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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环境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环境税包括所有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的税费,狭义的环境税

是指独立的、专门的发挥环境保护作用的税收,如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垃圾税等。本文中的环

境税是指狭义的环境税。

  内容提要 保护环境是消费税的重要目标。在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独立的

环境税①的情况下,借助于消费税改革来实现一定的环境目标无疑是一个比较

好的选择。自1994年开征以来,历经几次改革,我国的消费税不断“绿化”,环
境保护效应日益凸显。基于2000-2011年我国的经验数据,本文分析了环境

质量与消费税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环境质量与消费税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消
费税的征收与“绿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关键词 消费税 环境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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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保护环境、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随着环境规制实践的不断发展,政府的环境规制方式逐渐由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Command
 

and
 

Control,CAC)转向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

(Marketbased
 

Incentives,MBI)。相应地,环境规制工具也由行政命令转向

以经济手段为主。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英国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外部性理论

开征的环境税(又称庇古税,欧盟主要采用此种方式);另一种是基于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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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产权理论

形成的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制度(美国主要采用此种方式)。其中,后一种环境

规制工具———可交易污染许可证制度早在1985年就已在我国开始试行,但是

推广速度比较缓慢,目前的作用有限。而前一种环境规制工具———环境税在

我国尚未开征,只是一种嵌入式税收,也就是说,环境税的功能被嵌入到其他

税种中去(如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等)得以发挥。在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的诸

多税种中,消费税因其固有的灵活性以及与消费者行为的密切相关性,尤其值

得重视和充分利用。
  消费税是在对货物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少数消费品再征收的

一个税种,其目的主要有三:引导消费、调整产品结构和组织财政收入。围绕

着消费税,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消费税制度本身的研究。消费税的开征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

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糖、酒和烟草制品作为生活非必需品,同时又是在全球

被广为消费的商品,而成为征税的理想对象……与此同时,对这一类商品的征

税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所承担的税负,如减轻对生活必需品的征税,以
及对生产资料的征税。”(斯密,1776)因此,1994年,为了弥补税制改革可能造

成的财政收入缺口,我国开征了消费税。之后,历经2006年、2008年、2009年

几次改革,我国消费税制度日趋优化,税目由最初的11个增加到2014年的

14个,税率设计更加细化,税收规模实现了年均近16%的快速增长,成为居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之后我国第四大税种,在整个税收体系和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消费税制度仍存在许多缺陷:消
费税的征收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陈晓文,2006;白彦锋,2006;杨
志银,2012);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及征收方式不利于其调节生产和消费作用的

发挥(Devereux,
 

Lockwood
 

&
 

Redoano,
 

2007;郑珺,2003;安体富、樊勇,
2006);消费税税率偏低,并且税率档次过少(黄朝晓,2010)。
  二是关于消费税的影响及作用的研究。消费税在体现产业政策、调节总

供求、公平收入分配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功能,并且因其政策选择性强、灵活性

强、调节弹性大和易于转嫁等特征值得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予以重视(巫建

国、解忠艳,1994)。首先,消费税对环境保护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经过近些

年来的不断调整和改革,我国消费税制度在促进节能减排和支持环境保护方

面的政策导向日益凸显,在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孙开、金哲,2013;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2012;周
红芳、周振华,2011)。其次,合理设计的消费税可以调节居民的消费行为(徐
进,2008;姚菲、胡丹丹,2011)。最后,消费税对收入差距会产生影响。实证研

究发现,消费税导致税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大,说明现行消费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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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不具有正向调节效果(郝春虹,2012)。
  三是关于消费税的国际实践及借鉴的研究。从消费税开征的国际经验及

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的税制比较完善,课税范围更广、更合理,而我国现代的

消费税法起步较晚,我们应当通过研究消费税的国际发展趋势,学习和借鉴先

进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消费税法,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其与国际接轨(魏娜,
2008)。例如,美国、欧盟、新加坡和日本消费税征收实践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

消费税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郭宪、谢剑波,2012;董奇友,1995;张俊勇、
刘蕾,2008)。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大多就消费税问题进行规范分析,而实证研究则极

少。从笔者所见到的仅有的几篇实证研究文献来看,有的是研究消费税对消

费需求的影响,有的则是研究消费税对供应链系统绩效的影响,但并未见到关

于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影响的实证研究。而从国内外消费税制度改革发展的

趋势来看,其在节能环保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的普遍重

视,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尚未开征独立的环境税的情况下,消费税在这方面的功

能更加值得重视和充分利用。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借助于我国2000-
2011年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探究在环境保护过程

