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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际减税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迫切需要释放税制

改革动力， 优化税制环境， 以降低企业出口成本， 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 考查了企业税费负担对出口决策和出口深

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税费负担增加了企业出口成本， 不仅降低了企业出口概率，
而且挤压了企业的出口规模。 在经过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检验后， 这一结论依然

稳健存在。 异质性检验表明， 分行业来看， 税费负担对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影响更

大； 分区域来看， 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均有显著影响， 而对中西

部地区仅体现在出口决策上。 此外， 税费负担对初创型、 非政治关联企业的出口参

与和出口深度均有显著影响， 而对成熟型、 政治关联企业的影响不明显。 本文结论

不仅补充和拓展了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实证研究， 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

注民营企业的出口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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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前， 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深度调整阶段， 全球贸易和投资形

势复杂艰难， 贸易保护主义、 国际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加大了外贸下行压

力。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我国出口总额虽然有所回升， 但出口总额占国内

生产总值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 然而，
我国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表现日趋活跃， 特别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总额持续增长， 比重日渐提升， 出口份额在各类性质企业中持续保持首位， 肩负着

出口 “主力军” 的重要职责。 总体来看， 民营企业在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占据

７７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经贸论坛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开放性背景下房地产改革对居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７１６７３０９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房屋价值与居民收入不相称条件下的房地产税纳税能力评估与税

制设计研究” （７１８７３０４９）。
［作者信息］ 毛德凤： 安徽大学商学院讲师 ２３０６０１ 电子邮箱 ｍａｏｄｅｆｅｎｇｈｕｓｔ＠ １６３ ｃｏｍ； 刘华： 华中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



了重要地位， 其影响不容小觑。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 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推

动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 目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的总体形势

较为严峻， 税费负担成为制约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根据 《世界纳税

指数 ２０１７》 数据显示， 我国宏观税负 （税费 ／利润） 达到 ６７ ３％， 已超出高收入国

家水准。 另外，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 《２０１６ 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

调查报告》 显示， 税负问题已经上升为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从我

国现阶段国情来看， 企业税占到我国总税收的 ９０％， 过高的税费负担严重恶化了

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 尤其对民营企业表现更为明显。
已有文献大多注重于研究各国增值税或所得税改革对出口的影响， 主要研究了

增值税退税政策与出口绩效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Ｇｏｕｒｄ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１－２］、
“营改增” 与出口规模 （王艺明等， ２０１６； 彭飞和毛德凤， ２０１８） ［３－４］、 所得税税

负与出口收入 （Ａｌｗ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Ａｒａｃｈｉ， ２００８； 李敬等， ２０１８） ［５－６］。 已有学者仅仅关

注税收负担与出口规模的关系研究， 但是鲜有文献从税外负担角度来研究对企业出

口行为的微观效应。 事实上， 税外负担也是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要素， 甚至

在民营企业中普遍发生了税外负担高于税收负担的扭曲现象 （中国民营企业生存

发展与税收问题研究课题组， ２０１６） ［７］。 因此， 从税负角度研究企业的出口行为，
不能仅局限于税收负担， 税外负担也要纳入进来。 从税费负担角度进行研究， 一方

面有助于全面把握减税政策和降费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 另一方面， 有助于制定针

对性的出口财税支持政策。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 利用其详实的税外负担调查

信息， 旨在考查企业的税费负担对出口的扩展边际 （广度） 和集约边际 （深度）
的影响。 研究发现， 税费负担不仅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参与概率， 还显著降低了企

业出口强度。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以减税降费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企业出口市场的积极参与， 尤其在中美贸易保护战的国际背景

下， 不仅需要企业积极作为， 而且需要为企业降低税费成本、 优化制度环境的顶层

设计。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贡献和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 既有研究多

从减税角度探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Ｌｉｕ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５［８］； 彭飞和毛德凤， ２０１８）， 而忽视了降费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以来， 降费与

减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者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因此， 非常有

必要纳入同一框架下研究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单独考查税收负担或非税负

担， 都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真实负担。 其次， 基于全国全行业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

据， 从投资、 创新和生产率角度尝试揭示了税费负担如何制约企业出口行为。 最

后， 在逆全球化抬头的国际背景下， 如何应对关税成本上升的冲击， 本文建议从实

质性税费负担减轻角度， 为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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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

以国际增值税退税政策为研究对象， 国外学者主要考查了增值税退税对出口的

影响。 多数文献证实增值税退税有利于推动出口发展。 Ａｌｗｏｒｔｈ 和 Ａｒａｃｈｉ （２００８）
基于 １９７０—２００５ 年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国家出口贸易数据， 发现增值税退税的减税

调控政策有助于扩大净出口规模。 以尼泊尔为研究对象， Ａｃｈａｒｙａ （２０１６） ［９］发现出

口退税政策可以显著促进 ＧＤＰ 和出口增长。 不过， 也有学者发现增值税退税不利

于出口发展。 Ｄｅｓａｉ 和 Ｈｉｎｅｓ （２００５） ［１０］ 基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３６ 个国家、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

１６５ 个国家以及 １９９９ 年美国跨国公司出口数据， 发现实施增值税退税会降低一国

的出口收入， 并且这一效应在低收入国家表现更为明显。 一方面是因为对贸易商品

征收的增值税税率较高， 另一方面是因为出口企业未必能够完全享受出口退税的优

惠政策。 还有学者对增值税退税政策的效果持中立态度。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０） ［１１］的研究认为， 短期来看， 实施增值税确实能够增加一国的出口规模， 但

