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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百校百题大赛，中心学子荣获二等奖

6月 1日—3日，第一届全国大学“百校百题”应用创新型课题（财税领域）

大赛复赛（B区）在广州举行，该赛区共有来自福建、湖北、广东、广西、贵州、

海南、安徽、重庆等 8个省市的 39所高校、共 44支代表队参加，其中本科组

27支，研究生组 17支。经过两天半时间的激烈角逐，我中心林晶、吴强老师指

导的课题《物流产业园税务风险防控》荣获大区赛本科组二等奖。

据悉自 2016年 11月大赛启动以来，各相关高校积极响应，来自全国 282

所高校的 390支队伍报名参赛。经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共有 196支参赛队

伍入围复赛。本次“百校百题”复赛为大区赛，在全国江苏（A区）、广东（B区）、

陕西（C区）、河北（D区）、山东（E区）五个省份分别同时进行。复赛环节

采取论文答辩的形式，分为论文陈述和问题答辩两个部分，最后按照论文盲审得

分（40%）、现场答辩得分（30%）、过程评审得分（20%）、网络投票人气得

分（10%）、案例加分（5分）计算综合得分。我校代表队在 B区广东工业大学

进行复赛。该赛区包括武汉大学（A组）、武汉大学（B组）、福州大学等重点

高校和海南师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等省属高校以及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仰

恩大学等三本、民办大学在内的 27支本科生代表队一起争夺 2个本科组全国总

决赛名额。

我中心代表队参赛课题《物流产业园税务风险防控》，是与武汉美安储运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合作，重点针对其物流产业园项目展开研究，使用层次分析法，

综合设计税务风险评价指标并计算企业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大小，旨在形成一套

有利于物流产业园发展的税务风险防控优化方案。通过企业实地调研、咨询专家

意见、参考以往研究等一系列方式，历时两个多月的探索研究完成课题论文，经

过初赛盲审顺利进入复赛。在复赛准备期间，我中心课题组成员全面深入熟悉论

文，发现问题并积极与企业沟通，寻找解决途径。此外，在林晶、吴强两位指导

老师的带领下，课题组多次模拟复赛现场，帮助答辩同学熟悉比赛流程、综合运

用课题论文、掌握答辩技巧。这是我中心首次由专业老师指导并带队参加的全国

性财税领域创新创业大赛，虽然抱憾未能进入最终的全国总决赛，但已迈出了坚

实的一大步，为参加后续类似比赛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教育部实施“百校百题”大赛，旨在推动形成应用型人才培养联动机制，培养

一批高水平的应用型中青年优秀教师和具备较强创新实践能力的优秀学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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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平台“试验田”，实现人才与企业高层次对

接。未来我中心将继续积极参与此类比赛，在教学工作中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

养，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完成校园人才与社会需求的良好对

接。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赴海南国际旅游岛作

“建筑安装行业增值税新政解析”专题讲座
营改增后建筑安装行业增值税制度出现重大变化和调整，为了深刻理解和全

面贯彻执行国家最新增值税政策，6月 3日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国家税务

局邀请中心主任林颖教授，赴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全区税务干部和建筑安装行业的

财务人员，做了题为“建筑安装行业增值税新政解析”的专题讲座。林主任从营改

增背景、营改增后建筑安装行业增值税基本要素、应纳税额计算方法、税收征管

和发票管理以及新旧政策衔接等方面对建筑安装行业增值税新政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解读。广大学员一直认为，林主任的讲座内容丰富全面、政策分析深入浅出、

案例贴近工作实际，对提高全局建筑安装行业的税收征管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
6月 8日上午 10：00，在中心研讨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

文献研讨活动。本次研讨会由中心陶东杰博士解读了 2017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

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Economic Uncertainty, Parental

Selec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Outcomes”，中心成员张青、李新、严妮、熊

鹰等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徐婷参与了研讨。

生育行为在经济学里被认为是具有经济周期性的行为。经济环境的好坏影响

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在经济环境遭受强烈冲击，未来具有较强的不确定的情况下，

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冲击对生育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受教

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的生育意愿主要面临“收入效应”，生育率下降程度会

比较大；而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较低的人的生育意愿主要面临“替代效应”，生育率

