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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林颖主任主持的研究报告获陈安丽副省长批示

日前，陈安丽副省长对我中心主任林颖教授主持的《关于湖北加快落实企业

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研究报告做出重要批示，指出报告“报告调研深入，

分析透彻，建议具有可操作性，值得肯定”。

为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建设创新型国家，自 2015年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收激励政策。2017年湖北省

政府专门制发《湖北激励企业开展研究活动暂行办法》后补政策，以助力该项政

策在湖北的落实。

为了深入了解上述利好政策和措施在湖北的落实情况，助推研发费加计扣除

新政在湖北尽快落地、开花与结果，自 2017年以来，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带领中

心团队，携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对湖北近 10年享受加计

扣除政策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另一方面，通过走访、座谈和问卷等方式，从

微观层面对湖北 100家样本企业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解剖。在此基础上，

课题组对影响政策落实的某些深层次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形成了《关于湖北

加快落实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研究成果，报告全文 3.2万字，获陈

安丽副省长批示的是报告中的部分核心研究成果。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出席海南省

陵水税务部门举办的“2018税收论坛”

为深入推进国家税务总局“放管服”系列改革，进一步创新纳税服务方式，营

造诚信纳税良好社会氛围，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18年 1月 22日

上午，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实验区国家税务局、海南省陵水县国家税务局和地方

税务局，围绕房地产与建筑业税收政策联合举办了“2018年税收论坛”。

本次活动邀请到了 5位国内税收领域资深专家，我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出

席。论坛采用电视直播方式，林主任与其他 4位专家一起现场与 41家房地产和

建筑业的企业代表，围绕房地产和建筑业税收执法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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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税收政策，并针对企业代表提出的问题即兴答疑解惑。企业代表均表示，本

次论坛形式新颖、交流充分，很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税收难题，并希望税

务部门能够举办更多类似的论坛，让纳税人有更多机会与税务专家面对面。

本次论坛受到海南省媒体的高度关注，海南省电视台以及陵水电视台都进行

了新闻报道，并且陵水地方电视台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视直播。

中心蔡红英教授一行

赴复旦大学参加哈特教授演讲

2018年 3月 14日上午，蔡红英、张青、林晶、陶东杰、李成等一行 5人赴

复旦大学，聆听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旦

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哈特教授演讲的主题为“公司应最大化股东福利而非市场价值（Companies

Should Maximize Shareholder Welfare Not Market Value）”。哈特教授首先从弗

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的一个观点展开，弗里德曼认为公司应该按照股东的意愿进

行决策，那就是在不违背法律和社会道德的情况下赚尽量多的钱。但是，哈特教

授认为股东并不是只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他们同时也关心公司的决策给社会带

来的影响。随后，哈特教授用一个简洁而清晰的模型佐证了自己的观点。

哈特教授认为股东福利和公司的市场价值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股东作为社

会人并不仅仅关心公司的盈利，他们也会关心公司的行为会给社会造成的影响，

比如说污染等。这些公司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性并不需要依靠政府或者第三

方机构来进行内部化，而是应当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公司

治理当中应当把目标转为股东的福利，而非公司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由于

股东关注公司行为带来的影响，所以在决策时就会将这些影响纳入整体福利的考

量当中，进而实现公司行为外部性的内部化。

问答环节，现场师生积极踊跃提问，与哈特教授就理论假设、决策内涵以及

如何准确定义股东福利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4

哈特教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展开，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述了公司治理过程当

中的重要问题，为大家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其中关于股东福利的理解引

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观众对哈特教授清晰的演讲思路、理论结合模型的讲解方

式表示由衷的赞叹。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海南省

昌江国税局和地税局的联合培训班授课

3月 1日至 2日，昌江县国税局联合地税局举办国地税税务干部政策业务联

合培训班，我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担任授课主讲教师，林颖教授重点围绕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环境保护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法政策开展为期 2天业务培训。

昌江国地税全体税务干部均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是昌江县国税局、地税局落实税务总局《国地税合作规范 4.0版》

的重要举措，通过联合开展税务干部培训，整合教学资源，共享培训师资，降低

培训成本，提升培训效果，加强了对精通国税局、地税局业务的复合型人才的培

养，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国地税合作，擦亮昌江“全国国地税合作百佳县级示范区”

