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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比较研究 ＊
□ 樊丽明

葛玉御

李昕凝

内容提要：本文对四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税制结
构变迁的路径及成因进行了比较研究。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现行税制
结构均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模式，而印度则以间接税为主
体。考察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发现其完成变迁的路径既
有提高直接税、优化间接税的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研究变迁的成因，
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最后，对我国税制结构
优化的方向、时机和路径等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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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

２００１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
“金砖四国”
的

６０ ％

概念以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作为全球

５０ ％

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受到世界瞩目。２０１０ 年

４０ ％

１２ 月，金砖四国吸纳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合作

３０ ％
２０ ％

机制，金砖四国（ＢＲＩＣ）发展为金砖五国（ＢＲＩＣＳ）
。

１０ ％

巴西、
俄罗斯、
南非和印度与我国在经济发展等方

０％
巴 西

俄罗斯

南 非

印 度

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研究其税制结构变迁的路径

直接税占比

５１．９０％

５５．０３％

５９．９０％

３６．００％

所得税占比

４３．１０％

４０．３６％

５８．８０％

３５．１１％

财产税占比

３．２６％

３．５３％

１．１０％

０．５５％

间接税占比

４８．１０％

４４．９７％

４０．１０％

６４．００％

流转税占比

４２．３５％

４１．９４％

３８．６０％

５４．９５％

及成因对优化我国税制结构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一、金砖四国① 现行税制结构比较

图 1 金砖四国现行税制结构

一国税制结构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界定：税系结
构—直接税与间接税配比，
税类结构—所得税、
流转税与财产税等的配比，
税种结构—主要税种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南非财政
部、税收服务局（SARS）2012 年联合出版的 2012 Tax Statistics，印
度财政统计年鉴 2011～2012 年。

的搭配。从税系结构看，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均为

由图１可见，四国财产税占比均很低，最高者

②
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其中巴西和

俄罗斯不足 ４％。因而所得税与流转税的配比关系

俄罗斯的直接税与间接税占比基本相当，南非直

④
及内部构成即可基本反映各国税制结构的情况。

接税占比则明显高于间接税；印度的税制结构则

四国所得税和流转税的构成如表 １ 所示。
四国的所得税构成呈现出两种类型：南非和印

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从税类结构看，巴西、俄罗斯
和南非都是所得税 和流转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度以所得税为主，巴西和俄罗斯以所得税和社会

而印度则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图１展示了

保障缴款（费）为主。流转税的构成则呈现三种类

四国现行税制结构的基本情况。

型：巴西和南非均以增值税为主；俄罗斯因其对外

③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财税机制与制度研究》
（13&ZD031）和中国税务学会招标课题“优化中国税

①

本文研究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四国税制结构变迁，将四个国家合称“金砖四国”
。

②

本文原则上以税系、税类占比为 40％ 作为是否主体的标准。

制结构的方向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③

本文中税类意义上的所得税包括各种形式的所得税及社会保障缴款（费）
。

④

俄罗斯由于资源丰富，资源税在其税制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 年占比达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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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 家
巴 西

四国主要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
所得税主要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

流转税主要税种（占税收收入比重）

社会保障缴款（２１．７７％）

①

增值税 （３６．５９％）

所得税（ ２１．３３％）
所得税（２１．９４％）

关 税 （２２．２７％）

社会保险费（１８．４２％）

增值税 （１５．９２％）

南 非

所得、利润和资本利得税类（５７．１％）

增值税 （２５．７ ％）

印 度

所得税（３５．１１％）

俄罗斯

销售税 （２２．４８％）
消费税 （１５．８４％）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南非财政部、税收服务局(SARS)2012 年联合出版的 2012 Tax Statistics，印度财政统计
年鉴（2011～2012）
。

贸易额巨大，
关税收入较多，
以增值税和关税共同

一直保持在 ４０％～６０％，这标志着巴西税制结构实

构成；印度则以销售税和消费税 为主，在向覆盖

现了由间接税为主体到双主体的转变。

②

巴西双主体税制结构自形成以来，尤其自

货物和劳务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印度
尚需努力。③

１９８０年之后，一直相对稳定。所得税（类）由于所
得税占比上升与社会保障缴款占比下降的综合作

二、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一）巴西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用而占比基本稳定在４０％左右；在联邦社会援助缴
款和社会一体化税占比上升、工业产品税占比下