是从长期来看， 增值税的出口效应会随着汇率的调整而被逐渐抵消。
具体到中国企业出口情景， 国外文献普遍围绕增值税改革或增值税退税政策展

开。 宏观层面， Ｃｈａｏ 等 （２００６） ［１２］ 运用 ＣＧＥ 模型发现， 减税确实可以推动我国绝

大部分产业的出口发展， 增加社会福利， 但是也会减少部分行业的国内产量， 对贸

易条件不利。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６） ［１３］通过构建拓展的古诺竞争理论模型， 发现提高出

口退税率， 显著增加了国内企业出口产量和利润， 同时降低国外企业的出口产品和

利润， 并结合中国 １９８５—２００２ 年数据， 进一步证实了出口退税率与出口额的正相

关关系。 微观层面， Ｃｈａｎｄｒａ 和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

据， 研究了出口退税率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 发现增值税出口退税率每提高 １ 个

百分点， 企业的出口总额会相应地增加 １３ 个百分点。 Ｌｉｕ 和 Ｌｕ （２０１５） 利用中国

２００４ 年东北地区增值税改革为政策冲击， 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

据， 发现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投资， 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倾向。 Ｇｏｕｒｄｏｎ 等

（２０１７） 基于中国海关数据， 研究发现增值税退税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出口发展， 退

税率每提高 １ 个百分点， 出口数量随之增加 ７ 个百分点。 这些以中国宏观或微观数

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演绎和经验研究， 都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 即增值税改革或出

口退税的减税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出口发展。
关于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 国内主要基于 “营改增” 和企业所得

税改革进行研究。 “营改增” 方面， 王艺明等 （２０１６） 基于古诺模型， 分析了 “营
改增” 对上海和北京地区制造业企业进出口的影响， 研究表明， “营改增” 对不同

地区进出口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政策效果取决于试点企业的一般纳税人比例

和税负转嫁能力。 对于上海地区， “营改增” 试点有利于进口、 不利于出口。 而对

于北京地区， “营改增” 试点不利于进口， 对出口没有影响。 彭飞和毛德凤

（２０１８） 基于行业关联的视角， 发现行业关联指数越高的企业， “营改增” 对出口

的促进效应越显著， 因为其降低了出口成本， 增加了出口收入和出口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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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方面， 张健和鲁晓东 （２０１８） ［１４］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海关数据

和工业企业数据， 从税收优惠、 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角度分别考查了对企业出口

转型升级的影响， 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可以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

升， 低利率信贷支持可以有效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转型升级。 李敬等 （２０１８）
基于 ＧＴＡＰ 模型分析了特朗普减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 发现美国企业所得

税减税会促进美国 ＧＤＰ 增长 ０ ７２％， 而对其他国家 ＧＤＰ 的影响显著为负， 其中

中国 ＧＤＰ 增长预计下降 ０ ６０％。 但是减税对美国各行业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 对

其他国家不同行业出口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８） ［１５］ 基于我国 ２００８ 年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的政策变化， 发现所得税税率提高显著降低了外资企业

出口份额。
综上所述， 关于增值税退税和所得税减税对出口的影响， 既有研究并未得出一

致的结论， 可能是因为各国产业结构、 税制结构、 企业敏感度存在较大差异， 以及

数据和方法选择都可能导致结论迥异。 关于中国减税与出口行为， 主要围绕所得税

减税和 “营改增” 推进， 非常缺乏从税费总负担视角考查企业的出口行为。 当前，
我国经济正面临结构转型与国际关税壁垒的战略考验期， 如何支持我国企业走出

去，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不仅需要企业内生动力转换， 也需要减税降

费政策的顶层制度设计。 因此， 有必要深入探究税费负担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行

为， 以期为减税降费制度提供决策依据。

二、 中国民营企业出口行为和税费负担的基本事实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 该数据每

间隔一年调查一次， 调查对象覆盖 ３１ 个省份 （包含直辖市、 自治区） ， 也全

部包含了国家统计局规定的 １９ 个行业大类， 这也是目前为止有关民营企业信

息最为全面详实的微观数据。 丰富的大样本数据不仅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

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现实问题， 还有助于我们对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

及影响进行深入的细化研究， 进而为推动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

建议。
本文选取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民营企业调查数据， 实际样本年份分别是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１ 年， 每年调查问卷共有 ３８３７、 ４０９８、 ４６１４、 ５０７３ 个调查样本，
总计 １７６２２ 个初始样本。 由于该数据在调查过程中存在随机抽样、 手动录入等因

素， 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关键信息错误或缺失、 统计错误等问题。 因此， 我们

有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合格化处理： 对省份代码、 城市代码和行业代码缺失的样本

进行删除； 删除了企业出口总额、 税费支出、 销售收入为缺失值的样本； 将企业税

费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值小于 ０ 或大于 １ 的不合格样本进行删除， 并对控制变

量在 １％和 ９９％分位数上进行两端缩尾处理， 以避免估计结果受到极端值的干扰。
经过多次的校正处理后， 总共得到 １２３８２ 个有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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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营企业出口行为与税费负担的典型化事实

表 １ 反映了各年份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差异。 从平均值来看， 非

出口企业的各年平均值都高于出口企业， 并拉升了总体样本的税费负担。 从企业数

量来看， 出口企业的数量远远低于非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占比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之后， 遭受了明显的对外贸易市场冲击， 出口企业占比下降。 从时间维度来看， 不

管是全部样本、 还是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税费负担总体上没有明显的降低趋

势。 这表明税费负担仍然是制约企业生产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需要巨大勇气进行税

