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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应邀赴海南国际旅游岛

作“房地产行业增值税新政解析”专题讲座
营改增后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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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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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的财务人

员，做了题为“房地产行业增值税新政解析”的专题讲座。林主任从营改增背景、营

改增后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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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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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全局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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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七
4月 13日上午 10点，在中心会议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文

献研讨活动。此次研讨会由中心李成博士解读了 JORGE DE LA ROCA & DIEGO

PUGA 2017年发表于 RES上的论文“Learning by Working in Big Cities”。中心名誉

主任蔡红英教授、张青教授、李新教授、魏涛副教授等十余名老师和研究生参与

了论文研讨。

论文认为，量化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并理解其性质是城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

主题之一，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集中体现于城市职工的工资溢价。西班牙的相关

数据显示，大城市职工的工资显著高于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职工工资。城市职工

的工资溢价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1）在大城市工作的职工因为集聚经济效应

而获得了一个静态优势；（2）先天能力较高的人会选择在大城市工作；（3）大

城市通过提供各种学习机会而帮助职工在工作中学习，以积累有价值的工作经验，

即大城市的动态学习优势。

为了同时检验城市职工工资溢价的这三个潜在来源，本文使用了西班牙行政

数据。其中，职工就业和收入数据来自于 Spain’s Continuous Sample of Employment

Histories (MCVL)，经过样本删减，最终的样本容量为 157113。估计结果显示，在

大城市工作可以获得显著的静态集聚优势和动态学习优势，在时间长度约为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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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期，城市规模对职工工资的弹性接近 0.05，其中一半来自静态集聚优势；另

一半则源于大城市的动态学习优势；而基于职工先天能力的选择效应却并不显著。

有趣的是，职工一旦获得这种动态学习优势而积累了工作经验，会持续受益。

通过追踪职工的工作地点，作者发现，职工在什么城市积累工作经验比在什么城

市使用工作经验更为重要。在大城市积累的工作经验远比在小城市积累的工作经

验有价值，在大城市所积累的工作经验会内化为职工的人力资本，即使职工迁移

至小城市工作，这一工作经验也会显著地提高其工资水平。进一步地研究发现，

尽管基于职工先天能力的选择效应并不显著，但是先天能力更强的职工却能够更

有效地发挥大城市的动态学习优势，而拥有更高的工资溢价。

研讨会上，各位老师围绕这篇论文的观点，结合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与

城市化模式展开了深入探讨，讨论了中国的大城市是否也存在显著的生产率优势，

并分析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带来的效率差异。

湖北省民政厅涂才江局长受邀来中心讲学
2017年 4月 13日，湖北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涂才江来我校，为行

政 Q1541班学生讲授慈善法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问题。这次活动是我院“实务

专家进课堂”系列教学活动之一。

涂局长对社会组织的概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指出简政放权和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分析了慈善法出台给社会组织发

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涂局长的授课由“罗一笑事件”导入，结合大量工作实例，分

析深入浅出，语言幽默风趣，获得学生的一致好评。课后，涂局长和学生们分享

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经验，提出“能说”、“会写”、“会协调”是本专业学生成功的

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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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受邀为鄂州市地税系统

作“信息网络与税收风险管理高级培训班”专题讲座
4月 17日，由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年鄂州市地税系统信息

网络与税收风险管理高级培训班”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开班。

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为培训班干部进行“企业所得税风险识别及防范专题”

讲解。林主任从企业所得税的风险特征、常用的风险识别方法和企业所得税风险

应对技巧等三个方面进行讲解。在讲授过程中，林教授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丰

富的典型案例，使得学员们能够很快地掌握了晦涩的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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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提高本局的企业所得税税收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纳税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