中消费税的贡献率,为下一步更大程度上借助于消费税实现政府的环境意图

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经验数据的支持,这也是本文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突破和创

新。

二、消费税环境保护效应的理论分解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消费税在调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由于消费税涉及面广,
不仅涉及政府部门,而且涉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因此,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

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解:消费者的收入分配效应、生产者的产品结构调整效

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政府的环境规制循环强化效应。
  (一)消费者的收入分配效应

  消费税的开征目的之一是引导消费方向,即政府通过对特定商品征税,调
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引导人们实现健康消费。虽然目前我国消费税的征收

环节为生产环节,表面上并不与消费者发生直接关系,但通过层层加价,消费

税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由消费者负担。由于在生产环节征收的税

收最终会提高零售环节的商品价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疑会抑制消

费者的购买力,即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加之消费税应税商品大多为非生活必

需品,价格需求弹性相对较大,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选择有二:一是

减少该商品的消费数量;二是转向更加环保、价格相对低廉的替代商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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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在结构性减税设计当中,如果对特定消费品和一般消费品的税负分别做

“一增一减”的处理,则更具有环保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资源耗费较多、
环境污染较严重的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上升,而资源耗费较少、环境污染较轻或

无污染的产品的价格将可能下降,这会促进人们的消费方式从单纯的物质消

耗转化为对提高生活品质和注重自然环境的健康方面消费,这有利于培养人

们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绿色消费行为。
  (二)生产者的产品结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的市场结构逐渐由供给短缺的卖方市场转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在买

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需求数量和需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

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消费税在引导消费者转向环保消费的过程

中,也间接影响生产者进行环保生产,增加环保产品的产出,从而调整和优化

产品结构,即产生产品结构的调整效应。另外,为了应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和市场需求的变化,生产者也会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是为了消化掉税收

增加带来的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也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为未来在环保

领域占据技术领先地位、保持市场竞争力奠定基础,即产生技术创新效应。正

如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所言:“恰当设计的

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
这可能会带来绝对竞争优势;相对于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外竞争者而言,环境规

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
  (三)政府的环境规制循环强化效应

  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

济性,社会成本和企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于是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对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

目标,这便是环境规制。可见,环境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被规制的对象是造成

环境污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自上而下实施的一种政策措施。具体到消费

税而言,政府借助于消费税来规范、制约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进而实现政

府的环境意图。随着消费税的绿色化倾向日益明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环境

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越来越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消费者

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越来越环保、健康,整个社会将越来越形成一种注重环

境保护的理念和氛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求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会

日益高涨,从而进一步推动政府环境规制的加强。也就是说,消费税的征收在

一定程度上将会使政府推动的环境规制工作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强化效应,
从而放大政府环境规制的效果,更好地提升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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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税环境保护效应的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

  尽管1994年我国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税制改革可能造成

的财政收入缺口,但也考虑到了消费税节能环保的宏观调控功能。在这之后

的十余年里,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涉及11类应税消费品,除去贵重首饰及

珠宝玉石、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奢侈品外,其余税目如烟、鞭炮焰火、汽车、摩
托车、汽油、柴油等均不同程度地与节能环保有关。可见,在开征消费税之初,
就已体现了政府的环境意图。特别是经历了2006年和2009年两次大的改

革,我国消费税日趋“绿化”,消费税的节能环保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和释放。
因此,本部分将借助于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考

虑到除却消费税外,现实中另有其他因素也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本文所建立的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函数如下:

Y=a1X1+a2X2+a3X3+a4X4+ε (1)
  其中,Y表示环境保护效应,X1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X2 表示技术创新水

平,X3表示能源结构,X4 表示消费税“绿化”程度,ε表示随机误差项,a1、a2、
a3、a4为各项待估参数。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1.变量说明

  (1)环境保护效应(Y)。关于环境保护效应(或环境质量)的代理指标,目
前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大多数人采用单一指标来表示,也有个别人采用综合

指标来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此处我们借鉴多数学者的方法,
采用单一指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即碳强度来衡量环境保护效应。碳强

度=CO2排放总量/GDP总量,单位为万吨/亿元。碳强度越高,说明环境污

染越严重,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越差;碳强度越低,说明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越好。
  (2)经济发展水平(X1)。一般来说,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国

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而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够更加真

实、客观地反映出经济增长状况。因此,本文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各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2000年为基期,用GDP
平减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单位为亿元/十万人。一般来说,随着人均

GDP的增加,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会相应增加,环境规制力度增大,环
境质量趋于改善。所以,预期该变量与碳强度负相关。
  (3)技术创新水平(X2)。关于技术创新代理指标的选取,有的学者采用