巴西税制历经１００多年的发展演变，
由以间接

降、商品流通服务税和关税占比基本稳定的影响

税为主体转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双主体结构，２０

下，流转税占比几经升降后稳定在４０％左右；财产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表现为所得税与流转税并重的双

税除因临时金融交易税④ 开征和取消而波动外，
基

主体结构。

本稳定在 ２％～３％ 的水平。因此，巴西呈现了“基

２０世纪初，
巴西通过借鉴西方税制，
形成了以
关税、
消费税、
销售税和工业收入税等间接税为主

本稳定、
小有变动”
的所得税与流转税并重的双主
体税制结构。

（二）俄罗斯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体的税制结构。
１９２４年巴西引入所得税制度，
并在
１９６４～１９６７ 年税制改革中，通过扩大预提税的范

俄罗斯独立之后的 ２０ 多年来，税收制度经历

围、消除税收豁免和重新界定边际税率拓宽所得

了从激进转轨到基本稳定，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

税的税基，并实施现代化税收征管措施使所得税

程。
从税系结构看，
俄罗斯始终保持直接税与间接

收入迅速增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并经历了间接税占比略高

度建立使社会保障缴款成为巴西直接税的重要组

⑤
向直接税占比略高的转变。
从税种结构看，始终

成部分。
以上两方面使巴西直接税收入增长迅速。

保持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双主体结构，且两者占比

与此相对，
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这是由于关

的差距逐渐缩小。

税收入因战争、经济危机等原因增长停滞甚至回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 年间，俄罗斯推出第一轮税制改

落，
同时通过引入增值税减少了重复课税，
在一定

革。
在间接税方面将周转税改为增值税和消费税，

时期内影响了间接税收入的增长。
由此，
巴西直接

并调整进出口关税；在直接税方面将利润上缴改

税占比不断提高，在 １９７２ 年突破 ４０％，并在此后

为利润税，居民所得税改为自然人所得税并适用

①

巴西增值税包括四种税：商品流通服务税、工业产品税、联邦社会援助缴款和社会一体化税。

②

印度对大部分商品课征的消费税和销售税均具有增值税的特征，但由于并未覆盖所有商品及劳务，并且进行抵扣的投入品范围有限，称为
“有限度增值税”
。

③

RAO, M.G. & RAO, R.K., 2009, Tax System Reform in India, Working Paper, 10.

④

根据巴西统计年鉴的分类，临时金融交易税(CPMF)本质是财产税，不同于作为流转税的金融交易税（IOF）
。

⑤

含社保税(费）
。俄罗斯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将企业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障费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又于 2010 年 1 月 1 日改为社会保险基金。为
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数据可比，2010～2012 三年间的直接税部分将社会保险基金也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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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率，设立不动产税和物价调节税等。由此，
俄罗斯建立起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四）印度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印度自 １９４７ 年独立至今，始终沿袭并保持间

由于所得税税率过高及征管水平落后，偷漏所得

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并呈现间接税占比倒Ｕ型

税情况普遍存在，
影响到直接税收入增长，
因而间

的变化过程。

接税占比略高。

１９５０～１９８７年间，
印度以消费税、
关税和销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间，在第二轮税制改革的影响

