政策强度 +∑第t年各失效政策强度 × 政策第t年有效月份数

12
对税收政策进行税种分类考察，重点分为流转税与所得税，政策强度分别用CTPI（Circulation Tax Policy

Intensity）、CTPIs和 ITPI（Income Tax Policy Intensity）、ITPIs表示，测度方式与PEPI、PEPIs一致。

本文从经济、就业和教育三个角度进行了回归控制，设计了四个控制变量，分别是人均GDP（RGDP）、市
场化指数（MR）、失业率（UNEM）和教育水平（EDU）。其中，市场化指数采用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城镇总

就业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教育水平选取高中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劳动总人口数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

（三）数据来源及统计描述

待分析的各变量创业活动指数、人均GDP、失业率水平、教育水平数据均来自2002—2015年的《中国统

计年鉴》，市场化指数中所需变量来自2002—2015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选取了全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2002—2015年的数据，根据前文设定的指标体系，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整理。表2给出了各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CPEA
PEPN
PEPNs
PEPI
PEPIs
RGDP
MR
EDU
UNEM

变量含义

私营企业创业活动指数

当年出台税收政策数量

当年有效税收政策数量累计值

当年出台税收政策强度

当年有效税收政策强度累计值

人均GDP
市场化水平

教育水平

失业率水平

观测数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平均值

32.336
1.044
6.150
1.293
7.553

29628.58
0.624
0.295
0.036

标准差

33.631
2.017
9.842
3.086

13.265
21481.83

0.144
0.115
0.007

最小值

-0.814④

0
0
0
0

3257
0.266
0.041
0.01

最大值

259.695
17
69

22.2
88.53

107960
0.909
0.848
0.065

从表2可以看到，私营企业的创业活动指数均值为32.336，标准差33.631，说明各省在这14年间创业活

动变化明显，且各省之间差异显著。观察政策出台数量、强度以及当年有效政策数量累计和强度累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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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它们的标准差均较大，说明各省之间在出台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的数量和强度方面也有较大差距，这

些差异是否对创业活动有影响正是本文所需要研究的。

（四）回归分析

1. 税收政策数量与强度对创业的影响分析

首先从地方政府出台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数量和税收政策强度两方面考察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实证

结果见表3。
表3 税收政策数量与强度对创业活动影响回归结果

PEPN

PEPNs

PEPI

PEPIs

RGDP

MR

EDU

UNEM
常数项

控制时间效应

控制个体效应

N
R2

（1）
0.486
(1.18)

0.000433***

(3.77)
23.11
(1.12)
-5.06
(-0.29)
8.967
(0.05)
-0.913
(-0.08)
Yes
Yes
434
0.691

（2）

0.240***

(2.17)

0.000402***

(3.48)
23.87
(1.17)
-6.735
(-0.39)
19.55
(0.12)
-0.901
(-0.08)
Yes
Yes
434
0.694

（3）

0.575
(1.40)

0.000667***

(6.58)
46.25***

(3.21)
-6.514
(-0.32)
43.85
(0.21)
-17.41
(-1.55)
Yes
Yes
434
0.005

（4）

0.200***

(2.6)
0.000418***

(3.65)
24.61
(1.21)
-7.831
(-0.45)
23.97
(0.14)
-1.31
(-0.11)
Yes
Yes
434
0.696

注：（）中为 t值；*p < 0.1,**p < 0.05,***p < 0.01；下同

表3显示了税收政策数量（PEPN）和强度（PEPI）以及各自的累计值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回归（1）和（2）
是当年出台的税收政策数量和数量当年累计值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前者变量PEPN的系数估计值为0.486，
但未能在 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年政府出台的税收政策数量对当地创业活动的影响并不显

著，即政府当年出台的促进创业的税收政策并不能即时见效，也不是出台的政策越多越有效，这部分回答了

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回归（2）中PEPNs变量系数估计值为0.24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

税收政策数量的累计值对创业活动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综合回归（1）和（2）的结果可以得出，政府出台的政

策具有时效性，当年出台的政策多寡对当年没有显著影响，这些政策需要经过一段期限的累积才能发挥出

其对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回归（3）和（4）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即当年税收政策强度大小并不能影响到创

业，这些政策强度需要多年的累积才能对创业活动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创业者视角也容易理解表中结

果，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所有和其创业活动有关的税收政策，而并不仅是当年出台的相关政策。

在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只有人均GDP变量（RGDP）一直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即经济发展水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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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地区，创业活动也更活跃。市场化水平（MR）和失业率水平（UUEM）对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但未能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和稳健。教育水平（EDU）对创业活动有抑制作用，即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创业水平却更

低，但这种效应在统计上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四、稳健性检验

前文采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由于样本有不可观察的个体异质性导致结果可能不稳健，为获得税收

政策对创业的影响稳健一致性的实证结果，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法（DID）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该方法可

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同时消除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潜在的随时间改变的选择偏差。采用DID方法