牌子打牢了基础。

相关链接：http://www.hitax.gov.cn/sxpd_18_2/0299837.html

中心林颖主任应邀为海南省

先行试验区国税局解读税收新政

为了强化税收政策宣传效果,切实提升纳税服务质效,构建和谐征纳关系，2

月 27日，先行试验区国税局、陵水县国税局、陵水县地税局联合举办了一期增

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 2017新政解读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半，中心主任林颖教授应邀担任主讲老师，为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及税务干部系统全面第解读了 2017年以来国家出台的各项增

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同时也为纳税人解答在纳税申报中碰到的难点问题。

http://www.hitax.gov.cn/sxpd_18_2/0299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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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培训,纳税人和税务干部对 2017年以来的各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税收新政策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纳税人也表示会将在本次培训班上所学运用到今

后的涉税业务办理中,切实解决其在纳税申报中遇到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hitax.gov.cn/sxpd_16_2/0299834.html

《纳税申报实务》课程开展“实务专家进课堂”活动

按照我中心“实务专家进课堂”教改规划和《纳税申报实务》授课计划，12

月 18日税收 Q1541《纳税申报实务》课堂邀请武汉汉道传媒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张志娟会计师讲授网上报税实务。在朱延松老师讲授《纳税申报实务》课程的基

础上，张志娟会计师通过企业实际网上报税案例系统详细给同学们介绍了国税地

税的网上报税流程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并与同学们就学习和就业等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交流，对同学们提出实务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本次活动是《纳税申报实务》课程“实务专家进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

同学们对本次教学改革给予高度的肯定，纷纷表述实务专家进课堂，进一步拓展

了同学们的专业视野，提高了课程学习的兴趣，提升了实际动手能力。

《税法》课程持续推进“实务专家进课堂”活动

按照我中心“实务专家进课堂”教改规划和《税法》授课计划，11月 29日商

务特色 Q1641《税法》课堂有幸邀请到了中国税务研究杂志社《税务研究》编辑、

中国社科院和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向东老师。在中心主任林颖教授讲授完增值

税基本税制设计的基础上，向老师以《增值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良税》为题，

以增值税的内涵、起源为起点，依托价格公式和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关系，运用

开创性的思维方式，将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进行深度融合，系统阐述了

工业化时代增值税制度产生的客观必要性，并得出了一个全新的结论：增值税工

业化时期的资本良税。同时向老师指出，在当今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充分市场的

前提下，增值税制度的存在十分必要，加快增值税制度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此

http://www.hitax.gov.cn/sxpd_16_2/0299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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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老师对大数据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增值税制度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分析，

也对未来的增值税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

最后，向老师还就如何撰写论文与同学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对同学

们提出的专业问题一一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本次活动是《税法》课程“实务专家进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体现，同学们对

本次教学改革给予高度的肯定，纷纷表述实务专家进课堂，进一步拓展了同学们

的专业视野，提高了课程学习的兴趣。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十九

11月 22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举行例行研讨会。

刘冰熙老师报告了他的工作论文“政府教育支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

由于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导致教育的人力资本产出发生转移，从而为地区间经济

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供了一个作用机制。文章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得到了丰富的结论。与会老师就论文本身的研究设计、方法的使用和结论的解读

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此次研讨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祥云教授专程参加。李教授首先对刘老师

的工作论文进行了点评，然后围绕如何申报国家级课题做了深度的经验分享。研

讨过程中，针对刘冰熙、李成、陶东杰等青年老师的国家级课题申报选题问题给

予了指导性意见。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二十

12月 6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例行研讨会。

陶东杰老师做了两项研究报告。一是报告了草拟的中心财税相关数据整理和

数据库建设的工作方案。二是汇报了 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申报的

选题和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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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而长期以来中心所使用的数据存在三个显著的

问题。一是零散化，大家做研究使用的数据都来自于个人整理，不能形成交互和

嫁接，数据不完整；二是数据老化，数据没有随着研究热点和年份推移而更新；

三是数据整理方法陈旧，随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许多非常好的数据平

台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结构化的数据来源，数据的清洗，结构化和使用过程还没

有被我中心大多数老师所掌握。因此，有必要对财税领域的关键数据展开基础性

的建设工作。这次研讨会上，陶东杰老师提出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时间表。由中

心的几位老师和蔡红英教授的四位研究生作为主要力量进行整理。

国家级课题的申报是每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此次研讨会，陶东杰老师汇报了

他的自科选题“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分成与征税努力：因果机制、微观效应和政策

研究”。省以下政府间税收分成是近年来国内研究热点，值得深入挖掘和长期跟

踪。税收分成为财政分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度量指标。老师们围绕中国的财政

体制和政府间关系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并对陶老师的选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二十一