R&D投入强度和专利申请数,有的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等等。本文采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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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采用的专利授权数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专利

授权数能从侧面反映出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只有专利授权数表

示该专利通过了国家认证。因为没有针对环境保护的专利授权的数量统计,
而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利数占总专利数的比例基本稳定,所以此处用专利授

权总数代替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专利数。专利授权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

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水平,而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则是减少污染的持久

动力。所以,预期专利授权数与碳强度负相关。
  (4)能源结构(X3)。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

等。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耗量的70%以上。因

此,本文选择煤炭消耗占比(煤炭消耗占比=煤炭消耗总量/能源消耗总量)来
表示能源结构。相对于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煤炭燃烧会释放出大量

CO2,是污染较为严重的能源,煤炭消耗占比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污染

越严重。因此,预期该变量与碳强度正相关。
  (5)消费税的“绿化”程度(X4)。该指标用消费税中与节能环保有关的税

收收入占消费税总收入的比重测度。其中,消费税中与节能环保有关的税收

包括:石油加工产品消费税(成品油)、交通设备消费税(小汽车、摩托车、游艇、
汽车轮胎)、木材制品消费税(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令A=石油产品

加工消费税+交通设备消费税+木材制品消费税,B=消费税总额。则消费

税“绿化”程度=(A/B)×100%。一般来说,消费税的“绿化”程度越高,环境

保护效应越大。因此,预期该变量与碳强度负相关。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文中涉及变量中,人均GDP及专利授权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
2012),消费税“绿化”程度根据《中国税务年鉴》(2001-2012)的相关数据计算

所得,煤炭消耗占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中的煤炭消耗总量及

能源消耗总量计算所得。碳强度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除以GDP总量来表示。
GDP总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当前尚

未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学者们多是根据能源消耗状况测算所得。由于煤

炭、石油、天然气是我国的主要能源,所以只要估算出这几种能源的碳排放系

数,结合能源消耗的数据,就可以估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测算方法如

下:

C=∑
n

i
Ci=∑

n

i
βiEi (2)

  其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i表示第i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βi
表示第i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Ei表示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
  由上述公式可知,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C)的关键是确定各种能源的

排放系数βi。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以国内外4个能源研究机构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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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能源排放系数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依据。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将中国的两

个研究所提供的权数分别确定为0.3,两个国外研究所提供的权数分别确定

为0.2,可计算得出各种能源最终的碳排放系数(见表1)。各种能源的消耗量

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1-2012),然后根据式(2)可以计算出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再求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GDP总量的比值即可得到碳强度。

表1 能源碳排放系数

数据来源 权数
各研究机构不同能源碳排放系数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电、核电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0.3 0.748 0.583 0.444 0

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 0.3 0.726 0.583 0.409 0

日本能源研究所 0.2 0.756 0.586 0.449 0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0.2 0.702 0.478 0.389 0

加权平均值 - 0.733
 

8 0.562
 

6 0.423
 

5 0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暨碳排放情景

分析”,《中国能源》,2003年第25期。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了全面反映我国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本文将以我国2000-2011年

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
 

6.0软件,对我国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进

行测度。
  1.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2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样本期内,碳强度呈现出缓慢

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为-4.1%。人均GDP的增长呈“W”状,受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均GDP增速下滑到2002年的9%,之后开始回升,并
在2007年达到最高峰22.2%。但2007年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

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人均GDP增速再次下滑,并于2009年达到谷底的

8%,之后再次回升。专利授权数则呈现快速增长态势,12年间增长了8.3
倍。煤炭消耗占比相对稳定,基本处于68%左右,这从侧面说明我国清洁能

源的开发利用进展较为缓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消费税的“绿化”程度在

2008年之前基本稳定在30%左右,但2008年之后迅速提高,并基本稳定在

5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2009年国家分别进行汽车消费税调整和燃

油税费改革,消费税在“绿化”之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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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样本数 平均值 中值 最大值 最小值