税为主的间接税均具有税基宽广、税率较高的特

①
下，直接税占比超过间接税。取消一系列间接税、

点，
且对征管条件要求较低，
其收入随经济发展而

降低增值税税率、对小企业以单一税制代替增值

增长迅速。
与此相对，
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由

税等举措导致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虽然出

于设计复杂、税率畸高②、存在大量税收优惠及征

口关税收入因对外贸易额增长而增长迅速，但整

管水平低下，偷漏税情况普遍，其收入增长缓慢；

体上间接税占比有所降低。而直接税占比的上升

而财产税在直接税中占比很小且基本稳定，因而

来自于四个方面：个人所得税由累进制改为单一

直接税收入增长缓慢，间接税占比不断攀升。

税率，并对个体工商户征收同为单一税率的统一

１９８８～２０１１ 年间，在印度 １９９１ 年启动的税制

认定税，简化的税制提高了纳税人的遵从度；利

改革影响下，
直接税收入增长迅速，
而间接税收入

润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刺激了企业的发

增长相对放缓。
个人所得税通过大幅度缩减级次、

展，同时税收优惠的大幅取消也拓宽了税基；将

降低税率、提高免征额极大地提高了纳税人的遵

各项社会保障缴费合并为统一社会税；将地下资

从度。同时，源泉扣缴和预缴税适用范围的扩大，

源使用费改为地下资源使用税并开征矿藏开采

纳税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纳税人永久账号制度

税。以上举措使所得税、社会保障缴费和资源税

的实行等使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迅速。企业所得

收入增长迅速，税制结构进入直接税占比略高的

税通过大幅降低税率提高纳税人遵从度，清除优

阶段。

惠以拓宽税基，并引入最低选择税以减少税收流

（三）南非税制结构变迁历程

失，使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与此相对，虽然服务税

１９６０年南非独立后，
沿袭殖民地时期英、
法遗

的开征及邦政府的销售税向有限度的增值税转型

留下来的税收制度，形成了直接税（所得税）与间

提升了两者收入的占比，但因消费税和关税税率

接税（流转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自 ８０ 年

剧烈降低，其收入占比下降的幅度更大，因而以

代以来，南非始终保持 “双主体”结构，且直接

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占比下降。由此，印度税制

税（所得税）占比始终较高。

不仅实现了间接税占比倒Ｕ型的变迁过程，
而且由

南非税制结构的稳定不意味着没有税种和税
制要素上的调整与变化，而正是各个税种不同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流转税为绝对主体③ 的结构转为
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结构。

迁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通过开征资本利得税、
引入退休基金税，将企业与居民纳税人在全球范

三、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路径比较

围内的所得列入所得税课税范畴以拓宽税基等措

四国税制结构变迁路径有四点共性。

施促进了直接税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大范围减

第一，改革个人所得税，促成税制结构变迁。

免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

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级次、简化税制以提高纳税

率又不利于直接税收入增长，综合作用下，直接

人的遵从度，减少优惠以拓宽税基，扩大源泉扣

税占比保持稳定。关税税率降低与贸易额扩大的

缴和预缴税的适用范围及加强征管减少偷漏税，

共同作用使关税收入稳定增长，增值税等间接税

使个人所得税收入迅速增长，并促成税制结构的

没有显著变动，由此间接税占比也保持稳定。

变迁。

①

主要有销售税、道路交通税、公共设施维护税、燃油销售税、汽车运输工具购置税等。

②

最高边际税率达 97.5％。

③

1990～1991 财年印度流转税占比 77.95％，所得税占比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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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

１００ ％

巴 西

８０ ％

销售税转为有限度增值税。其他间接税向增值税

俄罗斯

８０ ％

６０ ％

６０ ％

４０ ％

４０ ％

２０ ％

２０ ％

０％

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

的转型是对税制结构的优化，
在收入方面，
短期内
由于抵扣增多会影响收入增长，
但长远来看，
其对
扩大商品流通经济规模的作用会有助于间接税收
入的增长。巴西和印度均通过增值税的变革实现

南 非

８０ ％

了间接税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俄罗斯在２０００ 年后

印 度

８０ ％

６０ ％

６０ ％

４０ ％

４０ ％

２０ ％

２０ ％

０％

０％

降低增值税税率则使间接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第四，普遍降低关税税率，适应经济全球化。
巴西、
南非和印度均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税率，
并缩小课税商品范围。俄罗斯也降低了其进口关

直接税占比

间接税占比

税税率，
但出口关税保持其独有的特点。
通过降低
税率、
缩小课税商品范围，
在对外贸易额不断扩大

图 2 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化趋势

的背景下，
巴西、
南非和印度的关税收入占比或显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http://www.ibge.gov.br/

著降低、或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

english，2012 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南非储备银行数据库
http://www.resbank.co.za/Research/Statistics以及印度财政统计年鉴

另有两点个性值得关注。

（Indian Public Financial Statistics) 2011~2012。

一是社会保障缴款
（费）
在巴西和俄罗斯税制
第二，改革企业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或利润

结构变迁中意义重大。巴西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建立

税）
，促成税制结构变迁。通过降低税率提高企业

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保障缴款成为巴西

纳税人的遵从水平，
减少优惠以拓宽税基，
四国均

直接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促成其税制结构的

实现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大幅增长，并以此促成

转变；俄罗斯在２００１ 年将各项社会保障费合并为

了其税制结构的变迁。

统一社会税，带动了其直接税占比的提升。

第三，普遍征收增值税，优化税制。巴西在２０

二是关税和资源税在俄罗斯税制结构中地位重

世纪 ６０ 年代引入增值税，用工业产品税和商品流

要。
不同于其他三国，
俄罗斯的关税收入依赖于出

通税分别替代中央消费税和联邦政府的销售税；

口关税，其收入随国际油价的攀升而迅速增长，①

又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分别将社会一体化税和联邦

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其他流转税占比降低对间接

社会援助缴款转为增值税。俄罗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税占比的影响。
俄罗斯由于资源丰富，
通过扩大资