费制度改革， 为企业发展释放税制动力。

表 １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比较

年 份
全部样本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比重％ 平均值 样本数

２００５ ０ １０００ ２ ５１４ ０ ０７４７ ４１８ １６ ６ ０ １０５１ ２ ０９６

２００７ ０ １１５４ ３ ０７５ ０ ０８４９ ４６１ １５ ０ ０ １２０８ ２ ６１４

２００９ ０ １０９６ ３ １０６ ０ ０７６１ ３６０ １１ ６ ０ １１４０ ２ ７４６

２０１１ ０ １２４４ ３ ６８７ ０ ０８８０ ４４５ １２ １ ０ １２９４ ３ ２４２

表 ２ 比较了我国三大区域的税费负担均值。 从出口数量来看， 民营企业中的出

口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出口企业数量很少。 从税费平均值来

看，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值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从区域角度来看， 非出口企业

的税费负担也普遍高于出口企业。 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有： 其一， 东部地区拥

有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 地理位置优越、 基础设施发达， 科技文化领先、 国际化程

度和外商投资份额高， 在发展对外贸易上具有优良的经济基础。 其二， 中西部地区

经济基础薄弱、 基础设施滞后、 劳动力供给不足、 经济发展程度低， 这些都是造成

中西部企业出口贸易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其三， 最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压

力要高于东部地区， 财政收入的不足， 加重了对税收的征管尤其是扩大了对非税收

入的征管， 导致区域间的税费负担差异， 不论是在出口企业， 还是非出口企业均能

发现基本一致的税费负担区域特征。

表 ２　 不同地区的税费负担比较

年份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样本数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２００５ ０ ０７３８ ３６０ ０ ０７７２ ３２ ０ ０８４０ ２６ ０ １０３７ ０ １１７３ ０ ０９２８

２００７ ０ ０８１８ ３６６ ０ ０９９２ ４２ ０ ０９４７ ５３ ０ １１４２ ０ １１５３ ０ １４０４

２００９ ０ ０７３３ ２８１ ０ ０９０９ ４６ ０ ０７８９ ３３ ０ １１１８ ０ １１１７ ０ １２０７

２０１１ ０ ０８４６ ３８４ ０ １１２５ ３４ ０ １０６２ ２７ ０ １２７２ ０ １３３４ ０ １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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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本文之所以选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中国私营企业数据研究企业税费负担对出口行

为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 虽然企业纳税额、 社会保险费、 规费、 摊派费、 公关招待

费等税费支出进行了持续的调查， 但是关于企业出口总额的调查信息仅发生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期间。 不过跨年度的私营企业出口和税费负担信息能够为我们揭示税

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数据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民

营企业调查数据不是跟踪数据， 我们采用的样本属于混合截面数据， 那么在研究中就

不能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只能尽可能控制影响企业的城市、 行业等固定效应。
在模型构建中， 可以从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两个维度识别企业的出口行为。 由

于出口强度属于连续性变量， 因此， 我们以 ＯＬＳ 方法作为分析企业出口规模的基

础。 而出口参与属于离散型变量， 因此， 我们以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作为研究企业出口决策

的基础。 模型构建如下：
　 　 ｌｎ ｅｘｐｉｔ ＝ β０ ＋ β１ × ｔａｘｆｅｅｉｔ ＋ β２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η ｊ ＋ ρｋｔ ＋ δｍ ＋ εｉｔ （１）
　 　 ｐｒ（ｅｘｐｄｕｍｉｔ） ＝ α０ ＋ α１ × ｔａｘｆｅｅｉｔ ＋ α２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η ｊ ＋ ρｋｔ ＋ δｍ ＋ εｉｔ （２）
基于模型 （１）， 我们能够考查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 模型 （２） 能

够观测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 ｉ 表示企业， ｊ 表示城市， ｋ 表示省份， ｍ
表示企业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１－１９）， ｔ 表示不同年份。 α１、 β１是我们最关心的系

数， 我们预期其符号为负， 即企业税费负担对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具有不利影响，
税费负担越重， 越不利于企业扩大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 ｌｎｅｘｐ 和 ｅｘｐｄｕｍ 分别表示

解释变量出口强度和出口参与， ｔａｘｆｅｅ 表示企业的税费负担， 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所有控制

变量集， 主要包括能够反映企业组织特征、 企业财务特征和企业主个人特征的变

量。 另外， η ｊ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ρｋｔ表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δｍ表示行业固定效

应， εｉｔ则为残差项。
考虑到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不是相互独立的， 使用 ＯＬＳ 方法对出口强度进行

估计， 就容易忽视了出口参与对出口强度的影响， 而如果我们将非出口企业都剔除

后再进行回归， 就会出现样本选择偏误， 造成估计偏差。 因此， 我们借鉴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８） ［１６］的方法， 使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估计法来研究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行

为的影响。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估计法主要分为两步估计方程实现， 首先， 构建出口参

与方程， 见模型公式 （２）， 根据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出口参与方程的概率， 计算出逆

米尔斯比率 （ｍｉｌｌｓ ｌａｍｂｄａ）； 其次， 构建出口强度方程， 将逆米尔斯比率l作为控

制变量代入出口强度方程中。 同时考虑到出口参与方程和出口强度方程的变量设置

不能完全一致， 我们考虑在出口强度方程中加入省份－年份的交互效应， 在出口参

与方程中纳入年份固定效应。 Ｈｅｃｋｍａｎ 第二阶段模型构建如下：
ｌｎ（ｅｘｐｉｔ ｜ ｅｘｐｄｕｍｉｔ ＝ １） ＝ γ０ ＋ γ１ × ｔａｘｆｅｅｉｔ ＋ γ２ × Ｃｏｎｔｒｏｌ ＋ γ３ × λ ｉｔ ＋ η ｊ

　 　 　 　 　 　 　 　 　 　 　 　 　 　 ＋ ρｋｔ ＋ δｍ ＋ εｉ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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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１即为我们关心的回归系数， 表征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 其他变