碳强度(万吨/亿元) Y 12 0.749
 

76 0.800
 

153 0.949
 

619 0.501
 

974

人均GDP(万元) X1 12 1.784
 

14 1.534
 

253 3.518
 

1 0.785
 

768

专利授权数(万个) X2 12 31.527
 

64 19.773
 

95 88.386
 

1 9.523
 

6

煤炭消耗占比(%) X3 12 68.391
 

67 68.4 70.4 66.3

消费税绿化程度(%) X4 12 34.210
 

83 29.595 51.74 26.65

  数据来源:2001-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单位根检验

  为了使模型回归分析更具有稳定性和准确性,本文使用ADF检验法来

检验每个变量是否平稳及是否存在单位根,确定滞后阶数依据AIC原则。检

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 量 ADF检验值 P值 检验结果

人均GDP(X1) 5.243
 

01 0.000
 

5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专利授权数(X2) 5.281
 

65 0.003
 

2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煤炭消耗占比(X3) -1.941
 

57 0.084
 

1 存在单位根,不平稳

消费税“绿化”程度(X4) 2.446
 

07 0.058
 

2 存在单位根,不平稳

碳强度(Y) 0.470
 

99 0.648
 

9 存在单位根,不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人均GDP(ΔX1) -4.861
 

67** 0.004
 

6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专利授权数(ΔX2) -6.814
 

43*** 0.002
 

4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煤炭消耗占比(ΔX3) -4.240
 

03** 0.008
 

2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消费税“绿化程度”(ΔX4)-4.538
 

08** 0.006
 

2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一阶差分后的碳强度(ΔY) -3.011
 

99* 0.039
 

5 不存在单位根,平稳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1%水平显著。

  由表3可知,各变量通过ADF检验,X1 和X2 的P值都小于0.05,所以

拒绝原假设,它们不存在单位根,并且是平稳序列。而X3、X4 和Y的P值大

于0.05,所以无法拒绝原假设,它们存在单位根,并且是不平稳序列。因此我

们要对其进行一阶差分的检验,得到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5,因此可以拒

绝原假设,得到各变量的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故各统计变量

是一阶平稳序列,以后的回归估计就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作分析。
  接下来,运用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对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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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BY-NC-SA 3.0



126  海派经济学 第13卷第3期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P值

人均GDP -0.298
 

5 0.039
 

294 -7.597
 

038 0.000
 

1

专利授权数 -0.005
 

2 0.001
 

540 -3.367
 

864 0.012
 

0

煤炭消耗占比 0.020
 

8 0.008
 

365 2.488
 

476 0.041
 

7

消费税“绿化”程度 -0.002
 

6 0.001
 

527 -1.682
 

007 0.136
 

4

误差 -0.216
 

868 0.529
 

600 0.409
 

493 0.034
 

4

拟合系数:0.989
 

573 调整后的拟合系数:0.983
 

614

P值:0.000
 

001 F统计量:166.082
 

2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R2 值为0.989
 

573,表明总体模型拟合度相当高,P
值几乎都接近0,估计结果非常显著。其中:
  人均GDP与碳强度负相关,人均GDP每增加1%,碳强度下降29.85%。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一方面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会相应增

加;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会相应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从而给予政府更大的环境保护压力,
促使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提高环境质量。
  专利授权数与碳强度负相关,专利授权数每增加1%,碳强度下降

0.52%。专利授权数虽然对降低碳强度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影响较小,究其原

因,可能主要有二:一是受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的影响,以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为主要研发单位的科研主体结构,使得许多研究项目脱离市场,所以尽

管我国每年的新增专利数量居世界前列,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研成果的

比重只有10
 

%,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①。二是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工

业化和城镇化有关,经济增长还是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对节能减排的重视不

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比重较低,从而对降低碳强度的贡献

较少。
  煤炭消耗占比与碳强度正相关,煤炭消耗占比每减少1%,碳强度就下降

2.08%。这是因为煤炭燃烧会释放出大量CO2 等污染气体,相对于风能、水
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煤炭是重污染能源,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越大,污染

就越严重。
  消费税“绿化”程度与碳强度负相关,消费税“绿化”程度每增加1%,碳强

①发改委: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10%
 

远低于发达国家,网易,2013年12月23日,http://money.
163.com/13/1223/10/9GPA4MTM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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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下降0.26%。消费税“绿化”程度对降低碳强度的贡献较小,可能的原

因:一是我国消费税中“绿色”税收的比重过低,样本期内的大多数年份在

30%以下,这在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独立环境税的情况下,过低的消费税“绿化”
程度对环境保护的效果是有限的。二是我国消费税采取的是价内税的征收方

式,消费者对此不够敏感。
  3.协整检验

  对一个模型做协整检验的意义在于它能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

的均衡关系。通常我们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

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把协整回归所得到的残差做单位根检验。若

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存在协整关系,否则就不存在。现在,我们对残差

e进行单位根检验,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按照没有常数项和时间

趋势的回归方程来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量 5%临界值 (c
 

t
 

k) 结论

e -4.297
 

073 -3.212
 

696 (0
 

0
 

1) 平稳

  注:c、t、k分别表示常数项、时间趋势项、滞后阶数。

  由表5可以看出,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

值,表明在5%的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可以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从而

