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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工资增长带动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是推动国内大

循环发展的重要方面。 面对国内劳动要素成本的持续上涨， 减税政策在助力中国

企业发展的同时， 是否能够进一步惠及劳动要素市场， 提升企业员工工资？ 本文

采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 以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实证考察了减税政策对员

工工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 增值税改革在减轻企业税负的同时，
有助于提高员工工资； 从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来看， 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促进作

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高固定资产依赖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进一步的机制解析

显示， 减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负， 改善企业经营绩效， 为员工加薪提供足

够的增长空间， 即增长效应； 减税政策产生了有利于员工群体的分配效应， 使员

工能够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 本文从劳动要素收入方面， 为评估企业

减税的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通过检验减税政策在提升员工工资方面的积

极作用， 为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加薪之间的双赢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减税政策； 增值税改革； 增长效应； 分配效应； 员工工资

［中图分类号］ Ｆ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４６７０ （２０２１） ０８－００５４－１６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２００３年以来， 中国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 对劳动力供求关系与企

业生产经营产生了较大冲击： 一方面， 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 “涨
工资” 诉求， 扭曲了国内劳动力的空间流向和地区供给， 东部沿海地区一度出现了

与工资上涨相伴随的 “用工荒” 现象； 另一方面，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抬高了企业

的生产成本， 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 挤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 迫使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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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外迁。 如何满足劳动者的 “涨工资” 需求和

企业的 “降成本” 诉求成为政府面临的两难选择。 减税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工具， 通过为企业 “松绑减负”， 帮助企业缓解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

的压力， 在保持中国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那么， 减税政策能否

进一步惠及劳动要素市场， 促使企业主动提高员工工资， 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加

薪之间的双赢格局？
从既有研究来看， 学者大多聚焦于减税政策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如企

业固定资产投资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１９６７［１］；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２］；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３］；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ｏ， ２０１９［４］； 汪德华， ２０１６［５］； 许伟和陈斌开， ２０１６［６］； 刘啟仁

等， ２０１９［７］）、 出口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８］； 刘铠豪和王雪芳， ２０２０［９］ ）、 研发

创新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０］；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１１］； Ｌ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１２］ ） 和经营

绩效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１３］； 申广军等， ２０１６［１４］； 马双等， ２０１９［１５］ ）， 普遍忽略了对

劳动要素市场的影响。 近年来， 虽然关于中国企业减税政策对劳动要素市场影响的

研究开始增多， 但主要基于劳动力供求视角， 鲜有文献涉及到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例如， 陈烨等 （２０１０） ［１６］基于中国经济结构特征设置了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ＧＥ）
模型并分析了增值税转型对就业的影响， 发现增值税改革扭曲了要素相对价格， 对

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Ｃａｉ 和 Ｈａｒｉ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１７］、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利用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识别了 ２００４年东北地区增值税试点改革的政策效应， 也发现其对企业

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产生了负向影响。 毛捷等 （２０１４） ［１８］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全国税

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增值税改革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行业之间具有较大

差异， 促进了电力业和汽车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 但对农产品加工业和石油化工

企业的就业产生了抑制作用。 刘啟仁和赵灿 （２０２０） ［１９］评估了 ２０１４ 年固定资产加

速折旧政策的税收激励作用， 发现由于新增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高于其

与非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 减税政策在激励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同时， 增加了对技

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
企业减税政策也是影响员工工资的重要因素。 对于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 减

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负， 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为员工加薪提供足够的增长

空间。 但员工能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企业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 实现工资增长，
还取决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工资分配状况。 目前， 尽管税收归宿研究涉及到了企业

税收与工资的关系， 发现企业税率与工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Ｈａ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ｕｒ，
２００６［２０］； Ｆｅｌｉｘ ａｎｄ Ｈｉｎｅｓ， ２００９［２１］； Ａｒｕｌａｍｐａｌａ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２２］ ）， 但其主要从税

制公平性的视角出发， 侧重于考察税收政策及其调整对劳动和资本等不同要素

（Ｄｅｓ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２３］； Ａｇａｒｗ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 ２０１８［２４］ ） 或不同参与者 （Ｓｕáｒｅｚ
Ｓｅｒｒａｔｏ ａｎｄ Ｚｉｄａｒ， ２０１６［２５］； Ｆｕｅ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２６］； Ｂｅｎｚａｒｔｉ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ｏｎｉ， ２０１９［２７］ ） 所

