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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微评

“企业税负过重”

需减免而非转嫁个人

□

江苏 吴江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各国都希望别国来实行刺激政

策，从而带动其自身出口，这是一厢

情愿的想法。 欧洲国家债务负担仍

非常高，没有财政刺激的空间，其问

题主要集中在结构性失业和债台高

筑上， 这是几十年来福利制度和市

场管制所造成的结构性障碍， 非财

政刺激可解决。

张茉楠

经济学博士后

如果美元持续走强， 海外投资

者持续减持离岸人民币， 人民币即

期汇率下跌， 不仅会导致很多持有

美元贷款的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并

将增加海外融资成本风险， 可能对

中国“去杠杆化”带来冲击。高层应

保持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通畅、稳定，

避免负面市场预期的叠加。

赵庆明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

25

日，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对美

元即期交易价与开盘中间价相当一

致，这在汇改以来可能尚属首次，极

为难得。 我的理解是外汇市场上对

未来的预期已经高度分化， 也就是

看涨的与看跌的大体相当， 这有利

于消除无风险套利空间， 有利于抑

制套利资金的流入。

管清友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

车”中，出口的增速已经降下来了。

消费和投资领域也有一定调整，当

前中国面临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的

期限错配。 我们采取改革的措施都

是中长期的， 见效可能要稍微慢一

点， 所以特别需要决策层有一个对

经济增长下滑的基本容忍。

据《京华时报》昨日的报道，中国财

税法学研究会等在京主办的“第二届卓

亚法治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出 ， 我国税负的

90%

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 建议通

过税制改革增加居民个人缴纳税收的

比重。

有道是“独木难支”，究竟是将

90%

的体重由一条腿来承担，还是把压力平

均分摊到两条腿上使其更加平衡，答案

当然不言而喻。相比压力本身 ，压力如

何分担其实同样关键 。在这方面 ，税收

结构当然也应有合理的压力分担机制

及其平衡性的考量。 以这一视角来看，

当税负的

90%

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

上，承担着过高比例税负的企业 ，的确

难免“独木难支”的困境。

无论是要建立更加合理平衡的税

负结构，还是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税负结构的调整 、减轻企业税负占

比都绝对是必要的。

既然如此， 在宏观税负的组成中，

除了企业税便是个人税，那么结构的调

整意味着个人缴纳税收比重上升，要说

也是句大实话。不过 ，如果简单地从我

国直接个人所得税占比的现状便得出

个人缴纳税收偏低的结论，不仅有失偏

颇，更显得草率。

有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税负更

是有其转嫁效应。 正如房产税的征收，

最终承受代价的未必是炒房者而多半

是买房人一样 ， 企业税负尽管看似高

昂，但却必然会被转嫁到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中，最终为这些税负埋单的也仍然

是居民个人。最典型的莫过于近期电动

汽车厂商特斯拉

Model S

的中国报价 ，

相比美国车价高出

30%

的增值部分，源

自增值税、关税等各种税负 ，这些税负

虽然是加在企业头上的，但谁能说国内

消费者没有为这一税负埋单呢？

可见，个人承担的税负并不直接反

映在个人税单上，企业税负最终也仍然

要由个人承担 。 真要计量个人税负占

比，则更需将企业税负转嫁而来的间接

税计入。

基于此，国内税负结构的确存在问

题，但更亟待求解的问题恐怕仍是 “总

税率”过高。至于增加个人缴纳税收的

比重， 也不应是简单地将企业税负转

嫁。降低和减免企业税负 ，同样可以实

现税负结构平衡，并让“总税率”真正趋

向合理。

本轮人民币汇率争夺战央行大胜

近一周关于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争

论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 说余额

宝们是金融“吸血鬼”、“寄生虫”，这固

然过于夸大，也忽视了它积极的一面，

不过在此

A

股的投资者倒不妨想一想，

这种高利率产品的出现， 对股市来说

意味着什么？

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 相对

于股票市盈率来说， 银行的存款利率

是其倒数， 即可以把存款利率的倒数

视为其市盈率， 以此作为测算收益水

平的依据。举个例子，某股票市盈率是

10

倍， 相当于在其收益水平不变的情

况下， 投资者要持股

10

年才能使得所

持有股票的净资产翻番。 与之对应的

是，如果银行存款利率是

10%

，如果只

简单地比对而不考虑两种投资品间的

风险差异，也可以说这张储蓄单的“市

盈率”（严格说是本益比）为

10

倍。

讲清楚了这点， 就可以大致看出

利率与股市的关系———很简单， 假如

市场利率低， 那么投资者对股市的市

盈率要求也会比较低。 现在银行一年

期利率是

3%

，换算成“市盈率”大致是

33.33

倍。当然，股票的定价比较复杂，

要参考多种因素，需要计算风险补偿，

并且还要结合动态市盈率指标。 但客

观上普通的静态市盈率还是分析的基

础。 中国股市现在的平均市盈率只有

10

多倍，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股价便宜。

但问题在于

3%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化利率， 现在资金市场上的无风险收

益率一般在

6%

，甚至更高的水平，即便

只按照

6%

来计算， 那么对应的市盈率

就是

16.66

倍。显然以这个标准衡量，当

前沪深股市的股票不能算便宜。

存款利率作为衡量股市的一个影

子指标，悄悄地影响着股市。这也就是