量的定义与模型 （２） 一致。
（二） 变量定义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出口强度和出口参与。 出口强度 （ ｌｎｅｘｐ）， 即出口规模大

小， 使用 ｌｎ （企业出口总额＋１） 进行定义。 具体到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是， “您企业

的出口总额是多少？”。 出口参与 （ｅｘｐｄｕｍ）， 即出口决策， 若企业的出口总额大于

零则取值为 １， 零出口企业取值为 ０。 关键解释变量为企业税费负担 （ ｔａｘｆｅｅ）， 使

用企业税收和非税负担的综合支出进行定义， 即 （企业的纳税额＋社会保险费＋规
费＋摊派费＋公关招待费） ／销售收入。 该比值越大， 则表明企业承担的税负水平就

越高。
税和费都是企业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者构成企业的税负， 后者构成企业

的费负， 这是本文研究企业税费负担的落脚点， 即从现实角度指出我国民营企业

税费负担的来源， 主要包括各种规费、 摊派费、 社会保险费、 纳税额， 又与广义

宏观税负内涵基本一致， 测度了企业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收和费用， 有助于全面

认识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负担。 因此， 本文界定的税费负担是指企业向政府缴纳

的各种税收和主要费种之和， 不再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宏观税费负担环境差异

（吕炜和陈海宇， ２０１５） ［１７］ ， 而是偏重从微观角度区分企业税费缴纳多寡对企业出

口发展挤占的影响， 直接定量地衡量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大小。 全国民营企业调查

数据较为详实地披露了企业各种税收和费项支出信息，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数

据支撑。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对企业出口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规模越大的企业更

倾向于参与国际市场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０） ［１８］， 新新贸易理论发现企业规模是影响出

口参与的重要因素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４） ［１９］。 研究表明， 企业规模、 企业年

龄、 盈利能力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 （易靖韬， ２００９［２０］； 彭飞和毛德凤，
２０１８； 张健和鲁晓东， ２０１８）。 此外， 管理者特征与企业出口意愿密切相关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ｙｂｏｕｔ， １９９７） ［２１］。
根据既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做法，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１）

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规模 ｌｎｅｍｐ。 其中企业年龄使用 （调查年

份－登记注册年份） 来定义， 企业规模使用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２）
企业财务特征： 净利润率 ｎｅｔｌ， 使用企业净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进行定义。 （３）
企业主个人特征： 政治身份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行业身份 ｈｙｓｆ、 政治面貌 ｄｙｓｆ、 企业家年龄

ａｇｅ、 企业家教育程度 ｅｄｕ。
表 ３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 总体样本

的税费负担为 １１ ３５％， 出口企业为 ８ １３％， 非出口企业为 １１ ８６％， 初步推测

非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可能普遍高于出口企业， 说明过高的税费负担可能不利于

企业的出口发展， 这也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后文中我们将对此推论做出实

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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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出口企业 非出口企业 总体样本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ｌｎｅｘｐ 出口强度 ７ ０２９ １ ９４７０ ０　 　 　 ０　 　 　 ０ ９５６０ ２ ５１４４ １２ ３８２

ｅｘｐｄｕｍ 出口参与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３６０ ０ ３４２８ １２ ３８２

ｔａｘｆｅｅ 税费负担 ０ ０８１３ ０ ０９３５ ０ １１８６ ０ １４４１ ０ １１３５ ０ １３８９ １２ ３８２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年龄 １０ ０９００ ４ ７３３３ ８ ２２０６ ４ ８５５２ ８ ４７３２ ４ ８８０７ １１ ９９８

ｌｎｅｍｐ 企业规模 ５ ２６５６ １ ２９９８ ３ ６２４３ １ ５７５０ ３ ８４９７ １ ６４０５ １２ １６３

ｎｅｔｌ 净利润率 ０ ０６０６ ０ １０６３ ０ ０９５６ ０ １８５３ ０ ０９０７ ０ １７６９ １１ ７４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政治关联 ０ ６０１０ ０ ４８９８ ０ ４０２２ ０ ４９０４ ０ ４２９３ ０ ４９４９ １２ ３８２

ｈｙｓｆ 行业身份 ０ ８１１８ ０ ３９１０ ０ ５９２２ ０ ４９１４ ０ ６２２０ ０ ４８４９ １２ ３８２

ｄｙｓｆ 政治面貌 ０ ５３６８ ０ ４９８８ ０ ４０６３ ０ ４９１２ ０ ４２４１ ０ ４９４２ １２ ３８２

ａｇｅ 企业家年龄 ４７ ４５１３ ７ ９０５４ ４５ ４７５２ ８ ６８９２ ４５ ７４３８ ８ ６１３３ １２ ３１０

ｅｄｕ 企业家教育程度 ３ ９３８８ １ １７６８ ３ ７８１０ １ １４９２ ３ ８０２５ １ １５４２ １２ ３８２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稳定出口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结

构转型的双重挑战下， 如何稳定出口， 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课题。 然

而， 不论是学界、 工商界还是政界， 都普遍认识到税费负担过重问题， 制约了民营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那么税费负担是否会阻碍企业出口， 降低出口规模呢？ 这是本

部分实证设计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 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强度： ＯＬＳ 估计

首先根据模型 （１）， 使用 ＯＬＳ 方法对企业出口规模进行检验， 估计结果见表

４。 第 （１） 列仅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省份－年份效应， 税费负担系

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 第 （２） 列加入了企业特征因

素， 即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 此时税费负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变小， 说明