承担税负比例的影响， 并未直接分析企业减税与其员工加薪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且，
税收归宿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为例进行分析， 关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增

值税政策调整影响的研究较为少见。 而国内关于税收归宿的研究大多基于税负转嫁假

５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经贸论坛



定，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探讨了不同家庭所承担的税负比例， 并据此揭示我

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 （刘怡和聂海峰， ２００４［２８］；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６［２９］； 李绍荣和耿

莹， ２００５［３０］； 郭庆旺和吕冰洋， ２０１１［３１］； 岳希明等， ２０１４［３２］）。
面对逆全球化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叠加的负向冲

击， 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负担， 增强企业抵御外部负面冲击的能力， 是维持国内

国际生产循环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 如果企业减税的政策效应能够

进一步传递到劳动要素市场， 促进员工工资增长， 则说明减税政策除了直接施惠于

企业之外， 也具有维持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要作用， 对于刺激国内消费增长、 构

建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实现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

和结构性减税实施的重点领域， 本文将以增值税改革为例， 研究实施企业减税的财

政政策能否惠及劳动要素市场， 即企业减税能否促进员工加薪？ 若是， 则究竟通过

何种机制发挥作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以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为研究事件， 构建识别策略，

就企业减税对员工工资的影响进行了政策评估。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以增

值税改革为例的企业减税政策有助于提升员工工资， 即减税能够促进加薪。 这意味

着减税政策不仅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还能够进一步惠及劳动要素市场，
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加薪的双赢格局。 第二， 从政策效应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
企业减税政策对员工加薪的影响在民营企业、 高固定资产依赖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中

更为显著。 第三， 减税对加薪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种具体作用机制： 一方

面， 减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负， 改善企业经营绩效， 为员工加薪提供足够的

增长空间， 即增长效应； 另一方面， 减税政策产生了有利于员工群体的分配效应，
使员工能够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全

国税收调查数据， 以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从劳动要素收入方面对企业减税政

策效应进行了拓展研究。 在劳动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本文检验了减税政策

在提升员工工资方面的积极作用， 也为减税政策能够实现企业减负与员工加薪之间

的双赢格局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二， 本文借鉴 Ｌｕ 等 （２０１９） ［３３］的做法， 测算了工

资占劳动边际产出的比重， 从企业与员工的工资分配方面解析了企业减税政策提升

员工工资的作用机制。

二、 政策背景与实证策略

（一） 政策背景

企业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 流通、 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

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采用对产出征收的销项税减去对投入征收的进项税的方式计

算得到， 是中国最主要的税收收入来源， 也是中国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的重点领

域。 增值税改革是对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实施的生产型增值税制度的调整， 通

过允许企业将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所含税金纳入进项税进行抵扣等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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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措施， 实现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减轻企业负担的减税目标。 从改革历程来看，
增值税改革可以分为试点和全国推广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增值税转型的试点改革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期

间， 中国主要进行了三次增值税转型的试点改革。 第一次增值税转型的试点改革开

始于 ２００４年， 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为即将在全国实施的增值税改革积累经验

为目标， 主要内容是允许东北地区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六个特定行业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时从进项税中抵扣购买固定资产所缴纳的税额， 并发布

了 《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军品、 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名单》， 将 ２４９ 家

军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企业也纳入了增值税试点范围， 减轻了企业的应交增值税

负担。 研究结果表明， ２００４年受增值税改革政策影响的企业比未受政策影响企业

的应交增值税减少了 １５％ （马双等， ２０１９）。 随后， 增值税试点改革的范围不断扩

大， ２００６年国家又将第二批军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纳税人纳入了东北地区的增

值税试点范围。 ２００７年， 中国实施了旨在促进中部地区发展的第二次增值税转型的

试点改革， 将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和湖南六省的 ２６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

八大行业 （包括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 冶金业、 汽车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
电力业、 采掘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纳入增值税试点范围。 ２００８年， 为了促进内蒙古

自治区的发展及支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增值税转型的试点改

革， 允许内蒙古自治区东部 ５市 （盟） 及汶川地震受灾严重的 ５１个地区 （主要分布

于四川、 陕西和甘肃三省）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缴纳的增值税，
此次试点改革除了特定行业外几乎覆盖了这些地区的所有行业。

