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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评论

税负水平高不高，看数据不如看“疗效”

前期 “我国上半年宏观税负达到

44%

”余波未平，又有声音表示，我国人均

宏观税负高达

6338

元。不过却有权威媒体

报道认为，

44%

的测算是半年数据， 存在

计算方法上的问题。专家称，就 “科学测

算”而言，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仅为

35％

，

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

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到底高不高 ，

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要正确判

断， 一要问有多高， 二要问计算科不科

学。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 ，

可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计

算标准。

给出

44%

这个数据的国家税务总局

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 宏观税负一般包

括

4

项内容 ： 公共财政预算 、 政府性基

金 、社会保险基金 ，以及国有经营性资

产收入 。

4

项加起来 ，

2014

年上半年基本

占到了

GDP

的

44%

。 但是反方辩友却认

为，这个数据“不科学”，因为政府收入的

四大块之间是存在交叉重复的 ， 比如 ：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包括了财政补助收

入 ； 同时半年数据可能会导致分子变

大 ，分母变小 ，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国

的税负水平。

但是，

35％

的数据就准确和科学么 ？

的确，社保基金有重复计算之嫌，但要知

道， 列入的国有经营性资产收入数据不

过

500

亿元。 在

2013

年， 国企的利润达到

2.4

万亿元，其中央企利润达到

1.3

万亿元。

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 利润并不完

全来自竞争， 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其他

企业和公众财富的挤压效应。另外，庞大

的政府债务，需要用未来的税收来偿还，

本质上也是一种宏观税负。 至于很多预

算外运行的非税收入， 如乱收费和乱罚

款，则是一笔糊涂账。

也就是说， 宏观税负的口径可宽可

窄，再加上不够透明，要证明税负水平高

和不高，都很容易，按需取材就是了 。相

关讨论难免沦为一场公说公有理、 婆说

婆有理的口水仗。

中国税负水平高不高， 看数据不如

看“疗效”。所谓疗效，一方面固然是指税

负 水 平 要 和 纳 税 人 的 福 利 水 平 相 一

致———毕竟纳税人交税就是为了购买公

共服务； 另一方面还指税负水平要有利

于经济发展。前者是税负的去向，后者是

税负的来源。

道理很简单，税负不是无源之水，需

要经济发展提供活水源泉。 调节税负的

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和

经济结构调整。 即便把税负作为政府收

入最大化的目标， 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功

能。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就主张政

府必须保持适当税率， 才能保证较好的

财政收入。税率太高，投资者被吓跑 ，经

济活动不发生，反而收不上税来 。因此 ，

不能只考虑短期利益竭泽而渔， 而更要

考虑长远利益放水养鱼。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和调结构

的双重压力。严峻的现实是，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税负过重， 已经成为供给方的

巨大压力；而纳税人的税负过重，则成为

消费需求不振的沉重包袱。 这就要求实

实在在地降低税负， 不做宏观税负高不

高的数据游戏。

车管所不放过

40

所驾校， 从学员信

息录入、预约考试到考试通过，关关“雁

过拔毛”，所长受贿近

300

万元，临时工也

不落空， 贪污

30

万元……一本小小的机

动车驾照，背后竟牵出令人瞠目的腐败，

河北省石家庄市车管所第三分所

20

余人

“沦陷”其中。如何防范“车考腐败”重演，

强化监督成为关键。

驾考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车考腐

败” 因此也是世上最危险最致命的腐败。用

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话说，考生通过给考官塞

钱获得驾照而不是凭驾驶技术拿驾照，童话

都不敢这么写！可惜，童话里不敢写的，现实

生活中却比比皆是。传说中的“车考腐败”，

大概要算最广为人知的腐败之一。

去年， 广东湛江车管所全所

42

名驾

驶证主考警官全部涉案， 其中

39

名警官

合计上缴贿金

2100

多万元。这次，石家庄

车管所第三分所几乎也是全员 “沦陷”。

为什么“车考腐败”都是窝案？最主要的

原因是外部监管稀缺。

王岐山说“要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

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妇孺皆知的

“车考腐败”来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结果是，“车考腐败” 俨然已成 “马路杀

手 ”的 “摇篮 ”。驾考是检验学员驾驶水

平、交规掌握和安全意识的关键环节，如

果考官为了个人利益不负责任， 放出来

的是“马路杀手”，受害的则是不特定人

群。换言之，“车考腐败”其实就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对这样危害巨大的

腐败， 理当监管尤其严格、 惩处尤其严

厉。“马路杀手”上路闯祸，应该严肃追究

考官的连带责任。《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

使用规定》明确规定，对

3

年以下驾龄的