代将周转税转为增值税。印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将

源税的课税范围，
使资源税收入得到大幅增长，
促

消费税中一部分转为有限度增值税，在２００５ 年将

成了其直接税占比的提升。

表2
国 家

金砖四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比较 ②
“双主体”形成期

“双主体”稳定发展期

时 间

人均 Ｇ Ｄ Ｐ

时 间

人均 Ｇ Ｄ Ｐ

巴 西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８０ 年代中期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美元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今

３ ０００ 美元以上

俄罗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 美元

２１ 世纪初至今

３ ０００ 美元以上

南 非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３ ８００～１ ０００ 美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

３ ０００ 美元以上

印 度

—

—

—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宏观经济数据库。
注 1：
“
‘双主体’形成期”指直接税比重开始超过 40％，成为税制结构主体之一的时期；
“
‘双主体’稳定发展期”指直接税比重稳健增长，超
过 50％ 甚至更高并保持稳定的时期。
注 2：本表使用世界银行以现价美元计值的各国人均 GDP 数据（采用单一年份官方汇率从各国货币换算得出）
，具有可比性。
①

俄罗斯原油出口关税 2002 年 2 月由从价税改为从量税，并将税率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由此，俄罗斯确立起原油价格上升自动带动税收

②

由于印度未实现“双主体”
，故表中没有其相关数据。

增加的机制。俄罗斯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高达近 30％，加之国际油价不断飙升，出口关税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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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经济成因
比较

１．巴西。
第一阶段：人均 ＧＤＰ 小于 １ ０００ 美元，直接税

经济发展水平是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重要

比重不足 ４０％。从 ２０ 世纪初到 ６０ 年代，巴西依靠

原因。人均ＧＤＰ 较高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其税

外贸及工业化带来经济的较快发展，直接税收入

制结构均已演进为直接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

显著增长，由１０％左右提高到近３０％。在随后的“巴

体”模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印度，则是惟一

西经济奇迹”期间（１９６８～１９７４ 年）
，ＧＤＰ 年均增

一个仍以间接税为单主体的国家。

长率高达１０％以上，促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直接

第一，
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横向比
较。我们对四国税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间以及当
时的人均 ＧＤＰ 进行了横向比较，详见表 ２。

税比重持续上升。
第二阶段：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美元，直
接税比重超过４０％并逐步提升。
巴西通过对能源建

如表 ２ 所示，三国形成“双主体”税制结构的

设的大规模投资，使 １９７４～１９８０ 年间 ＧＤＰ 年均增

时期及人均 ＧＤＰ 水平虽不尽相同，但相差不大；

长率达到 ６．９％。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巴西实

进入“双主体”税制结构的稳定发展期，则都处于

现了税制结构向双主体的转变。

①

人均 ＧＤＰ 大约 ３ ０００ 美元时；从“双主体”结构形

第三阶段：人均ＧＤＰ 为 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 美元，直

成到稳定发展都经历了约 １０ 年的时间。可见，税

接税比重达到 ５０％，并在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３ ０００ 美元

制结构为“双主体”的金砖国家，在完成税制结构

后保持稳定。
巴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深受外债高企、

变化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共性。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困扰。
“雷亚尔计划”② 实

