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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税收收入也在稳定地增长。而税收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各
种宏观经济变量综合影响着税收收入的规模。因此,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是当前中国恢复经济,促进
税收增长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收集了1991～202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
税收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对税收收入总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GDP、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个因素对税收收入总额的影响不大。本文
分别从投资、进出口等角度提出建议,为促进国家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国民经济的稳步回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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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y country's Tax Revenue
--based o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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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ing at a high speed and tax revenue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And tax revenue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ariou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combine to influence the scale of tax revenue.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x revenue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China to recover its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tax revenue at present. This paper collects macroeconomic data from 1991 to 2020 and explore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x revenue by establishing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otal tax revenue,
while four factors, namely GDP, value added of tertiary industry,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have little impact on total tax revenue. This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vestment, import and export, respectivel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steady reboun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Tax revenu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t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引言

长应保持较为协调的同步发展。税收的这种高速增长的状态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研究都没有得出一个较为

的成就,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经济规模也不断扩大。其中税

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

收收入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2020年我国

分析研究。

税收收入高达154310.06亿元,约是1978年税收收入(519.28亿

1 文献综述

元)的近300倍。然而,税收收入的增长却并没有经济增长那么稳

国外对税收收入的研究起步较早。有的文献表明,经济的发

定。为确保国民经济持久、稳定和健康发展,经济增长与税收增

展会使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制定有利于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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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的税收制度,最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Tanzi,1987)。还
有文献认为,公共支出和公债决定一个国家利用它的税收潜

t

=(-2.7060)(0.9843)(-5.2246)(0.7116)(2.8188)(2.65

18)(4.1276)

能的范围(Tanzi,1987),负债的高低会影响税收标准的高低
2

(Tanzi,1992)。
我国专家学者对此有广泛的分析研究。樊丽明和张斌(2000)

=0.9992,

2 =0.9989,F=4549.8480,DW=1.5013

3 模型的检验与修正

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关联的具体传导机制,发现税收收

3.1经济意义检验

入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可税GDP与应税GDP结构的

根据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可知,国民生产总值(X1t)、固定

变动。唐先彬(2012)实证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

资产投资总额(X3t)、财政支出(X4t)、进出口总额(X5t)、社会消

资总额、人均收入是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的结论,为税收收

费品零售总额(X6t)与税收收入总额正相关,说明变量X1t、X3t、

入增长趋势预测提供了工具。

X4t 、X5t、X6t的增加会促进税收收入总额的增长,与理论分析相

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符。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X2t)与税收收入总额负相关,说明第

2.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加会导致税收收入总额的减少,即在假定其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和结合实际进行的有效分析,本文决定

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亿元,税收

采用中国税收收入总额(Yt)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依次为国

收入就会减少0.320555亿元,这与本文的理论研究相悖。因此,

民生产总值(X1t)、第三产业增加值(X2t)、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本文推测该模型可能存在计量经济问题,需要进行模型的检验

(X3t)、财政支出(X4t)、进出口总额(X5t)、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与修正。

(X6t),其他因素如货币供应量、政策因素等设为随机扰动项u,

3.2统计检验

时间为t。

模型首先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和方程显著性检验(F检验)。

本文通过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进行查找,收集整理了

在变量显著性检验(T检验)中,针对H0:βj=0(j=1,2,3,4,5,6),

1991～2020年共30年的中国税收收入总额及各指标相关数据,

观察表1中各变量系数对应概率。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其他解

对国内税收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X2t)、财政支出(X4t)、进

2.2模型的设定与假设

出口总额(X5t)、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6t)分别对被解释变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初步设定税收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

“税收收入总额”(Yt)有显著的影响．而变量X1t、X3t的t检验伴

型为以下形式：

随概率大于0.05,接受原假设,说明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

Yt = c + β1 X 1t + β 2 X 2 t + β 3 X 3t + β 4 X 4 t + β 5 X 5t + β 6 X 6 t + u

资总额对税收收入总额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结果可知,可决系数

其中： c 表示常数项, t 表示时间(年), u (随机扰动项)表
示其他因素如货币供应量、政策因素等。

2

很大,F检

验值为4549.8480,明显显著,但有个别参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推测模型很可能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接下来需要对模型进行

2.3模型的估计结果

计量经济学检验,检验并解决模型存在的问题。

本文通过EViews10软件输入数据,采用OLS法即最小二乘法
估计所设回归模型的各参数,参数估计结果见表1。

3.3计量经济学检验
模型首先通过了模型设定偏误检验和序列相关检验,表明

表1 参数估计结果

原模型不存在设定偏误和序列相关的问题。下面主要进行多重
共线性的检验与修正。
3.3.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如果某两个或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出现了相关性,则称为存
在多重共线性。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会干扰对统计检验结果判断
的准确性．首先可以通过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初步判断模
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相关系数计算结果见表2。
表2

相关系数表

由上表可知,模型估计结果为：
=− 3360.183 + 0.056676
+0.465083

56

4

1

− 0.320555

+ 0.84148

5

2

+ 0.033669

+ 0.305142

6

3

从表3中可以看到相关系数均高于0.9,接近于1,表明解释
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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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大。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及其性质,本文
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对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
表3

方差膨胀因子法检验结果

利用所估计的税收收入模型,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进出口总额”的预测数据对中国未来“税收收入”的发
展变化进行点预测和区间预测,从而有效调整税收政策,使得税
收水平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知：
(1)中国税收收入总额显著地受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
口总额的影响,且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与税收收
入的相关度更大,是税收收入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在该模型中,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财政
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大,但根据经
经验表明,如果有一个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方差膨

验判断和相关文献可知,这些因素并非对税收收入完全没有

胀因子VIFj≥10,说明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表3可以看到

影响,因此,该模型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进行进一步修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远大于10,表明模型确实存在严重的多

改和完善,本文对我国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还需进

重共线性。

一步发展。

3.3.2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4.2建议

为了修正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逐步回归法即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以Yt 为解释变量,构成回归模型,进行模型估计,通过对统计检

(1)重视固定资产的投资管理。政府机构和企业应当加强

验不显著变量的逐个剔除,从而修正多重共线性,保留模型中对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区域发展优势策

被解释变量贡献较大的解释变量。本文利用EViews10软件进行

略,制定固定资产长远投资方案,积极推进重点项目投资和建

操作,结果见表4。

设,挖掘市场潜力,带动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中国税收收入的
表4

逐步回归结果

增长。
(2)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关税目前在税收收入中占比很大,
关税的多少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政府要重视积
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发展大方向,与世界各国建立起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
系,推动中国产品走出去,同时,也要注重与引进来相结合,创建
更加和谐互惠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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