得出样本期间碳强度与人均GDP、专利授权数、消费税“绿化”程度以及煤炭

消耗占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也表明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

的,回归系数具有经济意义。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消费税“绿化”程度以及人均GDP、专利授权数、煤
炭消耗占比对环境的影响。首先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是人均GDP,人均GDP
每增加1个百分点,碳强度降低29.85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质

量的重要因素。其次是能源结构,煤炭消耗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碳强度将

降低2.08个百分点,改善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的消耗,对于改善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再次是技术创新水平,专利授权数每增加1百分点,碳强度将降低

0.52个百分点。最后除了科研经费投入的因素外,我国的科研管理体制在某

种程度上导致科学研究脱离市场,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重过低,影
响了技术创新环境保护效应的发挥。消费税的“绿化”确实对提高环境质量有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影响有限,消费税“绿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碳强度

将下降0.26个百分点,这既与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有限有关,也与消费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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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内税征收方式有关。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针对消费税改革,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推进消费税制度的优化调整

  如前所述,尽管历经几次改革,我国消费税的“绿化”程度不断增强,环境

保护效应逐渐显现,但仍然不够完善。为此,本文给出如下改进建议:
  1.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

  根据课征范围的宽窄,消费税可分为有限型、中间型和延伸型三种类型。
目前,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中间型消费税,美国和中国实行的是有限型消

费税,但美国的消费税征收范围较中国要宽,而且除了征收消费税外,美国还

征收了较大范围的环境税。因此,建议进一步扩大我国消费税征收范围,把一

些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尽量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如电池、农药、塑料包装物

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环境,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改善国际经济关系。
  2.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

  税率设计要更加突出节能环保意图,特别是要更好地体现鼓励新能源开

发利用的政策导向,相反,对高消耗、高污染产品则进一步提高税率。
  3.调整消费税征收方式

  将消费税由隐蔽的价内税改为透明的价外税,切实增强消费者的“税负

感”。例如,标价为100元的商品,消费者在实际付费时却要支付120元,多出

的20元即为消费税,并且在发票上要明确标明商品的实际价格是多少,相应

的消费税是多少。这样,消费者会切身感受到自己在消费某种商品时在价格

之外又支付了消费税,从而使消费税引导消费行为、节能环保的政策意图得以

更好地实现。
  (二)消费税改革要与其他税收改革配套进行

  作为整个税收制度中的一部分,消费税的调整与改革必须要与其他税收

制度相协调,换句话说,消费税改革要与其他税收改革配套进行。例如,扩大

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高消耗、高污染产品和行为的消费税税率,可能会增加

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在目前我国税收负担已经较重的情况下,本着税收中性的

原则,应当适当减免其他部分产品的税收,以降低消费税可能产生的累退性。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据统计,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70%以上来自于工薪

阶层,这与个人所得税以公平收入分配为主要目的相悖。为此,在提高消费税

税负的同时,可以考虑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

负担,提高高收入者的纳税比重,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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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目前我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且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警戒线①的情

况下,应该适时开征遗赠税,这样做的好处,除了可以公平收入分配,促进慈善

事业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培养和激发年轻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精

神,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持续的活力和动力。当然,上述这些改革本身可

以独立于环境税改革,并且它们之间也并非相互冲突。然而,使之与消费税改

革配套进行,一方面可以缓解消费税改革的分配效应,增进其可接受性;另一

方面也可以弥补税制改革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减少,保持税收收入总量稳定,破
解“诺斯悖论”②。因而,将消费税与税制改革的其他内容相结合,既能满足消

费税改革本身的要求,也符合我国税制结构整体优化改革的要求。
  (三)消费税改革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消费税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最主要的功能不在于筹

集财政收入,而是宏观调控,即引导消费方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因此,判
断一定时期一国消费税的优劣与否,重要的不是看其征税范围的宽窄,也不是

看其税率的高低,而是看其是否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政府宏观调控

目标相适应,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总体社会福利的

改进。我国消费税的设立及之后的历次调整和改革都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求而进行的。随着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消费税日益向节能环保

方向发展,“绿化”程度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效应日益增强。下一步消费税的改

革也同样要遵循此原则。例如,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征独立的环境税是

大势所趋,而且已列入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如果将来开征环境税,那么,消
费税的目标是否要进行相应地调整? 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是否要相应地弱

化? 如果要弱化的话,弱化的程度是多少? 这些都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

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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