12月 20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举行了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数据库建设专题研讨。与会人员汇报了各自数据整理的进度，

存在的困难和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确定了第一阶段的数据库建设目标：第一，将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1994-2007》电子版补充完整，最终得到 stata版本的

数据。第二，将《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2002-2014》地级市层面的全部指标结

构化，同样处理为 stata版本。第三，结合这两组数据，测算出省以下政府间税

收分成比例的数据。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已经将原始数据汇总，把存在的困难全部列出并想出了

相应的解决办法。中心蔡红英教授对数据整理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从人力财

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同时，蔡红英教授提出要制定长远目标，将数据库

的建设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去落实，长期坚持下去，最终建立

和完善中心的财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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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二十二

2018年 1月 3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举行了例

行研讨会。

李成老师报告了他的工作论文“劳动力城乡流动、人力资本外部性与经济增

长”。这篇工作论文是李成老师的呕心沥血之作，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扎实。

此次报告的是已经成文的初稿。劳动力城乡流动为什么会促进经济增长，除了人

力资本的配置效应之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可能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机制。

论文将人力资本外部性加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通过模型的推演，得出可检

验的理论假说：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存在，那么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不仅会促进城

市经济增长，也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最终可能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与会老师对李成老师的论文表示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李

成老师都一一做了回应。

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二十三

2018年 3月 15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举行了

2018年度第 1次例行研讨会，也是工作坊总的第 23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要

有以下几个内容。

（1）蔡红英教授对工作坊新学期的研讨会的组织和内容提出了要求，鼓励

青年老师要持续保持科研激情，在交流与碰撞中产生新的想法，提升研究水平。

（2）工作坊的负责人陶东杰老师汇报了本学期的研讨会计划。研讨会时间

定于双周周四上午，研讨内容有三类，一是解读国外高水平论文；二是汇报工作

论文；三是邀请外面学者进来做学术报告。

（3）陶东杰老师对寒假期间的数据库建设进度做了详细汇报。

（4）陶东杰老师报告了自己的工作论文“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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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开展“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系列活动二十四

3月 30日上午 10:00,中心 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举行了研讨会。

陶东杰老师解读了中国人民大学陈晓光教授 2017年发表于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的论文“The effect of a fiscal squeeze on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论文以 2005年全国农业税的取消为开端，通过农业税取消的自然实验发现

对于不同县的地方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率上升存在差异来论证增值税的施行受到

地方政府的干预。在中国，各个县的农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差异很大。对

于农业比重较大的县，农业税取消带来的损失相对较大，当地工业企业的增值税

率上升得更多。即“财政挤压”所带来的政府收入损失可以通过更有力的税收征管

得到弥补。

政府与税收部门的分离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

收分成问题和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征税过程在实际中受到地方政府的干

预。分析农业税的取消的实际影响，发现农业税取消对于增值税有效税率具有正

向作用，即农业税的取消所带来的地方政府收入损失是通过提高增值税的有效税

率来弥补的。当地方政府分享的增值税份额较大时，实行增值税的激励就越大，

表现为更高的增值税有效税率。而当地方政府的增值税税基较大时，施行增值税

的激励就会被弱化。进一步考察农业税的取消对于税收总额的影响，发现税收总

额下降但不显著。由于政府收入除了税收还有转移支付和基金收入，地方政府很

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增加政府收入，实证结果发现农业税取消所带来的损失主要

是通过对现有税收的征税力度的加大以及其他财政收入比如出让土地的收入的

提高来补偿。

以往关于税收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忽视了激励的作

用。在对税基拥有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仍然存在提高增值税有效税率的空间，在

税基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激发地方政府征税的动力来提高税收收入。地

方政府分享的增值税份额越大、增值税税基越小、其他渠道获得的政府收入越少，

地方政府越有动力加强征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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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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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