下降的程度较小，甚至有可能上升。在此逻辑下，一次经济环境的巨大冲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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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得之后的一段时期的生育数量下降，更重要的是使得“生育者”的结构发生了

变化。简言之，就是在这段时期，可能更多的“当父母”的人是相对而言比较差的

人。这就是文章所提到的“parental selection”。如果“parental selection”存在，那么

这些父母养育的孩子的“质量”也可能较差。因此，经济环境的波动通过这一机制

影响未来出生的孩子们的“质量”。这一结论对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公共财政支出都

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

为了证实上述因果关系，文章利用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一项自然实验开展研

究。柏林墙倒塌被证实是一次没有预期的巨大的政治事件，标志着东西德的统一。

统一后原东德的人民面临全面“西德化”的冲击。原来的就业“铁饭碗”，社会保障

等都瞬间被打破。事件之后，东德的生育率陡降 40%，低生育率持续三年半时间

才逐步恢复。这被认为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生育率的下降。作者使用柏林墙倒

塌后的三年半作为“实验期”，东德出生的孩子作为处理组，西德出生的孩子为控

制组，采用 DID的识别策略估计柏林墙倒塌与孩子的“质量”（受教育成果）的

关系。基于多个微观数据集的回归结果表明，柏林墙倒塌后三年半内东德出生的

孩子 COW（Children of Wall）的“质量”显著较低。

为了证实这一结果是由于“parental selection”造成的，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

COW的母亲们具有显著较低的素质，受教育水平和更加残缺的家庭结构。进一

步的实证结果还表明，COW的家庭对孩子受教育的投入和关心都较少。作者的

理论上的逻辑被逐步证实。然而，COW毕竟是指出生于一个特殊时期的孩子，

会不会是这个时期 “time effect”在起作用，而非“parental selection”呢？作者最后

使用 COW的哥哥和姐姐作为研究对象，发现 COW的哥哥姐姐的“质量”也显著

低于对照组，从而排除了“time effect”，做实了“parental selection”这一机制。

论文从逻辑梳理、实证研究设计到结果的稳健性的分析都做的非常好，值

得我们学习。论文对数据的处理，对干扰因素的处理都非常精彩，有许多的亮点

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参加研讨的研究员们就文章本身如何定

位以及如何设计长逻辑链条的研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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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应邀赴鄂州作“土地增值税清算”

专题讲座

6月 15日，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鄂州市地方税务局邀请，赴鄂州为全市税

务干部和房地产行业的财务人员，做了题为“土地增值税清算”的专题讲座。林主

任从土地增值税的基本税制要素、土地增值税基本计税方法、土地增值税清算情

形、土地增值税清算技巧、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等方面，结合营改增后土地增值

税政策的变化，采用案例教学法，为广泛学员诠释了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方法和技

巧。林主任的讲课，获得了广大学员的一直好评。鄂州市地方税务局认为，通过

本次培训，极大地提高本局土地增值税清算和税收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了纳税人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能力，对依法治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赵红兵处长来我中心授课

6月 14日晚上，湖北省财政厅教科文处赵红兵处长应名誉主任蔡红英教授

的邀请，给财政 Q1541班作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的主题授

课，深入分析了当前财税改革的三个方向，让同学对我国财税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并对财政 Q1541班学生给予了专业指导。

赵红兵处长首先介绍了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和财税改革的背景，并强调财税

改革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

意义，然后指出财税改革必须加快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

税率。他根据国发【2016】49号文，详细阐述了改进预算管理、税收管理、事

权与支出责任三个方面及内在关系。在讲完课后，财政 Q1541班李燕华、熊逍

遥、佘松等学生积极向张红兵处长积极提出自己的课堂思考、专业未来和职业规

划方面的困惑，张红兵处长都一一给了同学满意解答。

赵红兵处长的授课内容丰富，结合财政专业和丰富工作经历，十分具有专业

性、实践性、指导性和前瞻性，财政 Q1541班 29名同学全部参与听课，都有自

己的一些收获，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专业信息以及将来如何去发展自己的职业道

路，让自己在大学中能更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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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一
6月 15日上午 10：00，在税收研究中心研讨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