为什么在市场资金收紧、 无风险收益

率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股市必然会下

跌的原因。过去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

恐怕无缘享受这种很高的无风险收

益， 但余额宝的出现恰恰改变了这一

局面。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在中

小投资者都能很方便地通过余额宝获

得

6%

乃至更高的收益时， 的确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其投资股市的兴趣。

换言之，此时如果他想要买股票，

一定需要提供更高的风险补偿， 也就

是要求股票价格更低，成长性更好。一

些大蓝筹股，尽管效益不错，但成长性

一般，同时股息率也达不到

6%

的水平，

自然不容易被看好。 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说，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市场基金，客

观上已经跨界成为蓝筹股的一个竞争

对手。进一步说，高利率的存在，对股

市的运行是有负面作用的。

但人们不能因此把这个责任归咎

于余额宝，因为它只是高利率在市场上

的表现形式，而它所具有的普惠金融色

彩更是让老百姓享受到了一个相对高

的利率。说余额宝推高了利率，这是本

末倒置。 如果没有市场上的高利率，余

额宝哪来的高利率呢？前几年货币市场

基金不就只有

3%~4%

的利率吗？试图封

杀余额宝，将老百姓排除在享受高利率

的队伍之外，这是典型的金融歧视。

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高利率对

于股市不利的一面。 如果大家都沉浸

于高利率，回避风险投资，这不仅仅是

股市的不幸， 甚至还会给国民经济带

来不幸。事实上，现在高利率对实体经

济的打击已经很明显了。因此，化解在

货币大量投放背景下仍然出现的高利

率问题，切实推进利率市场化，让利率

能够自由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真正使

得金融业能够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这个课题很重大，远比争议余额宝

的存在是否合理要有价值得多。

投稿邮箱：

cdsbsypl@163.com

□

桂浩明（申万研究所）

大幅下跌

6

天后，人民币汇率终于

暂停跌势，开始企稳。

2

月

26

日，银行间

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

美元

兑人民币

6.1192

元， 前一日为

6.1184

，

下跌

8

个基点。当天即期市场人民币汇

率上升。

惊魂未定的全球人民币汇率交易

者正在盘点亏损数额， 而全球的人民

币投资者也开始触碰到尖利的虎牙 。

值得欣慰的是， 中国央行在此战中大

获全胜。

首先此役改变了市场对人民币单

边升值的预期。由于此前中国央行允许

人民币逐步升值，投资者获得了金额不

大但预期明确的回报。数据表明，虽然

大多数新兴市场基金出现亏损，但过去

一年主要投资人民币和人民币计价债

券的基金却获得了大约

5%

的回报率。

单边升值预期形成了庞大的套利

套汇群体，投资、使用人民币的人数急

剧上升。央行此前发行大量人民币，一

旦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 人民币将成

为与日元一样的全球重要套汇套利货

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不必等

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出手， 人民币就可

能被炒煳了。 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

币保持坚挺， 当时全球基金在东南亚

呼啸而过，想必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

货币为经济与就业服务， 人民币

汇率为中国经济稳定服务。中国政府力

推金融市场化，在上海自贸区出台一系

列金融新政， 放开当地居民

300

万美元

以下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扩大跨境

资金流，下一步可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

汇率浮动区间。一国利率、汇率同步改

革，相同于蝉蜕皮，是风险最大最软弱

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利率市场化汇率自

由化还能保持经济平稳的国家屈指可

数，德国是成功典范，印度迈出了一小

步，日本还在挣扎。央行将尽全力瓦解

全球套利者对人民币的冲击。

其次，套汇套利亏损，实实在在改

变了人民币的单边升贬值预期。

6

天下

跌，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挫

0.8%

，

相当于去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3%

的

27%

，让使用高杠杆购买人民币结构性

产品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接受《华尔街

日报》采访的交易员表示，人民币一旦

跌至这些价位，可能触发押注人民币升

值的数十亿美元高杠杆头寸遭平仓。与

人民币挂钩的最受欢迎的衍生品是“目

标可赎回远期合约”， 这是一种杠杆押

注，在人民币升值时，每个月都能获得

回报， 但当人民币贬值到一定水平时，

损失会开始迅速累积。摩根士丹利分析

人士预测， 假设合约平均还有一年到

期，那么一旦人民币对美元跌破一个具

体的水平，人民币每再下跌

0.1

元，买家

一个月就会损失约

5

亿美元。

第三，经此一役，央行将收回人民

币价格主导权。

离岸人民币汇率跟随境内汇率

走， 通常而言， 离岸人民币汇率有升

水，说明国际市场更看好。但这一套利

空间现在趋于消失， 月初人民币离岸

市场汇率较境内市场高

0.6%

，

24

日已

基本持平。

不必担心人民币失控下挫， 巨额

的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成为人民币的

托底物。因此，在近一两年内，无论经

济如何疲软， 央行控制人民币汇率的

能力无可怀疑。

余额宝们“无辜地”给A股造成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