控制企业特征能够有效降低遗漏变量偏误。 第 （３） 列进一步纳入了企业财务特

征， 即加入企业净利润率变量， 第 （４） 列加入了企业主特征因素， 包括政治身份、
行业身份和党员身份等， 第 （５） 列加入了企业主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因素。 表 ４ 的估

计结果显示， 税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均至少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税费负担对

企业出口规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企业承担的税费负担越重， 其出口份额越低。
（二） 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决策：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

由于出口参与是离散型变量， 我们根据模型公式 （２）， 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出

口参与进行实证检验。 同表 ４ 依次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 表 ５ 的估计结果显示， 税

费负担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税费负担对出口参与同样有显著

的不利影响， 即税费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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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强度： ＯＬＳ估计

变量
出口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８７２∗∗∗ 　 　 －０ ３７９∗∗ 　 　 －０ ３９８∗∗ 　 　 －０ ３９０∗∗ 　 　 －０ ３９６∗∗∗

（０ ２１１） （０ １５０）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７） （０ １３３）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ｅｍｐ ０ ４７０∗∗∗ ０ ４８０∗∗∗ ０ ４６３∗∗∗ ０ ４５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８）

ｎｅｔｌ ０ １０７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１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１） （０ １４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０ １２３∗ ０ １１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３）

ｈｙｓｆ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ｄｙｓｆ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０）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ｅｄｕ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０）

＿ｃｏｎｓ １ ２３５∗∗∗ －０ ８８３∗∗∗ －０ ５８７∗ －０ ８９６∗∗∗ －０ ７０７∗∗

（０ １９５） （０ ２７６） （０ ３３７） （０ ２９２） （０ ３３５）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Ｒ２ ０ ２０８ ０ ２６７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９
样本数 １１ ６７３ １１ １３９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５７４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５　 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参与： Ｐｒｏｂｉｔ估计

变量
出口参与

（１） （２） （３） （４） （５）

ｔａｘｆｅｅ 　 －１ ０６８∗∗∗ 　 －０ ７７９∗∗∗ 　 －０ ６８４∗∗∗ 　 －０ ６８５∗∗∗ 　 －０ ７１４∗∗∗

（０ ２４１） （０ ２３６） （０ ２２３） （０ ２２６） （０ １９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ｌｎｅｍｐ ０ ３６８∗∗∗ ０ ３６７∗∗∗ ０ ３５０∗∗∗ ０ ３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６）

ｎｅｔｌ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３ －０ １１３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７） （０ ２４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７）

ｈｙｓｆ ０ １７７∗∗ ０ １７５∗∗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ｄｙｓｆ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８）

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ｅｄ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０）

＿ｃｏｎｓ －１ ０７７∗∗∗ －２ ８３９∗∗∗ －２ ８７２∗∗∗ －２ ９５７∗∗∗ －３ ３５２∗∗∗

（０ ０６４）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６） （０ １８７）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０ ４６８ ９ ９３４ ９ ４６１ ９ ４６１ ９ ３７５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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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样本选择问题：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估计法

由于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出口， 很多企业的出口总额为零， 如果仅使用

ＯＬＳ 方法对样本进行估计会出现样本选择性偏差， 并且企业的出口规模与出口参与

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 我们借鉴 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０８） 的方法来消除

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 根据出口参与方程 （２） 首先估计企业的出口参与概率l，
再将l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出口规模方程 （３） 进行回归， 如果方程 （３） 得出的l系

数显著且不为 ０， 这就说明确实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 直接使用 ＯＬＳ 和 Ｐｒｏｂｉｔ 方法

将得到错误估计，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表 ６ 报告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 l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且大于

０， 说明基准回归模型中很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是有效的。
第 （１） — （３） 列是对出口参与的估计结果， 依次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 税费负

担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 与上文 Ｐｒｏｂｉｔ 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第 （４） — （６） 列是

对出口强度的估计结果， 税费负担的估计系数也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与前文的

ＯＬＳ 方法的估计结果也是一致的。 这说明税费负担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出口发展，
如果采取降低税费负担的税收政策， 将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

表 ６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出口参与 出口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６１５∗∗∗ 　 　 －０ ６１７∗∗∗ 　 　 －０ ６３８∗∗∗ 　 　 －２ １９３∗∗∗ 　 　 －２ ２９１∗∗∗ 　 　 －２ ３０１∗∗∗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７） （０ ２２１） （０ ５５５） （０ ５５８） （０ ５４８）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ｌｎｅｍｐ ０ ３６３∗∗∗ ０ ３４５∗∗∗ ０ ３４０∗∗∗ １ １５２∗∗∗ １ １０１∗∗∗ １ ０５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２） （０ １４９）

ｎｅｔｌ
－０ １６０ －０ １６１ －０ １７４ －０ ４２１ －０ ４４６ －０ ３９９
（０ １８０）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３）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０ ０３４ ０ ０１３ ０ ３８４∗∗∗ ０ ３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７） （０ １０１） （０ ０９８）

ｈｙｓｆ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２）

ｄｙｓｆ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１３５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８９）

ａｇ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ｅｄｕ ０ ０７５∗∗∗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０）

＿ｃｏｎｓ
－２ ６５８∗∗∗ －２ ７３５∗∗∗ －３ １４２∗∗∗ －１ ５０８ －１ ７１５ －１ ６０７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５） （０ ２１９） （１ ８６９） （１ ９１９） （１ ９８７）

l
１ ３４０∗∗ １ ３７０∗∗ １ １７９∗

（０ ６７１） （０ ６７７） （０ ６３５）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５７４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６２７ １０ ５７４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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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法

Ｈｅｃｋｍａｎ 方法有助于解决样本的选择偏误问题， 但是对遗漏变量、 互为因果和

测量误差引致的内生性问题， 缺乏充分的依据。 由于研究数据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基于政策评估方法可能会受到较大的阻碍。 而对于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法在国内

