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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布什减税计划的危害性

[美]斯蒂格利茨

  [译者按] 美国政府正在全力谋求公众与国会对布什总统减税计划的支

持。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Stiglitz)、麻省理工学院弗

朗哥—莫蒂格里亚尼(FrancoModigliani)、宾夕法尼亚大学劳伦斯—克莱恩

(LawrenceKlein)、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M—索洛(RobertM.Solow)和保

罗—A—萨谬尔森(PaulA.Samuelson)、斯坦福大学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和肯尼斯—J—艾朗(KennethJ.Arrow)、华盛顿大学道格拉斯—

C—诺斯(DouglassC.North)在内10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3年2月在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广告中批评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是个“误导”,他们抨击的

重点是布什经济计划核心———免除企业股东股息税的提议。这个由名叫经济

政策学会的自由思想团体支付费用的广告指出:“无论每个人对布什经济计划

细节存有何种观点,业已存在的一个广泛共识是,它的后果将是永久性改变税

收结构,而不是在近期内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成长,尤为突出的是,将永久

性削减股息税作为一种短期经济刺激措施是不可靠的。作为一种税收政策调

整,削减股息税误导性在于它过于复杂,将目标指向个人而不是企业。”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教授斯蒂格

利茨指出,布什的减税计划是“一个不充分经济刺激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将导致更大财政赤字,并使社会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化。”他在2003年3
月13日一期的《纽约书评》上发表《布什的减税计划———各种危险》(Bush’s
TaxPlan-TheDangers)一文,对布什总统提出减税计划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

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

  “很少有如此少的人从如此多的人那里获得这么多好处。”这也许是布

什总统提出其减税计划时的一个座右铭 。当国家进入新千年之际,它面临着

三个问题。第一,经济正在缓慢陷入衰退,股市泡沫即将破灭。第二,不平等

正在拉大,虽然90年代最终阻止了那些处于收入分配底层人士收入的下降势

头,但那个10年的增长成果不成比例地落入了富人的腰包。第三,存在着一

些长期难题,包括缺乏资金的健保与社会安全体制和嗜好入不敷出的经济,它
每天从海外借贷的资金数量超过10亿美元。

  收稿日期:2003-6-6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第3辑 克里斯蒂昂·拉加德:剩余价值积累、人口增长及利润率递减 123  

  虽然布什继承了这些挑战,但在其执政时,他具有一个克林顿执政时所没

有的有利条件。老布什给克林顿留下了严重赤字,如果不包括假定将被用于

社会保险的资金的话,其数量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但克林顿给小布

什留下的则是大量盈余,这些盈余也许被用于支撑我们的社会保险和健保体

制了,它们也许向像长期保健和处方药这类新保险金计划提供了急需资金,它
们也许已被用于修缮美国基础设施、老化的公路、桥梁和机场了。90年代增

长的迸发是建立在新技术和科学进步基础上的,然而,由于实现赤字目标的压

力,即使在那些方面,我们的投资也是不足的。

  当布什总统执政时,他利用经济下降趋势这一时机来推动减税,但正是减

税不设计用于刺激经济。两年后,经济依然处于衰退中。布什错误的代价极

为高昂。仅2001年一年,在经济潜力与其实际产出之间存在着大约3%的差

距,这相当于损失了3000亿美元。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成功孕育着成功,失败

孕育着失败:如果今日的经济产量因国家经济政策管理不善而较低的话,那么

从现在开始起的五年、十年和二十年里,经济产量都将会较低,因为部分损失

的产量本可花在本可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上。

  以往与现在商业的第一法则应是刺激经济的减税。要是我们能拥有一个

不仅能够提高增长而且解决我们长期问题、包括我们不断增加的不平等性的

刺激计划的话,那么一切将会更好。事实上,让布什设计一种耗费如此多收入

但同时却对刺激经济收效甚少的减税计划,难度一定很大。

  出现了两个替布什辩护的论点。第一个论点认为,他不因国家目前经济

困境而遭受指责:有谁能够预测到衰退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呢? 但是包括我

在内的许多人却都预测到了这点,其理由十分明显,经济衰退的基础是在高科

技和通讯公司庞大数量的投资过度,这些部门在90年代时期支撑着经济。在

我们让由这类过度投资而产生的过度能力发挥作用之前,本应有数年时间。
与此同时,美联储调低利率会产生极大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拥有过度能力的