驾驶人发生交通死亡事故的， 倒查考试

发证民警的责任。 但实际上却没有考官

被因此追责的案例。

要严治“车考腐败”，就必须让纸上的

法规走入现实，同时要求交警部门公开交

通事故相关信息，包括驾驶员姓名、培训驾

校、教练员姓名、考官姓名，以接受社会监

督和举报。一旦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不仅

驾驶人要受罚，驾校可能也得退出驾培市

场，考官可能也会被追究责任，惟其如此，

驾考发证才不至于腐败得那么无所顾忌。

开学在即， 正当同学们高高兴兴准

备迎接新学期时， 重庆医科大学的大四

学生小文（化名）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一万多元学费， 不到一小时就被路边残

棋摊骗走，让小文陷入痛苦之中。

一位大四学生竟被并不高明的街头

骗局所蒙蔽， 既遭遇了物质上的经济损

失，也承受了精神上的挫败感和失落感。

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骗子们

欲擒故纵、虚与委蛇、金蝉脱壳的精湛演

技和利益合谋面前， 缺乏人生阅历和社

会经验的大学生不幸成为受害者。

街头的残棋对弈，表面上是技术较

量 ，本质上却是一场赌博和诈骗 。人性

中的贪婪 、好胜 ，让涉世未深的小伙子

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残棋博弈之中，一步

一步越陷越深 。事实上 ，这样的街头骗

局并不少见，受害者也不少。只不过，在

眼球效应时代 ，一旦主人公被贴上 “大

学生 ”的身份标签 ，再加上 “被骗光学

费 ”的悲苦叙事 ，成为舆论焦点也就在

所难免。

在这起街头诈骗案中， 小文是不折

不扣的受害者。 只玩三局就输掉了父母

辛辛苦苦为他挣来的学费， 其内心的痛

苦和煎熬可想而知。然而，面对这位受骗

大学生，汹汹舆论，要么情绪化地指责他

“太傻了”“太幼稚”， 要么简单地将此事

归咎于大学防骗教育缺失， 甚至有人建

议要给大学生开设防骗课程。 这样的情

形，很可能会对受骗大学生造成“二次伤

害”，让大学生群体“躺着中枪”。

大学教育不是万能的 “创可贴”，不

能大学生出现某个方面的问题就开设某

个方面的课程。在现有的大学教育中，包

括防骗教育在内的安全教育并不是没

有，而且还很重要；可惜的是，“纸上得来

终觉浅”，一些大学生对风险社会没有引

起应有的重视和警惕， 直到上当受骗才

追悔莫及。

英国教育家亨利·纽曼曾如此阐释

大学教育的应有之意：“提高社会的思想

格调和公众的智力修养 ， 纯洁国民情

趣”。下棋原本是一个生活情趣，一旦裹

挟了太多功利和算计，就可能迷失方向。

更进一步说， 人必须为自己的疏忽和过

错承担代价；尽管一万多元的“学费”有

些残酷，但如果小文能从中吸取教训，也

未尝不能坏事变好事。

日前， 国务院

14

个部门负责人接受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询问。有委员提出，

目前职业资格许可领域， 一个行业有十

几种甚至几十种职业资格。 有关方面借

机敛财，通过办班、教材、考试收取高额

培训费。 一些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把证

就是找不到工作。人社部负责人回答说，

本月国务院取消了房地产经纪人、 注册

税务师等

11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 到明年将基本完成取消职业资格证

许可事项工作，“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准入类职业资格，一律取消”。

诚然，“考证热”持续很多年了。这个东

西，除对少部分借此敛财的人有益外，对大

部分人而言，实在是劳民伤财瞎折腾。考证

能检验一个人的考试能力， 却不一定能反

映其实际能力。 用证书证明一个人的工作

能力和资格，这多少有些自欺欺人，这种游

戏按道理是玩不了多久的。现实中，很多有

竞争力的企业也早不把所谓的资格证当回

事，但它之所以玩了这么久，与有关方面的

坚持和滥权有直接关系。

人社部负责人的表态推敲起来很值

得琢磨。 它取消的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些

不合适的限制，而是取消“对没有法律法

规依据的准入职业资格”，言外之意是当

下很多职业资格许可本身就无法律依

据，用严格的法律术语讲，无法律依据就

意味着非法。

职业资格许可是在设置职业准入门

槛，其本质是一种权利限制。从依法行政

的角度看，行政部门要做这样的限制，必

须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不能限制。而现

实中，却存在着大量没有依据的限制，说

明在这一领域， 一些部门的权力僭越相

当普遍。

事实上， 非法限制根本不存在取不

取消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不应存在。如

果是非法的却又普遍存在， 那么就应该

强制取缔。你说取消，反倒间接承认了它

们的“合法性”，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一

些行政部门有不依法设置职业许可的权

力。但无疑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非法设置职业资格许可的是行政

权，取消许可的也是行政权。行政权完成

了自我纠错， 但问题是， 这种纠错可靠

吗？如果不纠怎样办？

事实表明， 行政权可以非法设置职

业资格许可，并让它长期存在，同样也可

以取消它。 而行政相对人基本上都是逆

来顺受。 比如一个毕业生， 要进入某单

位，必须要有某个资格证。他可能知道这

个职业准入限制非法， 但几乎没人为此

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不是他不愿抗争，而

是抗争的胜算实在太小，得不偿失。但如

果人们遇到这种限制后， 可以很容易地

通过法律诉讼推翻这种非法侵害， 相信

行政权力的僭越一定会少很多。

所以， 行政权自我纠错只是解决问

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当事人能

真正通过法律对僭越说不， 并获得司法

救济。权力自觉靠不住，需要法治之下的

有效监督和制衡。 如果我们只停留于行

政权自我纠错的层面，并盲目点赞，那么

类似的权力僭越不会减少———迫于压

力，一些僭越可能会被取消，但缘于行政

权内在的自我膨胀和逐利冲动， 又会产

生一些新的非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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