外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因此， 本文借鉴 Ｃａｉ 等 （２０１１） ［２２］、 Ｗａｎｇ 和

Ｙｏｕ （２０１２） ［２３］的做法， 以地区－行业均值平方项 （ ｉｖ１）、 地区－行业－年份均值平

方项 （ｉｖ２） 作为企业税费支出的工具变量， 表 ７ 报告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

果。 从 Ｗａｌｄ 检验来看，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内生性问题。 从

（１） 和 （３） 列结果来看， 工具变量与税费负担的影响显著为正， 满足相关性要

求。 从 （２） 和 （４） 列结果来看， 税费支出对出口强度和出口参与的影响在 １％水

平上显著为负， 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证实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７　 内生性问题处理： 基于工具变量的检验

变量
ＩＶ－２ＳＬＳ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税费负担 出口强度 税费负担 出口参与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ｆｅｅ
－１ ６２３∗∗∗ －４ ９５０∗∗∗

（０ ４２７） （０ ８７２）

ｉｖ１
０ ４３１∗∗∗ ０ ５８４∗∗∗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８）

ｉｖ２
１ ３４６∗∗∗ １ ３１４∗∗∗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６）

＿ｃｏｎｓ
０ ０９６∗∗∗ －１ ８６７∗∗∗ ０ ０９２∗∗∗ －３ ２９６∗∗∗

（０ ０１４） （０ ３１４） （０ ０１５） （０ ３２１）

Ｆ 统计量
１８１ ７８６ １８１ ７８６ １６ １０ １６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Ｗａｌｄ 检验
１８１３ ７３ １４０８ ８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 Ｒ２ ０ ３０５ ０ ２５９ ０ ２８２ —
样本数 １１ １５３ １１ １５３ １０ １６４ １０ １６４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方括号内是检验的 ｐ 值。

（五） 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模型设计中， 我们控制了可观测的企业层面因素， 但是与企业出口行为

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没有涵盖在内， 例如出口退税政策。 因此，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需要检验是否会受到这类宏观因素的冲击。 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检索， 发

现自分税制改革以来，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 可以看出， 出口退税政

策的变化是在全国层面展开， 没有地区之间的差异， 同时， 政策变化主要涉及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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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产品类别的调整。 因此，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有必要纳入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同行业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这就涵盖了出口退

税政策因素的影响。 表 ８ 的 （１） — （２） 列分别报告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强度

和出口参与的影响。 结果显示， 税费负担 （ ｔａｘｆｅｅ） 变量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负， 说明本文的基准结论不太可能受到出口退税因素的干扰。
企业性质和地区执行力度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企业税费负担缴纳强度不同， 进而

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 有必要纳入企业性质和地区执行力度， 检验结论

是否稳健。 一方面， 从市场化指数下的 “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 细项考查地区税

费执行环境 （吕炜和陈海宇， ２０１５）， 该指标的数值越大， 说明政府实施减轻企业

负担的执行力度越大， 企业所承担的税费负担就越小， 同时我们在模型中纳入了省

份－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同地区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一定程度

上能够消除地区税费执行力度的差异。 另一方面， 企业性质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到税

费缴纳的强度， 进而影响出口行为。 然而， 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民营企业， 无法获

取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税费负担和出口数据。 基于现有数据的披露信息， 在基准

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企业类型的差异。 在调查数据中， 企业类型主要包括独

资企业、 合伙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公司。 对这一类型进行控

制， 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税费政策在企业间的差异。
表 ８ 的第 （３） 和 （４） 列报告了控制地区税外负担执行力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

企业税费负担 （ｔａｘｆｅｅ） 系数显著为负，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指标 （ｓｗｆｄ） 系数显著为

正， 证实了地方政府减轻企业税外负担的执行力度越高， 企业税费负担越轻， 越有利

于改善企业出口环境， 促进企业出口发展。 最后两列报告了控制企业类型的影响。 结

果显示， 税费负担系数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证实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８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控制行业－年份效应 控制地区执行力度① 控制企业类型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４２２∗∗∗　 　 －０ ７２９∗∗∗　 　 －０ ５１９∗∗∗ 　 　 －０ ８０７∗∗ 　 　 －０ ４３４∗∗∗ 　 　 －０ ７４９∗∗∗

（０ １３０） （０ １９５） （０ １７２５） （０ ３２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９５）

ｓｗｆｄ ２ １９３∗∗∗ ０ ４８０∗∗∗

（０ ０６１） （０ １５３）

＿ｃｏｎｓ ０ ９８５∗∗ －３ ２６３∗∗∗ －３２ ６１２∗∗∗ －１０ ９０５∗∗∗ －０ ３０４ －３ ３６２∗∗∗

（０ ３７９） （０ ２３３） （０ ９５８） （２ ３７７） （０ ３９１） （０ ２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Ｒ２ ０ ２６９ ０ ３４６ ０ ２７３ ０ ３６４ ０ ２６９ ０ ３４７
样本数 １０ ５７４ ８ ８５４ ７ ２８１ ６ ３３７ １０ ４６４ ８ ７６７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８８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①樊纲等 （２０１１） 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仅公布了 ２００９ 年之前的 “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 细分指标，
此后公布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没有涉及细分指标数据， 因此， 我们使用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９ 年的样本数据进

行检验。



（六） 税费负担与企业出口行为： 机制讨论

已有研究发现， 在减税过程中， 投资、 创新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发挥了重要作

用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Ｌｉｕ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５；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２４］；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ｏ， ２０１９［２５］）。 理论上， 投资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 生产率水平越高， 产