第二阶段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改革阶段 （２００９ 年—至今）。 为了抵御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 中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公布了自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起将增值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的文件， 所有行业的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均可享受购买固定资产的增值税抵扣优惠， 使增值税转型政策实现了

从区域性优惠政策向全国性优惠政策的转变， 几乎影响到了国内所有的微观企业主

体①。 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前提下， 增值税改革将大幅度地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

资成本和应交增值税总额， 缓解重复征税等问题及其对市场运行机制造成的扭曲。
而且，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 减税力度最大的税制改革 （汪德

华， ２０１６） 和国内最受关注的财税政策 （陈烨等， ２０１０）， 是企业无法预料的一项

永久性改革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因此，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为本文研究减税的政

策效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情境。
（二） 实证策略

１ 模型设定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 而固定资

产投资是制造业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投资之一， 这使制造业成为了增值税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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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次改革也同时涉及到了其他多项措施， 如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

退税政策、 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 ３％等， 从多个方面降低了企业增值税负担。



减税规模最大、 受益最为明显的行业。 因此， 本文将制造业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作为研究对象 （汪德华， ２０１６；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研究了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

革的减税政策效应①。 从政策背景来看， 尽管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实施， 但外资企业和受到试点改革影响的企业并未受到该项政策的影响， 因

为前者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就已经适用机器设备类投资进项税抵扣政策 （汪德华，
２０１６）， 而后者在 ２００９年全国推广增值税改革政策之前就已经被纳入了试点抵扣范

围。 因此， 本文将这两类企业划归为对照组， 而将 ２００９ 年才开始享受增值税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划为实验组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双重差分法， 以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从员工工资方面评估

了企业减税政策对劳动要素市场的影响。 借鉴汪德华 （２０１６） 和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的政策识别框架， 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Ｗａｇｅｉｔ ＝ αｉ ＋ β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９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λ 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Ｗａｇｅ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支付的员

工工资， 采用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总额除以职工人数并取对数表示；
Ｔｒｅａｔｉ 为企业 ｉ是否于 ２００９年才开始受到增值税改革冲击的虚拟变量， 将 ２００９年才

开始享受增值税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划分为实验组， Ｔｒｅａｔｉ ＝ １， 而外资企业和

受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影响的企业划分为对照组， Ｔｒｅａｔｉ ＝ ０②； Ｐｏｓｔ ０９ｔ 表示政策冲

击时间的虚拟变量， 将 ２００９年及之后年份设定为 １， 其他年份则设定为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用于控制企业层面可能产生干扰作用的其他因素， 主要包括：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采用企业总资产规模的对数形式表示；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采用

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的差额表示； 出口虚拟变量 （Ｅｘｐｄｕｍ）， 若企业本年的出

口货物销售额大于 ０， 则设定为 １， 否则设定为 ０； 资本密集度 （Ｋｌ）， 采用固定资

产净值年末数 ／职工人数并取对数来衡量； 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采用利润总额 ／营业收

入表示； 劳动生产率 （Ｌｐｒｏｄ）， 采用营业收入 ／职工人数并取对数表示； 外资企业

虚拟变量 （Ｆｏｒｅｉｇｎ）， 根据登记注册类型划分企业类型， 港澳台资企业或外资企业

设定为 １， 否则设定为 ０。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αｉ） 和年份固定效应

（λ ｔ） ，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２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该调查每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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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除了年应税销售额外， 两类纳税人在税基和税率等方

面均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 本文只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 其也是增值税改

革的主要受益者。
尽管 “十一五” 规划提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期间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但究竟

何时以及如何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政策是微观企业难以预料的， 而且， 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文件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 月 １９日才予以公布， 企业缺乏

充分的时间调整投资等决策。 因此，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政策对企业来说具有外生性， 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
并不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具有以下三大优势： 一

是企业类型更加多样， 该数据库采用重点调查 （８０％） 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

（２０％） 相结合的方法选择被调查企业， 这使数据库中同时包含了大中型企业、 小

规模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规模和行业属性不同的企业样本，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

入库企业的随机性和多样性； 二是数据信息更为丰富， 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

比，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除了涉及到企业的基本特征信息、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