“百校百题”企业导师江红受邀来中心讲课

为了更好地培养实践型、创新型人才，2017年 4月 20日，中心借本次湖北经

济学院“百校百题”大赛的契机，特邀武汉美安物流产业园财务总监同时也是本次

“百校百题”大赛的企业导师江红来校为税收专业大三同学授课。

马上就要面临毕业、踏入社会、步入职场的同学们应该要学会如何“做人”，作

为财务相关专业的学生更应该知道如何做一名合格的财务人 ，江红老师说道。课

堂上，同学们配合老师从学生到员工进行角色转变，和江红老师一起模拟一场了

企业新人入职培训。

培训内容围绕着“做人”和“做事”两条主线进行，要想做事，先要做人，作为一

名财务人员，我们要有职业规划、战略高度，不要狭义的认为财务就只是算账做

账把自己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会计岗位阶段，我们要在“三个三年”内实现由核算型到

管理型人才的华丽转身，成为一名懂税法、会做帐、善理财的财务管理人。”江红

老师说道，启发同学们对未来的思考，接着老师从原则、立场、心态等方面向同

学们传授经验，一个具有明确原则、立场，“空杯心态”、正能量的员工才是企业所

需要的，激励同学们要努力做人才而不是庸才。会做人更要能做事，接着江红老

师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企业内部财务岗位的设置，以及报销流程和采购流程，让同

学们对实际中企业的财务工作要求和流程也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王宝强离婚案

看资金管理”、《人民的名义》中学税收知识，江红老师以大家普遍熟知的明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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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最近的热播剧作为案例，贴近同学们的实际生活，引导同学们发现现实生活

所蕴含的财务知识，深入浅出地向大家说明了资金管理、学以致用的重要性。

江红老师的授课内容，让同学们提前感受了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员工的

空间、角色转换，在亲身体验中发现问题，找到不足，摸清自身能力与社会所需

人才的差异，有目的、有方向地提高自己，同时也为中心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借鉴

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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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校园人才与社会需求的良好对接。

中心蔡红英教授应邀出席全国人大税收立法工作座谈会

应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邀请，我中心名誉主任蔡红英教授出席了 4月 21

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机关召开的税收立法工作座谈会。会议就已公开征求意见的烟

叶税法、船舶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草案提出意见建议。蔡红英教授就这三部草

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立法提出了详尽的意见和建议。

当天下午，蔡红英教授作为理事还参加了中国财政学会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举办的 2017年年会暨第 21次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

中心吴强副教授应邀为广西地税局

作“十百千人才干部能力提升班”专题讲座
2017年 4月 23日上午，中心研究员吴强应邀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承办的“2017年广西地税局十百千人才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

吴强老师为培训班干部进行了“大数据时代征管模式变革解析”讲解。吴老师介

绍了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发展状况，分析了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归纳了

税务征管工作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丰富的案例事实，生动地讲

解了大数据时代下税务征管工作的面临的变革和创新，大数据时代税务人员在征

管工作应具备的思维理念，初步树立学员的大数据思维。吴老师的讲课结合实际，

生动简明，思路清晰，获得了学员的一致好评，学员们认为通过本次培训，开阔

了视野，掌握了新技能，提升了迎对大数据时代税收征管模式变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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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学者黄智聪教授受邀来中心讲学

4月 25日下午 2:30，楚天学者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黄智聪教授，

为我中心成员分享了他的最新工作论文，题为“Climate Volatili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hina”。黄教授认为，气候波动会直接导致经济增

长的波动，进而影响人们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增长的预期，因此可能会提高家庭

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气候波动是否是造成中国家庭储蓄率高的一个原因呢？围绕

这一重要问题，黄教授及其合作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研

究。具体地，他们使用一年中的气候波动程度作为气候波动的度量指标，分布构

建出农村和城市的家户储蓄率指标。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研究发现

气候波动显著地提高了家户储蓄率。该研究从方法、数据、模型和结论等各方面

都引起在座研究员的共鸣和积极反馈，会后研究员们积极提问和探讨，表示深受

启发。

分享完工作论文之后，黄教授与中心成员和学生代表围绕“如何发表 SSCI论

文”这一主题展开了交流。黄教授分享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也为老师们向

SSCI杂志投稿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指导。同学们也热情高昂，积极提问，黄教授耐