品和服务的出口优势越明显。 因此， 本文尝试从投资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生产率 （ ｌｐ）、
创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角度来揭示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作用机制。 其中， 企业

投资使用企业总投资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毛德凤等， ２０１６） ［２６］， 劳动生产率使用单

位职工的销售收入表示 （易靖韬， ２００９）， 研发创新采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投

入来衡量， 以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以降低异方差的干扰。
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Ｈａｙ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７］， 首先检验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的

影响， 这在表 ４ 和表 ５ 中已经得到； 然后考查税费负担对中介变量 （企业投资、 劳

动生产率、 研发创新） 的影响， 预期税费负担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意味

着减轻税费负担有助于扩大投资、 提升研发意愿、 促进生产效率； 最后将税费负担

变量和中介效应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框架中， 揭示中介效应在税费负担影响企业出口

行为的作用。
表 ９ 报告了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从 （１）、 （４）、 （７） 列结果可以看出， 税费负担

对企业投资、 研发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与理论预期相符， 表明税费

负担越高， 对企业投资和研发创新的挤出越多， 生产率损失越大。 以出口强度为考查

表 ９　 中介效应检验： 基于投资、 劳动生产率、 研发创新的视角

变量

企业投资 研发创新 劳动生产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ｌｐ ｌｎｅｘｐ ｅｘｐｄｕ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４０２∗∗ －０ ３５５∗∗ －０ ７１３∗∗∗ －０ ２１４∗ －０ ３１６∗∗ －０ ６６３∗∗∗ －４ １３５∗∗∗ －０ ３６６∗∗ －０ ７６４∗∗∗

（０ １９３） （０ １３５） （０ ２２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４４） （０ ２２３） （０ １７８） （０ １６１） （０ ２３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 ３４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４）

ｌｐ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ｃｏｎｓ
０ ２５０ －０ ９０５∗∗∗ －３ ２０４∗∗∗ －１ １１０∗∗∗ －０ １９７ －３ ０２７∗∗∗ ２ ２５９∗∗∗ －０ １０２ －２ ６０２∗∗∗

（０ ２５３） （０ ２７１） （０ １７４） （０ ２５７） （０ ２３４） （０ １９３） （０ １５９） （０ ２５０） （０ １４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Ｒ２ ０ ３８３ ０ ２７０ ０ ３４６ ０ ３６１ ０ ３１２ ０ ３７５ ０ ３１６ ０ ２２５ ０ ３０７

样本数 ８ ０１８ ８ ０１８ ６ ６３４ １０ １３９ １０ １３９ ８ ７１９ １１ ０８２ １１ ０８２ ９ ８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伪 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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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２）、 （５）、 （８） 列同时加入税费负担和中介变量后， 结果显示， 一方面，
企业投资、 研发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对出口强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表明提高企业投

资、 研发创新和生产率能够显著增加企业出口强度。 另一方面， 从税费负担系数大

小来看， 相较于表 ４ 基准回归中的税费负担系数 （－０ ３９６）， 此时税费负担系数在

不同程度的下降， 进一步印证了企业投资、 研发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是税费负担影响

出口规模的重要机制。 以出口参与为考查对象， （３）、 （６）、 （９） 列的机制分析发

现， 投资、 创新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均至少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

明这些因素确实是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参与意愿增强的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 由

于出口参与是离散型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不能直接比较大小， 不过其系数

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基于此， 我们认为， 降低企业税

费负担有助于扩大投资、 增加研发创新水平， 改善生产效率， 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

出口发展。

五、 异质性讨论

（一）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行业差异

表 １０ 报告了不同行业的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生

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５）， 将民营企业的行业大致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 非生

产性服务业两个大类。 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 信息服务业、 批

发零售业、 金融业、 租赁业、 科研技术等行业， 非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居民服务

业、 教育业、 卫生业、 文化体育业、 公共管理业等行业。 从表 １０ 的估计结果看出，
税费负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显著为负， 而对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不明显。 可

能是因为， 我国企业出口中更多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参与了国际竞争， 这些行业对税

费负担较为敏感， 尤其在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背景下， 税费成本无疑加重了关税成

本， 对出口决策和出口强度的影响更加不利。 而对国际参与度较低的非生产性服务

业来说， 出口贸易不是其关注的焦点， 因此， 税费负担对出口行为的反应不够敏

感。 这一结论为我国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 降低税费负担指明了方向。

表 １０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不同行业

变量
出口强度 出口参与

生产性服务业 非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非生产性服务业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３８０∗∗∗ －０ ２５７ －２ ６９７∗∗∗ －６ ２４１
（０ １３３） （０ １５７） （０ ９０７） （４ ４４３）

＿ｃｏｎｓ
－０ １８７ －０ ０１９ －１ ７８８∗∗ －８ ３２９∗

（０ ２３１） （０ ３６７） （０ ８４４） （５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３ ０３７ ６１１ １ ０７３ ９８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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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地区差异

表 １１ 报告了不同地区的税费负担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从出口强度来看，
税费负担明显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规模， 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从

出口参与来看， 税费负担不仅明显抑制了东部地区的出口参与， 还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中西部企业的出口概率。 可能是因为， 东部地区集合了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

利、 经济基础发达、 政策优惠等诸多优势， 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份额普遍较高。
但是过高的税费负担是阻碍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而出口行为受到

税费负担的影响非常大。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 交通成本较高、 市

场需求较低， 企业出口偏低， 对外贸易发展落后， 也就是说， 除了税费成本影响企

业出口外， 对于中西部地区， 制约企业出口行为的因素有很多， 因此， 税费负担的

边际影响较弱。 不仅有市场因素， 还有思想等诸多非市场因素， 对企业出口行为影

响较大。 当然， 税费负担也会对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只不过相

对较弱。 因此， 政府不仅要大规模、 实质性地为民营企业减轻税负， 还应实施有利

于鼓励中西部企业 “走出去” 的战略政策， 推动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 “走出去”
战略比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更为迫切。