量表、 利润表等财务信息之外， 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企业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

和所得税等十多项税种详细的纳税申报信息， 为本文研究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效应

提供了详细的微观数据支持； 三是数据库质量较高，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使用专门

的带有自动检测功能的系统进行填报， 并由各地财税机关负责审核以防止企业瞒

报和误报， 在较大程度上确保了填报信息的准确性， 使数据库信息具有较高的质

量。 近年来， 该数据库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于财税政策方面的研究， 如汪德华

（２０１６）、 申广军等 （２０１６）、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Ｌｉｕ 和 Ｍａｏ （２０１９）、 范子英和王倩

（２０１９） ［３４］。
借鉴 Ｌｉｕ和 Ｍａｏ （２０１９）、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以及范子英和王倩 （２０１９） 等学者

的做法， 本文对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做了如下处理： 第一， 剔除纳税识别号不是

１５位数字 （或含有字母） 的企业样本， 使同一企业不同年份数据可以通过纳税识

别号进行识别； 第二， 将行业代码统一调整到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２００２ 年修订

版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第三， 剔除存在逻辑错误或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样

本， 如职工人数缺失或为零，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总资产、 固定资

产、 营业收入等关键指标缺失、 负值或零值， 利润总额大于营业收入， 流动资产

大于总资产， 企业年龄缺失或小于 ０ 等； 第四， 剔除了不受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小

规模纳税人， 仅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 并识别出分别在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 年被纳入增值税转型试点改革范围的企业样本； 第五， 对所有变量

的分布两端进行 １％的缩尾处理， 并将相关变量统一转化为 ２００８ 年不变价格， 确

保各指标在不同年份具有可比性。 最终， 本文使用的是每年约 ５ ２ 万家企业的平

衡面板数据。
３ 初步描述

本文初步刻画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制造业企业员工工资的演变趋势 （见图 １）。 根

据图 １ （ａ） 的统计事实可知： 平均来看， 对照组企业的员工工资高于实验组企业，
且二者都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 伴随着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政策的实

施， 相对于对照组企业而言， 实验组企业的员工工资呈现更快的增长趋势。 图 １
（ｂ） 给出了两组企业员工工资差距的演变趋势， 发现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后， 实验

组企业的员工工资更接近于对照组企业， 两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

小趋势， 初步表明企业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政策可能对员工工资提升产生了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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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员工工资的演变趋势

　 　 注： 图 （ｂ） 纵轴代表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员工工资差值的绝对值。

三、 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表 １报告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 只控

制了企业固定效应与年份效应； 第 （２） 列进一步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 用以控制

企业层面可能影响员工工资的其他因素； 第 （３） 列将标准差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４位码的水平上进行聚类调整。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的企业减税政策显著提高了员工工

资， 即减税能够促进加薪。 换句话说， 增值税改革的企业减税政策在促进企业发展

的同时， 进一步惠及到了劳动要素市场， 促使企业 “主动” 为员工支付了更高的

工资报酬， 即实现了企业减负与员工加薪的双赢格局。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相

对于不受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影响的企业来说， 受改革影响企业的员工工资在政策

实施后的上涨幅度约为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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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员工工资 员工工资 员工工资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２０８ ０００ ２０８ ０００ ２０８ ０００

可调整 Ｒ２ ０ ５６０ ０ ５８８ ０ ５８８

注：∗∗∗表示 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为对应标准差的 Ｐ 统计量。

（二）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双重差分法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依赖于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在政策冲击之前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 由于政策冲击前只有一期样本， 本文难以直接进行较为严格的平行

趋势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借鉴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的思路进行安

慰剂检验。 具体地， 本文将试点改革的本土企业作为实验组， 外资企业作为对照组

进行检验， 若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的效果是由不同企业异质性时间趋势主导的， 则

采用双重差分分析仍然可以得到显著为正的系数。 表 ２ 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显

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 从而降低了本文双重差分估计

违反平行趋势假设的担忧。
２ 其他政策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 评估了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的企业

减税政策效应。 这一时期内， 除了实施增值税改革外， 中国在减税政策方面还进行

了以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目标的 ２００８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 为了排除企业

所得税改革和增值税改革减税政策的叠加效应，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企业所得税

有效税率 （企业所得税 ／营业收入）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２ 第 （２） 列。 回归