第二，
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纵向考

施后，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三大产业均

察。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税制结构变迁的

得到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企业竞

关系也各有特点。图３描绘了金砖四国人均ＧＤＰ与

争力和盈利能力明显增强，直接税、间接税收入

直接税比重的变化。下文将分别考察四个国家经

与 ＧＤＰ 同步增长，实现了“双主体”税制结构的

济发展对税制结构变迁的影响。

稳定。

１０ ０００
８ ０００

巴 西

１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俄罗斯

１００ ％
８０ ％

８０ ％

１２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６０ ％

９ ０００

６０ ％

４ ０００

４０ ％

６ ０００

４０ ％

２ ０００

２０ ％

３ ０００

２０ ％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

２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南 非

印 度

１００ ％
８０ ％

８０ ％

１ ６００

６ ０００

６０ ％

１ ２００

６０ ％

４ ０００

４０ ％

８００

４０ ％

２ ０００

２０ ％

４００

２０ ％

０

０％

０

０％

８ ０００

人均 ＧＤＰ

直接税占比

图 3 金砖四国人均 GDP 与直接税比重变化图
数据来源：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 http://www.ibge.gov.br/
english，2012 年俄罗斯统计年鉴，南非储备银行数据库 http://
www.resbank.co.za/Research/Statistics 以及印度财政统计年鉴（Indian
Public Financial Statistics）2011～2012；世界银行宏观经济数据库。
①

２．俄罗斯。
第一阶段：人均 ＧＤＰ 为 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 美元，直
接税比重为４０％～４５％。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休
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使其经济持续下滑，人均
ＧＤＰ 从独立之初的 ３ ０９５ 美元降至 １９９９ 年的不足
１５００美元，
同时还面临税制体系混乱、
偷逃税异常
猖獗的情况。但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起点相对较
高，
“双主体”税制结构已具雏形，经济的短期下
滑没有使其产生剧烈变动。
第二阶段：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３ ０００ 美元，直接税
比重达到５０％并保持稳定。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将
③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作为经济战略的核心，
加之

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南非直接税的地位更高，这可能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巨大，直接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负担着调节
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根据南非财政部、税收服务局公开的数据， 2011 年占比仅为 9.7％ 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国税收
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 1/5。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客观约束下，政府选择直接税（所得税）作为税制结构的主体，也是出于促进社会公平
的考虑。

②

雷亚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共开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银行基准利率控制需求，通过进口抑制物价上涨，将货币名称由克
鲁塞罗改为雷亚尔，并与美元挂钩。

③

普京执政之初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曾指出：
“达到应有的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在
2003 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也明确提出，必须“使俄罗斯回到世界富有的、发达的、强大的和受尊重的国家行列”
。
（张树华等译《普京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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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充足，发展至今，俄罗斯的人均ＧＤＰ已达

印度的工业产值比 １９５０ 年增长了 ６ 倍多，间接税

到世界中高收入水平，
有效地充实了企业所得税、

收入有了明显增长。
同时因经济发展不平衡、
国营

个人所得税的税基，直接税比重达到并稳定在略

经济效率低下、
私营经济发展不足等问题，
严重影

高于 ５０％ 的水平。

③
响了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３．南非。

因而直接税收入增长缓慢，占比较低。

第一阶段：人均 ＧＤＰ 从不足 １ ０００ 美元飙升

第二阶段：人均 ＧＤＰ 从 ４００ 美元增长至超过

至 ３ ０００ 美元，直接税比重也从低于 ４０％ 迅速增

１ ０００ 美元，直接税比重从 ２０％ 提升到 ３５％ 左右。

长并超过 ５０％。南非工业化起步较早，市场化经

瓦杰帕伊政府（１ ９ ９ ８ ～２ ０ ０ ４ 年）和辛格政府

济发展极快，国内生产总值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４ 至今）通过改革实现了印度经济的高速增

７０年代间平均７．３年翻一番， 到７０年代中叶，其

⑤
长，
并使服务业④ 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发展水平已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

同时，
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印度形成了约３亿人

的高速增长为所得税的征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的中产阶级队伍，为个人所得税提供了宽广的

南非的直接税比重迅速增长，
形成了
“双主体”
的

税基，
进一步带动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的

税制结构。

提高。

①

第二阶段：人均 ＧＤＰ 为 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 美元，
直接税比重为 ５５％～６０％。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使

五、几点思考

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增长奇迹难以为继，２０世纪

通过对金砖四国税制结构变迁的比较分析，
对

７０～８０年代末经济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
１９９４年

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性、方向、时机、路径选

新南非建立后，曼德拉政府施行稳健的经济政

择及必要条件，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策，
并不过分追求短期增长。
因而这一时期的南非