解读高水平文献研讨活动。本次研讨会由刘冰熙研究员解读 2016年发表于美国

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Recovery: The Case of the 1936 Veterans’Bonus”，中心蔡红英、李新、郝二虎、陶

东杰、严妮等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徐婷参与了研讨。

传统观点认为：美国 1930年代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并没有实施有效的财政

政策。这篇论文则认为 1936年实施的“退伍老兵补贴”政策是一项对经济复苏起

作用的财政政策。“退伍老兵补贴”给 320万退伍老兵发放了相当于 GDP的 2%的

补贴，人均发放额度相当于全国的人均年收入。研究表明，退伍老兵有极高的边

际消费倾向（0.6-0.75），他们花费掉了补贴中的绝大部分，用于购置汽车、房

屋等耐用品。根据测算，退伍老兵补贴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所带来了 1.6%的 GDP

增长和 2%的就业增长。

论文的主要挑战在于：估计出退伍老兵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即估计

得到“退伍老兵补贴”对家庭消费的效应的大小。作者使用包含详细消费信息的

1936年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采用 DID的识别策略来进行估计。双

重差分的本质是捕捉两个维度的变异。在这个研究中，一是所调查的年度消费数

据是否覆盖“退伍老兵补贴发放”的时间点；二是受访家庭的成员中是否有老兵。

但是由于 1936年的调查数据并没有调查是否有老兵这个问题，因此作者使用“家

庭有老兵的概率”作为这一个维度的指标。作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线性概

率模型 LPM估计了“家庭有老兵的概率”，发现影响“家庭有老兵的概率”的关键

因素是地区、肤色和年龄。根据估计出的系数，对 1939年调查数据中的观测个

体分布计算出“家庭有老兵的概率”。使用 DID 策略估计出的结果表明：“退伍老

兵补贴”的MPC达到 0.6-0.75，进一步对小样本的退伍老兵访问数据的分析表明：

“退伍老兵补贴”主要花费在了汽车和房屋这两种耐用品上。作者做了一些列的稳

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支持了结论的可靠性。论文最后，作者通过一些

叙述性的证据分析了退伍老兵MPC如此之高的原因。一是可能退伍老兵面临较

强的流动性约束；二是可能对未来的收入有较高的预期；三是他们的确需要汽车

和房屋这一类的消费品。论文结论的政策意义是，这种类型的转移支付政策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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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刺激消费的作用，取决于当前的经济体是否处于向上的周期，消费者是否有

较高的未来收入预期。

这篇论文利用历史的案例展示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

制，增强了我们对财政学相关理论的理解。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作者使用了跨数

据库的研究，也使用了非常规的 DID识别策略，引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二
楚天学者吕冰洋教授一行来我中心进行学术交流 1

受中心和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邀请，楚天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吕

冰洋教授一行 4人于 7月 4日、5日在我中心做学术报告。本次学术交流活动吸

引了中心的十余位教授及青年教师、多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的全程参与。

7月 4日上午 10：00，中心 420会议室，吕冰洋教授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解

释中国财政分权：活力与秩序之间”。吕教授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财政

分权制度变迁及典型事实做了全面的梳理。吕教授认为：财政分权的本质是事权

和财权的划分。事权包括决策权、支出权和监督权，其中支出权是核心；财权包

括立法权、征管权和收益权，其中收益权是核心。吕教授提出中国财政分权的典

型事实是“弹性分成”。“弹性分成”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财政收入分权为主，二是

财政收入分配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呈很大的差异。

吕教授基于契约理论框架，建立理论模型，推导出中国财政分权规则：1）

中央政府越看重自身收入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它所决定的财政分权程度越

低；2）中央政府越看重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它所决定的财政分权程

度越高；3）地方政府在同样投入的情况下，工作成绩越突出，财政分权程度就

应越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不确定性越大，财政分权程度就应越低。论文还对

模型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最终，吕教授在结论里提出中国财政分权的 3个定理。

定理 1：财政分权程度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目标：如果中央政府目标是地方

经济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

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



7

定理 2：财政分权程度受客观条件影响：当地方政府行动的产出弹性和外部

性较高时，财政分权程度随之提高；当地方政府行动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增加时，

财政分权程度随之降低。

定理 3：政府积极性受财政分权及其他因素影响：地方政府积极性与财政分

权程度、经济发展目标、税率、行动产出弹性正相关，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

行动不确定性、行动成本负相关；中央政府积极性与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关注度、

税率、中央行动产出弹性正相关，与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目标关注度、中央政府

财政收入目标、中央政府行动成本负相关。

上述结论揭示了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在此逻辑下，“弹性分成”