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因素 （Ｔａｘ＿ ｉｎｃ） 的影响后，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

革的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影响仍显著为正， 说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３ 其他遗漏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尽管本文通过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动因素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但仍

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动的行业或地区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进一步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年份效应和省—年份效应， 估计结果见

表 ２第 （３） 列。 可以发现，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 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在 １％
水平上显著， 说明企业减税政策能够促进员工工资提升， 这一研究结论具有稳

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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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识别假设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安慰剂检验 其他政策因素 控制省、 行业发展趋势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Ｔａｘ＿ ｉｎｃ ０ ０４０

（０ ８４８）

行业－年份效应 否 否 是

省－年份效应 否 否 是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７５ ９３８ １９７ １７１ ２０８ ０００

可调整 Ｒ２ ０ ６３３ ０ ５８８ ０ ５８８

注：∗∗∗表示 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数值均为方差聚类 （行业维度） 调整后对应的 Ｐ 统计量； 下表同。

另外， 考虑到计量模型设定仍然可能存在由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造成的估计结果

偏误问题， 本文借鉴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３５］的做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间接验证。
在其他控制变量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本文随机设定 Ｔｒｅａｔ 变量并重新进行回归检

验， 再次检查回归系数的取值及分布情况。 图 ２统计描述了估计系数值的随机抽样

分布 （５００次）。 相比于表 １ 第 （３） 列基准回归结果中的估计系数 （０ ０１７） 来

看， 通过 ５００次随机抽样得到的回归系数分布的均值约为 ０ ０００００５， 基本上接近于

于零， 且 ５００次的估计系数值均小于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系数 ０ ０１７， 从而间接证明

了本文的模型设定并不存在明显的遗漏解释变量问题， 即企业减税政策能够促进员

工加薪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图 ２　 随机抽样 （５００ 次） 回归结果中 β
＾
的分布

注： 实线对应的是基准回归中估计系数的真实值 （０ ０１７）， 虚线对应 ０值。

２６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 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检验

为了控制企业进入与退出对减税政策效应评估的影响， 前文只保留了样本期间

内连续存在的企业样本， 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再次进行回归检验。 表 ３第 （１）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核心

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３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非平衡

面板数据

对照组

再设定

两期双

重差分

员工工资

再测算

企业征税

类型调整

剔除特殊

行业

基于其他

方法检验

滞后效应

检验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ＶＡ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６７３ ９２０ １７７ ３０５ １０４ ０００ ２０７ ９０６ ２０７ ０２８ ２０６ ３６２ ２０８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０
可调整 Ｒ２ ０ ５８９ ０ ６０４ ０ ６７１ ０ ５７２ ０ ５８８ ０ ５８９ ０ ５８８ ０ ５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２ 对照组设定的再检验

在本文的识别策略中， 对照组包括了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前已享受抵扣政策的

试点企业和外资企业样本。 参考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的做法， 本文剔除了试点企业样

本， 以外资企业作为对照组再次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 ３ 第 （２） 列。 可以发

现，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的估计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 ２００９ 年

增值税改革的企业减税政策有助于提升员工工资， 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３ 两期双重差分法的再检验

为了处理潜在的序列相关问题， 本文采用两期双重差分法重新进行检验。 借鉴 Ｂｅｒ⁃
ｔｒａｎｄ 等 （２００４）［３６］的做法， 以政策冲击年份作为时间节点， 将样本划分为政策冲击前

（２００８年） 和冲击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两个时间段， 对每一阶段每个企业的相关变量求

算术平均值， 并基于新构造的样本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３第 （３） 列， 核心解释变

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
４ 员工工资测算的再检验

为了排除员工工资测算因素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采用全年计提的工资及奖

金总额 ／职工人数重新计算员工工资并进行估计。 表 ３ 第 （４）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员工工资的测算方式并不

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５ 企业征税类型调整的再检验

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 部分企业可能进行了经营战略调整， 导致其缴纳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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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在样本期间内发生了变化。 为了排除这一因素的影响， 本文借鉴 Ｌｉｕ 和 Ｍａｏ
（２０１９） 的做法， 剔除了增值税缴纳类型发生变化的样本再次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如表