企业仅因它们能够较为廉价地借到款将不能确立更多过度能力。

  但对于布什的辩护者而言,存在着一个更根本性的答案:经济决策艺术就

是懂得如何对不确定性作出反应。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失业保险方案

是最差的国家之一。保险金限制较多,保险金不但时间短(仅为26周),而且

数量较少。在经济减缓时刻提高这些保险金本可提供一个自动稳定器———这

些资金只会在失业率尤其长期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被花掉,长期失业率在布

什执政头两年时间里增加了一倍。

  最终,失业保险金时间被延长了13周,但仅到2002年的年底,近一百万

美国人延长的保险金已用完了。在国会最先未同意延长保险金时间后,另有

一百万工人中的3/4保险金被取消了。在圣诞节假期时,不但布什政府和共

和党控制的国会对这近二百万工人增加担忧,而且政府由此进一步损害了经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济实力,2002年圣诞购物不旺并不让人意外。失业保险金虽然最终得以延

长,但还存在着进一步延长失业保险金期限的空间。

  需要解决的第二个论点则是布什本人所提出的:他称,如果减税计划足够

好,将于2001年5月获得通过的话,现在加速推行就很合理。论点中的欺骗

性应是十分明显的:依据同样的逻辑,人们本可争辩说,既然布什提出的第一

次减税法案(将在2010年结束)后的条款,像取消房产税这样核心条款足够

好,并将在2001年予以颁布实施的话,那么为何一直不将这些条款实行下去

呢? 之所以有终止日期,其理由十分简单:即使当我们认为我们拥有数量庞大

的持久性盈余时,国家也难以将法律上的变化变成永久性。如果我们在当时

不能提供这些,我们真地相信我们现在就有能力提供它们吗? 即使我们对减

税带来的好处不平等分配视而不见,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那时就不信减税是

一件好事。

  但自从那时以来,我们获得了另外两方面信息。我们知道减税无助于刺

激经济,为何我们应相信甚至更迅速地加速减税会对经济作出较多贡献呢?
减税被过度地宣扬为是一种刺激因素,而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是失败的。

  其次,在2001年5月时,我们认为在未来十年里,如果不将被用于社会保

险信托基金的资金计算在内,我们将会有约3兆美元的盈余。在克林顿政府

时期,我们认为这些盈余将会保护社会保险和健保计划,为急需投资提供资

金,并帮助分期支付国债。

  盈余却变成了2兆美元的赤字,这其中部分并非全是布什的过错。即使

拥有最佳的财政管理方式,也极可能不能实现原本预计的盈余,事实正好如

此。布什花费了我们并未曾拥有的资金,这是一种轻率做法。当我担任经济

顾问理事会主席一职时,我目睹了那些预算是如何被估算出来的情形,我知道

这些估计数字如何不堪一击,它们依据的是一套难以令人相信的假设。哪怕

细小的变化,诸如增长率比设想略慢,就可能产生重大后果,较大的变动可能

产生更大的后果。例如,曾导致资本收益税收入剧增的股市泡沫的爆发。这

些设想太好了,难以让人相信,它们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不应让人们感到吃

惊。

  既然我们更准确地了解到我们真实财政状况,比“正式”预测的2兆美元

赤字可能还要糟糕,继续实施无节制的减税甚至更为轻率,但是布什新提出的

经济建议看来将所有预算限制因素抛在一边了。新的预算设想,在2002年至

2011年这一期间,财政状况将会有逆转,从十年巨大的盈余变成数字甚至更

大的赤字,———相差大约7兆美元。因此,政府预计,即使在经济从衰退中恢

复后数年时间里(即使这种误导经济政策认为届时经济将肯定会恢复!)也会

有巨大的赤字。政府估计,单是在2008年,赤字就将达到1900亿美元左右。

  我们知道如何建立强有力且有效的税收刺激,所需要的是通过税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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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钱给予那些会花掉并迅速花掉这些钱的人士:失业人员、急需资金的各个市