的背后是一个有弹性的契约集合，构成了一个激励系统，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而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结论也表明，中国式财政分

权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政府主导。

吕教授的报告深刻，逻辑体系严密，视角独特，语言幽默，引起了在座的研

究员和学生的浓厚兴趣，大家与吕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心蔡红英教授应邀为市州人大作预算审查监督

工作的辅导报告

6月 30日和 7月 4日，应孝感市人大常委会、天门市人大常委会邀请，我

中心蔡红英教授分别为其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了地方人大如何做好预算审查监督

工作的辅导报告。

报告着重介绍了现代预算理念及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中的十个重点问题。

报告既把握了与预算审查监督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定，又分别结合了孝

感市、天门市的预算审查监督工作实际，并现场回答了委员们的提问。报告得到

了孝感市人大、天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高度肯定，希望以后

能再一次邀请蔡红英教授去作专题辅导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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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一项课题获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我中心蔡红英教授主持的《中央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获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三
楚天学者吕冰洋教授一行来我中心进行学术交流 2

7月 5日上午 8:30,中心 420会议室，楚天学者吕冰洋教授一行继续与我中心

教师和学生做学术交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李戎老师、李时宇老师和胡

深博士分别报告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李戎老师报告了题为“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and the stabilizing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的工作论文。许多的文献研究了政府规模（财政收入占 GDP比重）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到政府规模在经济稳定方面起到的作用。李

戎老师即从这个角度进行了边际拓展，利用中国县级层面 1997-2007的数据展开

实证研究。论文建立了合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选取了有效的工具变量。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规模越大，地方经济增长越稳定。接着，论文探讨纵向财

政失衡（VFI）对地方政府的经济稳定作用的影响。论文利用“1-财政自给率”度

量 VFI，并与政府规模构造交互项加入模型中。结果表明，VFI会显著地削弱地

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作者从 VFI的形成规则来探讨上述效应形成的

机制。结论认为，VFI的形成过程使得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优势变

小，进而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

李时宇老师报告了题为“The Effect of Substituting Retail Sales Tax for

Value-added Tax in China”的工作论文。零售税和增值税在静态模型中是等价的，

然而在动态模型中，零售税的征税对象是消费环节，而增值税的征税对象是生产

环节，不同的征税过程和对象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影响。目前世界上有只征收增值

税的，也有只征收消费税的，也有两者兼有的。那么，如果在中国用零售税替代

增值税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呢？李老师构建了一个跨期的 OLG模型做了理

论上的分析。论文结论表明，如果用零售税替代增值税，在长期会促进经济增长

和未来居民福利提升，但是对当期居民的福利会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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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深博士报告了题为“蛋糕怎么分？政府间分级分税的规律”的工作论文。现

有的文献对财政分权的定义和度量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亟需重新定义财政分权

并利用数据进行全面的测算。胡博士的这篇论文就是做了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从收入的角度测度财政分权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行性。财政收入分权实际上是

政府间分级分税的比例。省级政府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枢纽。因此，以省 i的财

政收入作为分母，以省份 i的财政收入分配给中央、省 i本级、市本级和县级及

以下四个层级的收入作为分子，计算出四个层级政府分成的比例，作为财政分权

的量化指标。作者利用国内公开的多种年鉴数据进行了计算，并对计算结果做了

多维度的统计描述分析。结论表明，中国的政府间分级分税在 1994-2014年间呈

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收入以及税收收入的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分配中，分配比例最高的层级都是中央；二是在省