３第 （５） 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的估计系数大小及显著性基本不变。
６ 剔除特殊行业的再检验

在增值税改革的政策文件中， 关于炼铁 （行业代码 ３２１）、 炼钢 （３２２）、 铝冶

炼 （３３１６） 和火力发电 （４４１１） 等一小部分行业的描述较为模糊。 为控制上述行

业的企业组成可能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 借鉴申广军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 剔除这

些行业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 估计结果如表 ３ 第 （６） 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７ 基于其他方法的检验

由于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经历了试点改革和全国推广两个阶段， 本文仅以

２００９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例， 从员工工资方面识别了增

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效应， 忽略了试点改革的政策效应评估。 因此， 本文借鉴 Ｌｉｕ
和 Ｍａｏ （２０１９） 的研究方法， 构建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虚拟变量 （ＶＡＴ）， 若企业 ｉ
在 ｔ 年受到增值税转型改革 （包括试点阶段和全国推广阶段的改革） 的影响， 则设

定为 １， 否则设定为 ０， 评估了不同阶段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效应， 估计结果见

表 ３第 （７） 列， 核心解释变量 （ＶＡ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

减税政策确实有助于促进员工工资增长。
８ 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还检验了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滞后效应。 具体而言， 本文剔除了当

期年份及后一期年份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 表 ３第 （８） 列的估计

结果显示，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 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 ２００９年
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四） 企业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本文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减税政策对不同企业的员工工资所产生的异质性作

用： 第一， 从企业所有制来看，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的实质是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成本， 这在刺激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 也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现金流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ｏ， ２０１９），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 而国有企业往往面临较

低的融资约束问题， 导致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政策在企业所有制方面存在影响差异， 对

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第二， 从固定资产依赖度来看， 不同固定资产依赖度

的企业在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方面存在差异， 固定资产依赖度高或固定资产投资

占比较高的企业， 往往具有较强的更新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受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政

策的影响相对更大， 进而在惠及劳动要素市场方面的作用可能更明显①； 第三， 从

企业出口行为来看， 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 出口企业可以在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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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享受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改革的减税政策对出口企业的减负作用较小。 因

此， 本文分别从企业所有制、 固定资产依赖度和出口行为三个方面， 对企业减税政

策的差异性作用进行了拓展分析，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４所示。 研究结果显示， 以增

值税改革为例的企业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促进作用， 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高固

定资产依赖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对其他企业并未产生明显的 “减税促加薪” 的政

策效果。

表 ４　 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低依赖度 高依赖度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５２５） （０ ００４）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０） （０ ４９５） （０ ０４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３ ８１３ １９４ １８７ １０３ ５９０ １０４ ４１０ ３４ ８６０ １７３ １４０
可调整 Ｒ２ ０ ６１５ ０ ５８７ ０ ５７３ ０ ６１０ ０ ６３８ ０ ５６５

注：∗∗∗、∗∗分别表示 １％、 ５％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四、 机制解析： 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前文的分析表明， ２００９ 年增值税改革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 提高了员

工的工资水平， 由此可知， 企业减税政策在助力中国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能进一步惠

及劳动要素市场， 具有对企业减负和员工加薪的双重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 本文

试图进一步解析从减税到加薪的具体作用机制。 Ａｋｅｒ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３） ［３７］研究指出，
由于现实中劳动要素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 员工工资一方面取决于其劳动技能水

平， 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绩效。 然而， 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将在多大程度上

转化为员工工资， 还取决于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工资分配情况。 类似地， 减税政策直

接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绩效， 会通过企业的经营绩效而影响员工的工资水平， 具体来

说， 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种机制： 一方面， 减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负， 改善

企业的经营绩效， 为员工加薪提供足够的增长空间， 本文称之为增长效应； 另一方

面， 减税政策能否通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而最终提高员工工资， 还取决于员工能否

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 本文称之为分配效应。 接下来， 本文将依照这一

思路， 分别检验从减税到加薪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从而解析减税政策影响企业

员工工资的具体作用机制。
（一） 增长效应检验

本文从总产出和净利润率两个角度来度量企业的经营绩效， 从而检验减税政策

的增长效应。 一方面， 本文通过考察企业的产出规模 （企业总产值的对数值）， 来

检验减税政策对企业产出增长的激励效应； 另一方面， 本文通过考察企业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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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净利润 ／营业收入）， 来检验减税政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５
第 （１）、 （２） 列所示， 在以企业总产出和净利润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估计中，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９）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 增值税改革的