和州以及低收入者,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也将是一个公平合理刺激:这些钱大致

流向最贫穷的美国人,这些人从近四分之一世纪增长中受益最少,将钱给予各

市和州将会阻止它们削减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开支,这类削减对穷人打击尤为

严重。

  我们也知道如何从减税中获得更多好处。例如,可能增加的投资税贷款

只会流向那些增加其投资的公司与个人。当我在经济顾问理事会工作时,我
们想到了各种其他“低成本刺激”,例如,允许投资较多企业可“拿回”利润和前

几年损失,这样,它们能获得贷款或以前纳税退款,这样一种刺激甚至提高了

整体经济效率(比较之下,布什提议对那些想有资格获免税股息的企业施加限

制其“拿回”的规定条款)。

  到现在为止,布什减税计划如何对富人有利已广为人知,但人们对其对富

人有利的具体程度并不十分了解。在所有纳税人中,有50%的纳税人将获得

100美元或更少的好处,66%以上的纳税人将获得500美元或更少的好处。
根据彭博新闻社提供的资料,依据2001年报税情况,布什将会节省44500美

元,切尼则节省326555美元。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财政部长斯诺将会节

省6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中心的计算显示,免除个人收入税中的

企业股息所带来的好处有超过一半将流向最富的5%口袋里。在这个群体

中,所有纳税人收入超过14万美元,他们的平均收入为35万美元。22.6万

名最富纳税人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他们将获得的减税好处大体相当于1.2
亿名收入低于10万美元纳税人从减税中所得到的好处。

  不公平不但起因于如下事实,即富人拥有支付股息的股票中的大多数,而
且起因于这样的事实,即普通美国工人只以养老金、个人退休账户和其他投资

形式持有股票,这些都已免税了。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企业的收入将不会被

双重征税。问题在于,在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已学会如何避免缴纳按企业比例

的收入税时,这类收入常常甚至不属于单一税的范围。今天,利用这些手段,
普通的美国公司其利润在联邦收入税中的比例要比以往低了好多,低于税收

法规所规定的比例。(加之,对于许多美国富人来说,利用税法中一项被称为

“跨出死亡偏见”的条款,甚至应纳税的资本收入完全逃避了税收,事实上,当
一个人去世时,他所持有股票中股价上涨是不需缴税的。)

  普通美国人将会从布什计划中受益这种想法至多是一个过时的、遭人怀

疑的积极投资理论而已:将钱交给富人,“最终”穷人将会受益。80年代没发

生过这种情况,也没理由相信现在会发生这种情况。

  显而易见,由于富人获得了主要好处,只有在投资被刺激情况下,布什的

计划才能够导致经济增长。问题在于,这是不可能的,这点极为明显。即使连

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理事会似乎也同意这点,在他们对经济未来通常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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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中,他们预测减税计划2003年只会创造19万个就业机会,这仅比每月填

报的新失业人数一半略多些,仅为自布什执政以来私营部门丧失工作机会净

数字的1/10。

  更加明显的是,布什的经济顾问们预计,当赤字和利率增加时,在2005年

至2007年之间,布什的计划事实上将导致工作增加机会的减少。他们的乐观

计算预测,经济产出在5年后不会比目前多出一个百分点。但最近两年缓慢

的增长使增长率比90年代的增长率少了五个多百分点。简言之,布什的计划

对缩小经济一直以来的表现与其潜力之间的差距作用甚少。

  我们为何不应对经济对取消股息税作出这种贫血预期反应感到吃惊有许

多理由。如果投资对不断降低的利率反应如此脆弱,我们为何应预计它对股

价短暂上涨作出反应呢? 当我们已观察到市场对布什建议的反应时,即使股

价将会从意外震惊中获得不少好处这种想法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幻想。通常

而言,在税收法上提出一大变化这个消息宣布时或宣布后不久,这会对股价产

生最为重大的影响。如果投资者相信,在实施减税时减税将会导致股价的上

涨,他们预想到这种后果,并会在今天抬高股价。然而,在布什提出减税计划

这个事例里,只出现过一天小幅的影响,但它又迅速消失了。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大吃一惊,正如我曾指出的,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取
消股息税绝对不会有什么大作用,因为他们不用为他们所拥有的401K计划

或通过养老金方式拥有的股票缴税。此外,大量股票是由大学和基金会持有,
由于它们也不用缴税,所以它们对股票需求不会增加,许多外国人所受到的影

响也甚少,他们对美国经济信心的不断减少也许对我们最近股市的低迷起了

些作用。他们经常获得自己税收方面的贷款以抵消他们在美国的纳税,所以

当他们减少向美国的缴税数量时,他们对自己税收当局的缴税却增加了。

  取消股息税主要对那些非常富裕的美国人意义重大。这些人具有大笔遗

产并持有超过他们退休计划需要的大量股票,他们对股票的需求会增加,这往

往将会导致股价的上涨,虽然这种股价上涨将会被如下的事实所抵消:即那些

没从股息税取消中得到任何好处的其他投资者将会寻找吸引力不大的高价股

票,它们将会将资金转向其他投资方向。

  其他两种力量也许不仅进一步制约股价的上涨,而且实际上也许会导致

股价下降。成为2001年不负责任减税计划头等课题的减税将会进一步损害

美国人和外国人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任。即使不理会这类心理因素,最近学

者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显示,赤字的增加是与利率提高有关联的(对于任何信奉

基础经济学的人来说,这并非是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导致资

金价格上涨,在这个例子里就是利率的提高)。高利率导致低股价。

  况且,存在着一个传统观点,即股息税对投资(或对经济效率)影响甚少。
大多数新企业投资或通过获得的收入或通过借款方式进行融资的,一个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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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要而借100美元的企业的利息支付从税中扣除。如果它以10%利息