第一，
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性及方向。
从

经济踯躅不前，
直接税的比重虽有所提升但并不

税系结构看，
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
２０１２年间接税

稳定。

占比为 ５９．９５％，⑥ 直接税占比 ４０．０５％，似已形成

第三阶段：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４ ０００ 美元，直接税

双主体的结构；但从税类结构看，
货物与劳务税占

比重稳定在 ６０％ 左右。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南非经济

比 ５２．５０％，所得税占比 ２５．３２％，是以货物与劳务

增长明显加速，连续６年ＧＤＰ增长率都在４％以上。

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结构。显然，与其他金砖国

②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及政治动荡

家相比，我国税制结构的问题不仅在于直接税占

的影响，但危机过后也迎来反弹，２０１０ 年以来保

⑦
比较低，更在于所得税占比过低。
过分倚重货物

持３％左右的年均增长率。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水

与劳务税使财政收入抗风险能力减弱，所得税比

平足够高，南非直接税比重也稳定在６０％左右，
仅

重过低既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又有碍税收

随个别税种的调整和经济的短期变化出现小幅度

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转

波动。

型实有必要。

４．印度。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均已实现双主体结构，
且

第一阶段：人均ＧＤＰ 不足 ４００ 美元，直接税比

已保持稳定至少 ２０ 年。参照金砖国家经验，我国

重低于２０％。印度经济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到８０年

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应当是实现“直接税与间接

代末经历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稳步发展，１９８９ 年

税并重”和“所得税与货物与劳务税并重”两个层

①

秦 晖《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
，
《经济观察报》
，2010 年 6 月 5 日。

②

流血的排外骚乱、非国大的分裂、姆贝基总统被“召回”
，莫特兰蒂取代姆贝基而祖马又取代莫特兰蒂，都发生在这两年危机期间。

③⑤ 韩毅主《外国近现代经济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2006 年印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分别为 21.7％、24.2％、54.1％。

⑥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
》数据计算得出，下同。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其他税种属于直接税。
（税种分类参考刘佐《中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变化趋势研究》
，
《财贸经济》2010 年第 7 期。
）

⑦

即便是金砖四国中所得税占比最低的印度，也达到 35.11％，远高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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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双主体结构。

终伴随着税收征管条件的不断进步。金砖四国通

第二，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时机。从经济发

过加强税收征管提高直接税比重、促使税制结构

展水平看，南非、巴西和俄罗斯分别在人均 ＧＤＰ

变迁的经验表明，一方面税收征管条件是税制结

达到８００～１ ０００美元、
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美元和１ ５００～

构选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税种完善和税制要

３ ０００ 美元时形成双主体结构，而我国当前人均

素的调整并不以税收征管条件的完备为前提，税

ＧＤＰ 已经超过 ６ ０００ 美元；从税收征管条件看，我

制结构的变迁需要的是持续不断地加强征管。征

国在网上报税、税控系统建设和征管措施等方面

管条件的进步是一个与税制优化互相促进、共同

在金砖国家中居于领先水平，居民纳税人身份信

发展的过程。以所得税为例，金砖国家都曾遭逢

息系统的建设也在推进之中。以上两方面决定我

因征管条件落后而偷逃税严重的情况，但四国并

国已经完全具备税制结构转型所需的客观条件。

未因此而暂停对所得税制度的改进，等待征管条

从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不到

件的完备；而是在对税制进行优化的过程中不断

５０年间启动了５次重大的税制改革，平均每１０年

加强征管。

１ 次，而现在距最近的１９９４ 年税制改革已经过去

本文认为，
我国税制优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多

了２０年。
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的时机已经

种举措提高所得税、
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
这必

成熟。

然需要较高的征管水平作为基础。但若以征管条

第三，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路径选择。金砖

件尚未完备而延缓税种改革（如房产税）的进程，

四国税制结构变迁大都通过改革所得税（包括社

则属“矫枉过正”
。基本的征管条件是开征税种的

会保障缴款）带动直接税快速增长，改革间接税

条件，而持续加强征管才是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

使其稳定增长而实现。结合我国国情，税制结构

条件。因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并在此

优化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大力提高所得税（尤其是

过程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加强征管，
优化税制结构。

个人所得税）
，
尽快改革资源税，
把握时机推行房
产税，适时推出社会保障税，并稳定间接税。在
参考金砖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应
积极稳妥地推进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向分类综合征
收模式的转变，提高所得税地位。我国虽为资源
大国，但资源税课征范围狭窄、税率较低，既不
能筹集充足的财政收入，又不能引导合理使用资
源，应当借鉴同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的经验，扩
大资源税的课征范围，提高税负。金砖四国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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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税占比的提升，使间接税占比自然下降，实
现税制结构的优化。
第四，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持续
加强税收征管。金砖国家税制结构的变迁过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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