心的逐一作答，座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八
5月 4日上午 10点，在中心会议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文

献研讨活动。此次研讨会由严妮博士解读了Martin Ravallion & Shaohua Chen 2015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上的论文“Benefit incidence with incentive

effects, measurement errors and latent heterogeneity: A case study for China”。我中心

张青教授、李新教授、李成博士、陶东杰、廖晓诚、熊鹰等十余名研究员和研究

生参与了论文研讨。

论文以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对象，低保制度旨在通过转移支付制

度向城市本地户口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预定地方“贫困线”（也就是低保线）的人口

提供救助以使其收入达到这一水平。本文研究的核心是低保制度规定的 100%的受

益退出率（benefit withdrawal rate，BWR）——随着低保户收入增加 x个单位相应



6

低保补贴额度也减少 x个单位——是否会造成贫困陷阱。相对于已有的研究而言，

本文同时考虑了激励效应、测量误差和相关的潜在异质性问题对估计 BWR带来的

偏误。

从文章的目的出发，本文基于特殊设计和委托调查提出了一种低保制度平均

BWR的计量经济学估计量。作者从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7年“城镇住户简易调查”

（UHSS）中进行抽样，从 7个城市中抽取了 1040个低保参与户和 1029个“高倾

向”的非参与者的样本，这 2069个样本在 2009、2010年被重复调查，与此同时，

作者还对北京，重庆，天水和武汉的低保管理人员和低保家庭进行了非正式、开

放式的访谈。针对这些数据，文章采用 OLS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等方

法，估计了 BWR实际值。

研究结果表明，低保计划在实践中通过其地方层次的实施方式大大减弱了其

正式制度设计所暗示的激励效应。因此，正式制度的规则似乎对实际发生率是非

常有欺骗性的。尽管在理论上，低保对参与者征收 100％的边际税率，但实际上要

低得多，“低保计划”不太可能为参与者获得额外收入提供强大的阻碍。

研讨会上，各位研究员围绕文章的思路、模型的建立与内涵、数据的收集、

作者的观点等内容展开讨论，并结合中国不同区域低保制度可能存在的差异和近

些年来低保制度的变化反思本文的观点。



7

中心吴强副教授应邀为随州市地方税务局

“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
5月 10日，中心研究员吴强应邀为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随州市

地方税务局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

吴强老师为培训班干部进行“当前税制改革热点解读专题”讲解。吴老师从十八

大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入手，重点分析了税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影响

效果，系统总结了近年来特别是“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的现状和成果，通过国际比际

和税收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对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增值税的进一步改革、企业

所得税税率和税收优惠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房地产税收改革等热点问题

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展望。吴老师的授课，深入浅出，既有理论，又能结合征管实

践，回答了各县区税务领导学员的热切关注的问题，获得了学员的好评。学员都

认为通过听课，对中国税制有了系统全面的新认识，深刻理解了税收与经济两者

的关系，对未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制改革方向有了清晰的认识，

对加强本市的地方税收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咸宁市地方税务局

“稽查干部业务培训班”授课
5月 13日，由湖北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办的“2017年咸宁市地方税务局

稽查干部业务培训班”在湖北经济学院隆重开班。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为培训班

干部进行“个人所得税专题”讲解。林主任从个人所得税现状、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

近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举措以及个人所得税征管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等方面，

对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与征管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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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近两年的地方税新政有了系统全面的把握，对未来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有

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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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九
5月 18日上午 10点，在中心会议室开展了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解读高水平文