进行实证分析的关键是区分参照组和处理组以及政策实施年份。

图2显示了2002—2015年间地方政府出台的促进创业税收政策数量与强度趋势图。可以直观地看到

2009年是各省出台税收政策数量最多和强度最强的年份，因此选择2009年为政策实施年份。为进一步确定

参照组和处理组，我们给出2009年各省出台的税收政策和强度核密度分布图（图3）。从图3可以看出，政策

出台数量在数值5处急剧下降趋平，因此选择政策数量5为界，2009年出台税收政策数量大于等于5的省份

为DID检验的处理组A，2009年出台税收政策数量小于5的省份为参照组A；2009年各省政策强度主要集中

在0-5之间，因此选择强度6为界，强度大于6的省份为政策强度DID检验的处理组B，强度小于等于6的省

份为参照组B。

出台政策数量

出台政策强度

图2 各地区各年税收政策数量及强度 图3 各地区税收政策数量（PEPN）和强度核密度（PEPI）
同时，本文选择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衡量各地区的创业活动[22]作为被解释

变量替代前文的创业活动指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衡量各省的创业活动，用企业家精神

（ES）表示。数据来源为各省2002—2015年的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将DID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ESit = β0 + β1 periodit + β2 tr e atm entit + β3 periodit × tr e atm entit + βkXit + εit

依据出台的税收政策数量和强度，本文设定了 treatment1、treatment2和period三个虚拟变量，treatment1=
1表示2009年出台税收政策数量大于等于5的省份，treatment1=0代表其他省份；treatment2=1表示2009年出

台税收政策强度大于6的省份，treatment2=0代表其他省份；period=0代表2009年之前的年份，period=1代表

2009年及之后的年份。我们关注的是 periodit × tr e atm entit 该交乘项前的系数 β3 代表处理组在事件期发生

前后的差异减去参照组在事件发生期前后的差异，它测度了2009年出台政策数量或强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带

给各自处理组的增量效应，即出台税收政策对创业精神的影响。本文依然选取了人均GDP（RGDP）、市场化

指数（MR）、教育水平（EDU）以及失业率（UNEM）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统计描述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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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DID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创业精神

处理组A
处理组B
政策时间

经济水平

市场化水平

教育水平

失业率

变量名称

ES
treatment1
treatment2
period
RGDP
MR
EDU
UNEM

观测数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平均值

0.126
0.129
0.161
0.5

29628.58
0.624
0.295
0.036

标准差

0.118
0.336
0.368
0.501

21481.83
0.144
0.115
0.007

最小值

0.012
0
0
0

3257
0.266
0.041
0.01

最大值

0.757
1
1
1

107960
0.909
0.848
0.065

分别对税收政策出台数量对创业的作用以及税收政策出台强度对创业的作用采用DID回归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5。
表5 出台税收政策数量对创业活动的回归结果

treatment

period

periodit × tr e atm entit

RGDP

MR

EDU

UNEM

常数项

N
adj. R2

税收政策数量

被解释变量：创业精神

-0.042***

(-4.630)
-0.122***

(-5.680)
0.037**

(2.280)
2.90e-06***

(3.643)
0.300***

(6.365)
0.253***

(4.012)
-1.137**

(-2.220)
-0.109***

(-3.735)
434
0.699

税收政策强度

被解释变量：创业精神

-0.018*

(-1.682)
-0.107***

(-4.786)
0.054***

(2.876)
2.86e-06***

(3.597)
0.257***

(5.415)
0.269***

(4.115)
-0.772*

(-1.703)
-0.111***

(-3.937)
434
0.699

由表5可见，当税收政策数量和强度超过一定值后，对创业精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periodit × tr e atm entit）

的系数分别为0.037和0.054，且均在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证明了在使用创业精神作为创业活动

的替代变量时，政府出台更多税收政策以及增加税收政策的强度对社会创业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双创概念的提出，创业成为我国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为更好鼓励支持创业，政

府各部门都努力推动创业企业发展。通过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发现，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本文通过文本分析对税收政策进行测度，采用回归分析法考察税收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出台相关税收政策有助于促进创业活动发生。这一结果证实了当政府出台税收政策数量足够多时，可

以起到“动力传递效应”，反映当年政府、社会对创业这一行为的关注度和倡导程度，每年有效的支持政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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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潜在创业者能从中获得的政府“信号作用”越强；同时，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强度越强，创业者能从税收

政策中获得的税收支持越多，创业初期风险得以降低，预期收益提高，社会创业意愿随之上升，税收政策营

造的良好的资金条件和创业政策环境也能进一步支持创业。

本文的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有：一是出台的税收政策应注重税收政策强度。指导性政策仅能给予创业

者“信号作用”，真正能对创业活动起到支持作用的是实践性政策，因此在出台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时，应注

重出台实践性政策，对如适当降低税率、延期纳税等予以关注[17]。二是政府在出台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时，

除了针对当下适合的行业、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出台相应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外，还应及时对之前出

台的支持政策进行梳理，一些将要失效但还有执行价值的政策可重新颁发政策继续执行，一些已过时或失

效的政策可结合当前社会经济状况重新修订颁布，让支持创业的税收政策真正有效，促进创业。三是政府

可适当侧重于对所得税政策的分析，利用所得税直接影响预期收益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降低新创企业初期

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增强创业企业初期的资金流动性。

注 释：

①“环境红利”是指创业者从环境中免费获取的收益。

② 因本文重点研究机会型创业，采用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此与创业相关的税收政策不包含支持个体工

商户创业的税收政策。

③ 发布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是一个权威的税收政策在线查询系统，能够查询到各级政府、各个税种的

每日更新税收政策数据。

④ 本文采用过去三年私营企业净增数量代替过去三年累积新增的企业数量，因此最小值出现了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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