减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 改善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 为员工加薪提供了足够的增长空间。

表 ５　 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产出 净利润率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生产率
工资占劳动边际

产出比重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０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９９ ４３２ ２０７ ６１９ ２０８ ０００ ２０８ ０００ １４６ １９２
可调整 Ｒ２ ０ ８８０ ０ ５３２ ０ ６５８ ０ ７５８ ０ ７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显著性水平。

（二） 分配效应检验

本文从员工工资的分配状况进一步检验了增长之后的分配效应。 其中， 员工工资的

分配状况主要采用以下三个指标表示： 一是劳动收入份额， 采用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营业收入表示； 二是劳动生产率， 采用营业收入 ／职工人数并取对数表示； 三

是员工工资占劳动边际产出的比重， 测算方式参见 Ｌｕ 等 （２０１９） 的相关研究。 估计结

果如表 ５第 （３）、 （４）、 （５） 列所示， 增值税改革同时提高了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 劳

动生产率和员工工资占劳动边际产出的比重， 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印证 （申广军

等， ２０１８）［３８］。 因此，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减税政策产生了有利于员工群体的分配效

应， 使员工能够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增量。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不断增加居民收入， 尤其是提高以工资为主的居民收入， 是应对生活成本不断

上涨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关键， 也是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必然要求。 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 “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在劳动

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增长”， 对于促进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提出了

明确的政策要求。 但是， 同时面对国内劳动要素成本上涨和企业降低成本的迫切诉

求， 如何才能平衡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要求， 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收入提升

的双重目标？ 本文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增值税改革为例， 分析了企业减税

政策对员工工资的影响， 探索了企业减税政策能否在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进一

步惠及劳动要素市场的问题。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以 ２００９年增值税改革为例的企业减税政策提升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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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资， 说明减税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的同时产生了 “促加薪” 的积极效果， 这一

结论在考虑了识别假设条件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 第二， 从政策效应的异

质性来看， 减税政策对员工工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 高固定资产依赖企

业和非出口企业， 对其他企业并未产生显著的 “促加薪” 效果。 第三， 减税对加薪的

影响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种具体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 减税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税

负， 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为员工加薪提供足够的增长空间， 即增长效应； 另一方面，
减税政策产生了有利于员工群体的分配效应， 使员工能够分享到因减税而带来的收益

增量。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的国内市场需求萎

缩问题， 释放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是尽快恢复经济增长活力的前提， 也是各国当前

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除了以直接发放消费券和现金等方式刺激

消费外， 当前的减税政策在降低企业负担和提高企业应对疫情等负面冲击能力的同

时， 减税政策效应还能够进一步传递到劳动要素市场， 尽可能维持在疫情等负面冲

击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潜力。 第二， 由于劳动要素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 企业

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明显低于其边际收益工资， 这也是导致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

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控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不

仅要从法律和制度等方面以最低工资形式为员工收入提供保障， 企业减税降负等优

惠政策在提高员工收入和优化劳动收入份额方面同样存在积极的政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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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ｅｓ？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１１９ （１）： ２４９－２７５
［３７］ ＡＫＥＲＭＡＮ Ａ，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ＩＴＳＫＨＯＫＩ Ｏ， ｅｔ 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３）： ２１４－２１９
［３８］ 申广军， 王荣， 张延  结构性减税与劳动收入份额———兼论增值税转型的分配效应 ［ Ｊ］ ． 经济科学，

２０１８ （３）： ６１－７４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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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ＹＡＮ Ｈｏｎｇｒｏｎｇ　 ＬＩＵ Ｃａｎｌｅｉ　 ＧＡＯ 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ａｇ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ｏｅｓ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ｉｓ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２００９ ａｓ ａｎ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ｓｈｏｃｋ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ｓｉｎｇ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ＮＴＳ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Ｗｅ ａｌｓ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ｓ， ｆｉ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ｅｘｐｏｒ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
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ｗ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ｎ
ｓｈａｒｅ． Ｉｔ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ｗｉｎ⁃
ｗ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ｃｏｓｔ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ｘ Ｃｕ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Ｗ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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