献研讨活动。此次研讨会由中心廖晓诚博士解读 Amitabh Chandra，Amy Finkelstein

等 2016年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Health Care

Exceptionalism？Performance and Allocation in the US Health Care Sector”。中心研究

员李成、熊鹰、陶东杰、严妮、刘冰熙参与了论文研讨。

传统观点认为，医疗服务领域和其他传统行业不同，具有信息不对称、医疗

保险补偿、财政补贴等特殊性，市场力量难以将病人推向高生产率的医院。论文

对这一传统观点进行经验性研究，通过静态、动态分析，核心探讨医疗服务质量

与市场内医院病人份额之间的相关关系，探究服务质量较高的医院在多大程度上

吸引更多病人住院就医。

论文选定急性心肌梗死，充血性心衰，肺炎和髋关节、膝关节置换四种病种，

根据全美Medicare Part A索赔信息，选出 2008年至 2010年期间 66岁及以上四种

病种住院病人为研究样本，主要探讨医疗服务质量与医院病人份额之间的关系。

论文选择公共项目中所采用的 30天存活率、30天再入院率、治疗临床规范性、病

人满意度作为医院服务质量多维度指标，根据医院病人数确定医院病人份额。论

文整合 2006年至 2008年服务质量数据，限制医院最低病人数量，应用经验贝叶

斯文献标准收缩或平滑技术，以减轻服务质量潜在测量误差。

通过实证分析，市场内部医院医疗服务质量与医院病人份额及其增长率之间

存在显著的稳健的正相关。论文进一步论证医院医疗服务质量与医院病人份额正

相关关系程度，将与医疗服务质量相关的医院病人份额和与经典的病人医院间距

离相关的医院病人份额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之间边际替代率较低。通过生存率贡

献分析，发现病人转至较好服务质量医院就医是提升生存率原因之一。可见医院

医疗服务质量与医院病人份额之间不仅正相关，而且正相关程度较高。

由于Medicare对医疗成本进行补偿，病人承担很少的医疗服务成本，因此，

病人非常关注医疗服务质量，而很少考虑医疗服务投入成本。他们通常选择医疗

服务质量好，投入成本高的医院，这和社会计划者医疗服务高生产率的目标存在

偏差。论文讨论了医疗服务质量与医院病人份额关系产生的机制，通过划分急诊、

非急诊病人，根据两类病人就医距离远近不同，发现就医选择范围大的病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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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距离较远的非急诊病人）更有可能选择医疗服务质量高的医院，提出了基于需

求的机制。另外还提出了反向因果效应机制和机械机制两个备选机制。

论文研究发现和传统观点不同，认为医疗服务领域和其他传统行业类似，市

场力量也在发挥着一定作用。

研究员们就论文的思路、数据的整理、统计结果、结论意义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中心蔡红英教授应邀出席

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暨学术研讨会

5月 21日，“财政学科属性与定位：新形势、新机遇、新发展”——全国高校

财政学教学研究会 2017年常务理事会暨基础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松江校区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武汉大学财政金融

研究中心主任吴俊培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丛树海教授、广西财经学院副

校长蒙丽珍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裴育教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

志勇研究员等 23个单位的 60余位专家学者。我中心名誉主任蔡红英教授应邀出

席会议。

在下午的专题研讨中，蔡红英教授根据美国学科专业目录 CIP-2000及相关财

政管理手册、公共经济手册等信息，阐明了自己的对财政学科属性定位的认识。

她认为：学科的细化及交叉融合发展是学科发展的主旋律。因此，财政学科作为

应用经济学学科，要做强做大，不仅自己要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财政学相关问题

的中青年学者，还要引进一些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的人才来研究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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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蔡红英教授应全国人大预算工委邀请

参与烟叶税立法调研工作

应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邀请，我中心名誉主任蔡红英教授参加了 5月

24-26日在湖南开展的烟叶税立法调研工作。调研组对湖南省烟叶生产、烟叶生产

地税收，及烟叶税征收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田间地头调研和座谈。烟叶税虽

然是一个小税种，但其间也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与烟农之

间的利益关系。此前，全国人大调研组还分赴云南、上海等地开展了调研，调研

工作将对我国烟叶税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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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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