以下非税收入、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分配中，县级占比最大、市

本级次之、省本级最小；三是在各个层级中，省本级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稳

定性最强。

在数据背后，隐含着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规律，把握住这些规律，可

以开拓出非常丰富的经济研究主题。基于数据测算结果，胡博士介绍了他们归纳

出的两点重要规律。

第一，政府间财政分入分配是弹性分成契约。根据本文对各类财政收入分级

分配比例的测算，可以看出，不论哪种收入，其分配在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都呈现

较大的差异性，这从数据上证实了 “中国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个弹性的分成合同

系统”判断。按照契约理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收入分成受成本、努力、偏

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分成比例又会影响双方各种行为。如果无弹性分成，则

大量的关于激励机制的研究文献不会存在。中国政府间财政收入弹性分成是政府

间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杠杆，它会对各级政府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省级政府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枢纽，在财政收入谈判中具有较高灵活

性。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多次就重要税种的中央级税收分配比例进行大幅

度调整，这导致中央级相关收入的分配比例变化明显，但是省级政府总财政预算

收入和总税收收入分配比例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反映出省级政府具有较高的灵

活性，会通过省与下级政府之间的频繁的谈判来稳定省本级的收入分配比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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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财政压力传导给下级政府。论文所做的测算有助于未来深入研究中国各级政府

间的行为及博弈问题。

连续三个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引起了现场老师和同学们的激烈讨论。吕冰洋教

授在讨论过程中也提出了许多引发思考的观点。研讨会结束时，蔡红英院长对吕

冰洋教授一行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对我院教师、研究生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

学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行动计划。

中心蔡红英教授被聘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咨询库专家

鉴于蔡红英教授在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领域有着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武汉市人

大常委会聘任蔡红英教授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库从专家。

中心林颖主任为武穴市地方税务局干部综合能力

提升班授课

7月 24日，由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年武穴市地方税务局

业务骨干培训班”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开幕。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培训班干部进行“企业所得税新政与纳税申报”专题讲

座。林教授首先系统梳理和解读了近年来企业所得税的最新政策；其次，以“三

定原则”为主线，对企业所得税收入的确认、扣除项目的确定进行了系统分析；

最后，讲解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新规，梳理了企业所得税各项申报资料之间的

勾稽关系，重点剖析了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框架结构和填写技巧。林主

任的讲课，获得了税务干部的一直好评。广大学员一直认为，通过本次培训不仅

近两年的企业所得税新政有了系统全面的把握，而且也较好地掌握了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的填制方法，对加强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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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参加全国首届《中国税制》

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

为了推动税收专业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学院主

办、全国税务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的首届“《中国税制》课程教学改革

研讨全国会议”于 2017年 8月 11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来自全国近 40所财经

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围绕课程建设概括、课程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课程考勤与考核四个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我院林颖老师发表的

“围绕三定思路，构建税法课程知识框图”主题演讲，收到了会学者高度好评。

围绕一门课程进行专题研讨，在全国财税专业尚属首创，本次会议具有开创

性的意义。会议不仅分享了各高校《中国税制》课程教学经验，把脉了本课程教

学中的深层问题，探讨了本课程教学中的重要议题，而且也进一步凝聚了共识，

对课程校际合作的开展、对共同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南海商品交易中心

进行税收知识培训

8月 26日至 27日，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受南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邀请，

赴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公司采取人员进行税收知识培训。南海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是 2014年 3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成立，2014年 4月 25日在海南省三亚市

注册设立总部，先后入驻三亚市现代服务产业园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并

设立分公司，是一家立足南海、面向全国、以石油化工产品贸易为纽带和核心的

现货交易平台型企业，涵盖石化现货交易、商务旅游和健康管理三大核心业务。

公司还联合战略合作企业筹建了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南海油气开发后勤服务保障

基地。

针对公司核心业务，结合营改增背景和新税制改革动态，林教授从营改增新

政解读、营改增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及应对策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技巧、企业

税收筹划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林教授的授课获得了主办单位

的高度赞誉，对于企业依法纳税和合理节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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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湖北省教育厅科技处

湖北省地方税务局

湖北省国家税务局

湖北经济学院校领导

送： 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处

湖北经济学院各省级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经济学院各校级研究中心

湖北经济学院相关部门和院系

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编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