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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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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的
关键性因素。西部地区的税收因素对ＦＤＩ作用明显，而中东部的税收因素对ＦＤＩ的作用不明显。税收对吸引外资
的效果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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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显著的。但是
鲁明泓的研究没有具体分离出东中西部的税收优惠

中国的税收竞争主要起源于对ＦＤＩ的争夺。各

政策对ＦＤＩ的影响程度。张阳（２００６）运用中国各

种针对ＦＤＩ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国外资本

省、市和地区的横截面数据对影响ＦＤＩ的因素进行

的大量涌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因素对ＦＤＩ的作用不明

截止到２００５年末，外商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企业数达

显。张阳的研究只用到了截面数据没有考虑时间因

到２６０ ０００家，投资总额达到１４ ６４０亿美元。世界

素，从而难以准确的分析税收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

５００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中国进行了直接投

的影响。本文运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的３１个省市面板

资。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前，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

数据模型方法，对各地区税收竞争在吸引ＦＤＩ的作

本，竞相减免税，实行税收优惠。分税制改革后，虽

用方面进行检验。

然中央在税权统一上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以税收
优惠这种方式存在的税收竞争还在一定空间存在。
税收竞争的效率依赖于其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如果

２模型与数据
２．１模型

一地拥有优越的投资环境，它完全可能不通过减税

被解释变量为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在模型中

就吸引到投资，但对于一个在其他方面没有投资优

以ＬｎＦＤＩ表示。解释变量为：市场规模，用各地区

势的地方，它不减税就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衡量，模型中用ＬｎＧＤＰ表

国际上关于税收激励政策对ＦＤＩ的实际影响效

示；企业税收负担，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

果的研究尚无明确结论。Ｈｅ＆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

下简称涉外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利润的比值来

Ｓｗｅｎ

ＳＯｎ（１９９４）等人的研究都发现：税收激励政策

衡量（涉外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利润），模型中用

在吸引ＦＤＩ和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具有

ＬｎＴＡＸＩ表示；宏观税负，用各地区财政收人与ＧＤＰ

重要作用；阿戈德（Ａｇｏｄｏ，１９７８）对在２０个非洲国

的比值来衡量（财政收／＼ＪＧＤＰ），模型中用ＬｎＴＡＸ２

家中拥有４６项制造业投资的３３家美国公司进行了

表示；工资成本，用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衡量，模

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ＦＤＩ

型中用ＬｎＷＡＧＥ表示；基础设施，用各地区的单位

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学者对税收与ＦＤＩ关系的

面积公路密度衡量（公路里程／面积），模型中用Ｌｎ—

研究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鲁明泓（１９９７）使

ＩＮＦＲＡ表示。ＦＤＩ与影响因素之间的模型为：

用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不同城市的有关数据检验了外商

ＬｎＦＤＩｉＩ＝口ｉ＋ＩｍＴＡＸＩ ｌ＋ＬｎＦＲＡｉｔ＋ＬｎＷＡＧＥ‘Ｉ＋ＬｎＧＤＰｉｌ＋ＬｎＴＡＸ２“

直接投资在中国各城市的分布，结果发现是否享有

（ｉ＝１，…，３１

ｔ＝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２．２数据说明

涉外企业所得税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一ＩＩ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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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统计表计算，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要从事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ｓｄｃｙ黜＠ｓｉｎａ．ｃｏｍ

年中国工业的ＦＤＩ占总量的比重分别为６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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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１％、７２，５１％、７３．４８％和７０．９２％，平均值为

Ｒ２

Ｏ．７０２６

０．６１２８

７０．８％，由于没有全行业的外资企业利润数据，这里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４．２９

１．６８

６．２７

（Ｐ值）

０．５０８５

０．８９１９

０．２８１０

Ｎ

５９

４４

３９

用外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来代替，因为１９９９年以前
《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各地外资企业利润数据，故本
文的样本只选取了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这个区间；宏观税
负取自《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７页）；各省

０．８９６８

注：（１｝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２）…，’’．’分别衰示在ｌ％、
５％和１０％水平上显著。

区面积取自历年《地方财政分析资料》；其他数据取

。—…
——…——…

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为节省篇幅，本文只列举

了２００３年的各指标的具体数据（见附表１），其他指
标只图示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情况（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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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可以看出，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对东中
西部ＦＤＩ的影响都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统计正相关