表 １１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不同地区

变量
出口强度 出口参与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６４１∗∗ －０ ０４５ －０ ８１１∗∗∗ －０ ４４５∗

（０ ２１６） （０ １０５） （０ ２４６） （０ ２６１）

＿ｃｏｎｓ
－１ １６６∗∗∗ －０ ２５６ －３ ３７７∗∗∗ －７ １６２∗∗∗

（０ ３４８） （０ ２１７） （０ ２１７） （０ ５１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６ ４６７ ４ １０７ ６ １４８ ２ ９９５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企业发展阶段差异

表 １２ 反映了成熟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税费负担对出口行为的影响。 以企业年龄

的中位数将企业划分为初创企业和成熟企业。 结果显示， 无论是从出口强度还是出

口参与， 税费负担对初创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 对成熟企业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其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成熟企业的成立时间长， 企业运营模式、 管理制度等较为完

善， 盈利能力更强， 受税费负担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 而初创企业的成立时间较

短， 企业正处于成长期， 加上管理模式、 资金运营、 发展战略等不稳定， 企业盈利

能力相对较弱， 企业发展受税费负担的影响较大。 因此， 税费负担政策设计， 要尤

其重视对初创型企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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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

变量

出口强度 出口参与

初创企业 成熟企业 初创企业 成熟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４６８∗∗ －０ ２９０ －１ ０５４∗∗∗ －０ ３７８∗

（０ １７７） （０ ２２１） （０ ４０４） （０ ２２２）

＿ｃｏｎｓ
－０ ８１７∗∗ －１ ０２２∗∗ －３ ５２６∗∗∗ －３ ２０８∗∗∗

（０ ３７０） （０ ４６５） （０ ２４２） （０ ４６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７ １９３ ３ ３８１ ５ ８２５ ２ ４５５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政治关联差异

表 １３ 比较了政治关联企业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的税费负担差异对企业出口行为的

影响。 以企业主是否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度量企业的政治关联。 结果显示，
税费负担显著降低了非政治关联企业的出口强度和出口参与程度， 对拥有政治身份的

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可能是因为， 企业主的政治身份是维系政企关系的重要纽带， 拥

有政治关联身份能够给企业带来无形的政治资源与政策优势， 企业获得政府 “援手”
的机会更多， 从而抵消了税费负担的冲击。 而非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遭受地方政府的

寻租和抽租行为， 出口成本显著增加， 导致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显著下降。

表 １３　 税费负担与出口行为： 政治关联与非政治关联身份

变量

出口强度 出口参与

政治关联 非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 非政治关联

（１） （２） （３） （４）

ｔａｘｆｅｅ
－０ ２６５ －０ ５７７∗∗∗ －０ ２７９ －１ ４９０∗∗∗

（０ ３３３） （０ １７０） （０ ３１７） （０ ３２０）

＿ｃｏｎｓ
－１ ５４３∗∗∗ －０ ５００ －３ ０９３∗∗∗ －３ ７７９∗∗∗

（０ ５４１） （０ ２９８） （０ ３１４） （０ １６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４ ５８９ ５ ９８５ ３ ６６４ ４ ３２５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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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 采用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和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方法， 考查了企业税费负担对出口决策和出口深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企业税费负担显著制约了企业出口参与， 降低了企业出口规模。 在考虑样本自选择

和内生性问题后，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回归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再次证实税费负担

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制约作用。 异质性检验表明从行业维度来看， 税费负担严重制约

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出口行为。 从地区维度来看， 税费负担对东部地区的出口行为

抑制更为明显， 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外贸型企业更为

集中。 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来看， 初创型企业出口行为更容易遭受税费负担的冲

击， 成熟型企业冲击相对较小。 从企业政治关联角度来看，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

关联能够有效降低税费负担强度， 弱化税费负担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而不具有

政治关联的企业， 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会显著受到税费负担的冲击。
在国际减税浪潮和逆全球化形势扩大的环境下，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对我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顺利转变构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

税制设计重点、 减税导向、 减税方案等， 对于减税降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较

大的优化空间。 此外， 企业发展的根基在于技术创新， 企业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

的 “保驾护航”， 也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 只有政府与企业协同发力， 才能实现提

质增效的重要目标。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减税和降费举措并举。 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 也要着眼于费， 充分挖掘

费的降低空间， 切实降低企业出口成本。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 提升

企业竞争力和市场空间， 需要顶层政策设计的支持。 我国政府应大力实施减税和降

费的并举措施， 降低企业成本， 尤其是税费成本， 以此提升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内

在动力和创造活力。
第二， 企业要实施创新驱动和 “走出去” 并举战略， 推动内涵式发展。 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企业应充分利用减税降费的政策机遇， 增

强 “走出去” 意识， 迎难而上， 争取更大发展空间。 面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

的新形势以及我国外贸结构不断调整的新要求， 企业不仅要充分发挥出口规模优

势， 更要注重培育自身的出口质量优势， 努力发展以提高产品附加值、 开发核心技

术的外贸新优势， 积极打造新的外贸增长点， 培育贸易发展新模式体系， 进一步提

升自身开拓国际市场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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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Ｏ Ｄｅｆｅｎｇ　 ＬＩＵ 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ｅｌ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ａｘ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ｓｔｓ， ａ ｆｉｒｍ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ｉｎｇ ｓｅｌ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ｔ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ｎｏ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ａｘ Ｂｕｒｄｅ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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