借款,且属于缴35%税类别的话,那么企业资本的净成本为6.5%。如果无企

业税,投资收入净回报率为10%,那么为了借款,它将为企业支付费用。有税

的话,如果投资净回报率为6.5%或总回报率为10%,它将支付费用,这恰好

正是在缺少税情况下将被采用的标准。由于利息的抵扣性,企业收入税并不

扮演投资刹车的角色。事实上,依据美国的税法,折旧率有点儿慷慨,表明税

收制度有轻微支持投资偏向,尤其对于时间较长的资产来说更是如此。

  姑且让我们同意布什的观点,即某种程度上取消股息税将会提高股价,并
刺激获得股息企业投资。但是,在短期内,这依然不太可能极大刺激经济,且
这最终可能会抑制增长。大多数企业不是通过发行新股而是通过借贷方式

(高利率)为新的投资项目融资的,投资将变得更加昂贵。

  与那些旧经济企业如铁路和铝公司比较(布什已从这些行业中挑选了财

政部长),布什的减税计划给新经济企业所带来的好处较少,这些高科技企业

在美国近年成功中处于核心地位,不像旧经济企业,新经济中的那些企业所支

付的股息极少(它们将会从布什为纳税目的而提出的有关资本收益计算新方

案中得到一点儿好处,但好处的程度将是很小的,这恰好是因为有效的资本收

益税是如此的低)。事实上,新的减税计划将经济倾向于增长速度较慢的部

门,这恰好不是一个旨在促进长远繁荣的战略。

  总体而言,国民储蓄将会随着赤字增加而减少,我们将会加速从海外拆借

数量更多的资金是可能的。由于各种因素———包括高利率和低的国民储

蓄———美国人的收入将会降低。根据学者估计,到2012年,美国人收入将会

下降1.8%,或人均减少1000美元。减税好处只限于少数富裕美国人,普通

美国人都将会感受到这种低收入带来的负担。

  布什的减税计划也许对刺激投资或消费作用甚少,它可能会以其他方式

伤害经济。许多州和县市是依据联邦税法来征税的,因此减少联邦税直接转

化为其收入的减少,它们将会削减开支并增税,这样也将会抑制经济。但高利

率和高财产税可能具有另外一个损害效应:它们可能戳穿房产泡沫,而房产泡

沫一直维持着经济的运行。

  取消股息税是布什计划中最突出的内容,但也有其他减税的内容。新增

的IRAs(个人退休账户)则提供了另外一个经济计划如何将大量好处送给富

人但同时却不刺激经济的例子。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IRAs也许略有增加,

IRAs可能足以吸收所有他们希望或有能力积蓄的储蓄金,但是富人可以简单

地将目前应交税账户上的钱转化为免税账户上的钱,他们不必利用这个发财

机会去积蓄钱。人们很少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计划一旦被实施,将会使

取消股息税甚至更为消极,因为甚至超过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将能免交股息税。
届时,取消股息税变成为一个真正有目标的减税计划,旨在将减税好处给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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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

  要是为了刺激经济,让我来提出减税名单的话,取消股息税将不是名单中

的首选项目,我也不会提出将取消股息税以及布什提出的其他措施列入为减

少我国税收制度复杂性、促进增长与平等而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名单。

  对布什税收建议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些建议在被人兜售时表现出来的这

种赤裸裸的厚颜无耻。显然认为普通美国人将不能理解这些统计数字,政府

通过引述它将会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平均好处这种方式向众人展示其减税计

划,希望普通美国人会认为他们将会获得这种平均税金。但是,当成千上万数

目的税金流入少数人腰包时,平均税收金数字也许是一笔大数目,这就是其为

何对赤字的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普通美国人获得的好处将依然等于零,不
到100美元。这样的厚颜无耻以前也曾服务于布什政府的领导人:他们用它

来推动2001年5月国家无能力实施的对富人进行巨额减税的计划。大多数

议员、政治领导人以及一直赞成财政与良好税收政策的评论员们受到恐吓。
让我们希望他们现在了解到布什建议将会对整个经济和国家造成的巨大损

害。

(旅美学者周岳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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