ａ

跨国公司对税收的不同反应及税收饶让政策导致了
、｛

。

７一。。“

ｒ’，＊

＊＾

‘Ｍ

ＦＤＩ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类型的

税收因素对东中西部的ＦＤＩ影响不同。
３．１

中小型跨国公司的税收反应
因为中小资本经营能力有限，也缺少垄断优势，

∞———ａｒ——窝口——１Ⅳ——现＾———ｚ——７一霄——１丽—弦啊——１口——帮

税收可能在小型跨国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权
重。他们对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生产和经营成本敏
图１：各省份１９９９年一２００３年企业税负情况

感度较大，并且这些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进退出某一
区域自由度较高，因此，当税率降低时这类投资就很
有可能进入，税收优惠是其选择投资的重要原因。

３估计结果及解释

根据《西部地区外商投资软环境调查分析》，外商中

对模型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因为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认为对外资经营影响较大的政策依次为地方税收

拒绝了固定效应（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模型，因此只报告了

（２１．８％）、土地（１７．６％）、地方收费（１６．９％）以及

随机效应（ＲＥ，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用工、行业管理、审批、进出口等政策。西部地区投
资的外商多来自日本、韩国和以东盟为主的亚洲国

１。

家及香港地区，投资主体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大型

表１：模型回归结果

跨国公司不多。比如西部２００１年吸收的ＦＤＩ总额
解释变量

东部ＲＥ

中部ＲＥ

西部ＲＥ

Ｉ。ｎＴＡＸＩ

０．０１７

一０．０１６

一０．５６３’’’

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大都是中小型项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２）

（Ｏ．０９９）

目，多数项目投资额小于５０万美元（约占项目总量

０．５７３’’

０．５８９‘‘

０．６２５’’＋

的７０％），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仅为１００万美元
左右（何军，２００４）。西部省份１９９９年一２００３年的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１ｎＷＡＧＥ

ｌｎＧＤＰ

（０．２９）

（０．２１８）

（０．１３１）

一Ｏ．１１８

Ｏ．０８４

一１．１１８’’

（０．３６０）

（Ｏ．４６７）

（０．４４）

０．８９２’’＋

０．６７９‘‘

１．０９５’’’

ｆ０．２１２）

（Ｏ．３４５）

（０．１４８）

一Ｏ．０８９

一０．１０３

一０。３３９’’

中的９０％以上来源于中国香港、台湾省、韩国和东

ＦＤＩ平均值为１５ ８４１万美元，东部的ＦＤＩ平均值为
３３８

１１３万美元，东部是西部的２１倍，也说明了西部

地区的ＦＤＩ投资规模相对偏小。因为西部地区为数
不多的ＦＤＩ大多是一些中小型跨国投资，所以出现
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对ＦＤＩ出现显著的正相关性。

ｌｎＴＡＸ２

３．２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反应
ｅｏｍｔａｎｔ

（Ｏ．１１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７）

１．２８６

０．０５６

９．６４‘’

（２．４４）

（３．４３３）

（３．８９）

其投资并不注重短时期的经营成本（例如税收
优惠），税收政策固然重要，但不是惟一或决定因
素，他们更注重中国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为了在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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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谋求长远的发展，因而投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

制度和税收政策，提高税率制度的规范性与透明度。

税收优惠的减少不会使他们轻易撤资。另外，大型

在发挥税收区域优惠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依靠税收

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跨国经营能力，可以通过转移

优惠吸引ＦＤＩ存在巨大的超过收益的成本，它侵蚀

价格的方式减少税率上升带来的影响，通过在高税

了税基，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还使国内企业处于不

收国家和低税收国家的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内部调

平等竞争状态。根据新一轮税制改革宽税基，低税

拨价格关联交易，以达到逃税和避税目的。大型跨

率的基本原则，考虑当前内外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

国公司把投资主要投入到中东部地区，所以造成中

税负水平，参考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税率情况，以及与

东部的企业税负与ＦＤＩ关系不显著。

个人所得税的衔接，中国应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

３．３投资人所在国税收饶让

得税税率，保障内外资企业法律地位平等。此外，还

投资人所在国不实行税收饶让，税收优惠政策

应改善各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刺激投资增长。

对投资人不会产生影响。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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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垩：税收竞争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附表１：２００３年ＦＤＩ和影响因素数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