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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２０１３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微观数据，作者采用
ＱＵＡＩＤＳ模型模拟测算了中国开征５０元／吨的碳税对于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福
利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征收碳税会不同程度地增加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

在城市，征收碳税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次之；

而在农村，征收碳税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小。

整体来看，征收碳税对于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改善居民家庭收入不平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碳税对中国居民家庭收

入的分配效应不呈现单一的累退性或累进性特征，作者认为，我国开征碳税

的同时应辅助补贴、税收返回等配套政策，建立碳税收入循环利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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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是２０１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其最重要的
学术贡献就是将对环境尤其是将气候变化引入经济分析中，发展出 ＤＩ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模型和 ＲＩ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ｙ）模型，
用以评估不同经济增长路径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方案的有效性。在碳减排

机制设计上，诺德豪斯认为采用碳税、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市场化的手段，就可以实现经

济与气候之间的平衡。而在众多减排手段中，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高效方式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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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球碳税机制。Ｈｏｅｌ（１９９２，１９９３ａ，１９９３ｂ）、Ｆａｒｚｉｎ和 Ｔａｈｖｏｎｅｎ（１９９６）也从理论
层面证实在国内征收统一税率的碳税或者实行全球统一税率的碳税是最有效率的减排方

式，但他们也指出这种方式最难实现。碳税的减排效果已被大量文献所验证 （贺菊煌

等，２００２；ＦｌｏｒｏｓａｎｄＶｌａｃｈｏｕ，２００５；姚昕、刘希颖，２０１０；许士春等，２０１２；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然而，截至２０１８年，全球仅有２３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碳税制度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９），而且税率大都设置较低，难以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要贡献。究其
原因，是因为征收碳税会对社会经济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会对贫困群体

福利产生累退效应而不易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 （Ｔｉｍｉｌｓｉｎａ，２０１８）。
我国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启动了碳税的研究工作，但几经讨论，至今仍未迈出 “实质性

的一步”。目前国内征收碳税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在全国碳市场启动的基础上，是

否还有征收碳税的意义。碳税和碳排放交易被认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有效的市场手

段。但相比碳税，碳排放交易的主体往往是一些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或能源消耗量较多

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个人被排除在外，而且涉及配额分配、温室气体核算、排放监

测、统计和审核等环节，对交易市场成熟度有较高的要求，容易出现市场失灵问题。而

相比碳排放交易，碳税具有覆盖范围更广、立法效率更高、实施更为灵活等优势，可以

成为碳排放交易的有益补充。从实践层面来看，加拿大、挪威、冰岛、英国、美国等国

在推行碳排放交易的同时都开征了碳税，以实现覆盖范围或者价格机制的互补。如今越

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碳税与碳交易并非只能择一而用，而是可以并行应用、协调配合。

自２０１１年试点碳交易到２０１７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以来，我国碳交易市场暴露出
交易产品单一、信息透明度不高、流动性差等问题，且预期未来覆盖范围也仅为全国碳

排放量的５０％左右。单靠碳排放交易这一种制度安排，难以实现我国减排目标 （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课题组，２０１８）。不应该因为实施了碳交易而忽略碳税，相反，“择机
开征碳税”应该是当前理论界和决策部门需要关注的重要命题。二是征收碳税会对产

业竞争力和居民福利产生影响。征收碳税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居民福利受损。尤

其是碳税对收入调节可能存在一定累退效应，使得实施碳税因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而不

易被决策者接受。碳税的分配效应到底是呈现累退性还是累进性，目前并未形成一致

结论。已有研究表明，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碳税一般具有累退效应；但对于发展中国

家而言，碳税的累退效应却并不显著，有的国家或地区呈现中性甚至出现累进效应。

而且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也表明，设计合理碳税返还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甚

至完全消除碳税对于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Ｔｉｍｉｌｓｉｎａ，２０１８），实现 “双重红利”。

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碳税在收入分配方面是否存在调节的累退性呢？如何设计合理的

税收分摊机制？这些都是在 “择机开征碳税”前必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碳税以庇古税为理论基础，其减排的作用机制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干预价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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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达到降低碳排放数量的目的。作为一种

税收制度安排，碳税必然会带来财富的再分配，涉及社会公平性问题。由于能源相关

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的７０％以上，对能源产品以及能源密集型产品征税，势必会导
致这部分产品价格上涨。而对于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而言，能源相关产品的

消费支出 （如供暖、交通等）在其总消费支出中占有更高的比重，因此所受影响也

就更大，即所谓的 “累退效应”。

累退效应的结论主要出现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中 （见表１）。在发达国家，高收
入人群享受了更丰富的公共产品，而低收入人群多居住在郊区或偏远地区，他们没有

能力对供热、制冷、汽车等产品进行替代，随着碳税税率的逐步提高，其碳税负担也

越来越重，有的甚至会陷入 “能源贫困”① （Ｂｅｒｒｙ，２０１９）。根据法国环境和能源控
制署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法国陷入能源贫困的居民增加了１７％。当然，也有
少数发达国家的碳税不具有累退性。如Ｔｉｅｚｚｉ（２００５）对意大利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
进行模拟，发现碳税主要对交通能耗产生影响，对供暖能耗的影响相对平缓，总体而

言，征收碳税对意大利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不具有累退效应。Ｏｌａｄｏｓｕ和 Ｒｏｓｅ（２００７）
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萨斯奎汉纳河流域的碳税具有明显的累进效应。Ｄｏｇｂｅ
和Ｇｉｌ（２０１７）基于西班牙两万户居民家庭的数据，发现对食品生产征收碳税的累退
效应较弱，征收碳税会促使消费者增加对更健康食品的消费。

表１　发达国家碳税累退效应相关文献

文献 国家 分配效应

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西班牙、英国、爱尔兰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碳税具有微弱累退

效应，但在英国具有显著累退性，在爱尔兰具有强累

退性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和Ｃａｍｅｒｏｎ（１９９４） 加拿大 适度的累退性

Ｃｏｒｎｗｅｌｌ和Ｃｒｅｅｄｙ（１９９６） 澳大利亚
碳税只对居民收入分配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但如果实

施税收返还，碳税分配效应将变为中性

Ｂｒｎｎｌｕｎｄ和Ｎｏｒｄｓｔｒｍ（２００４） 瑞典
低收入人群税负更高，且在区域间存在分配效应，人

口稀少地区人口承担的税负更高

Ｗｉｅｒ等（２００５） 丹麦
征收碳税使得低收入家庭多支出储蓄收入的０８％，
而高收入家庭仅为０３％

Ｃａｌｌａｎ等（２００９） 爱尔兰
２０欧元／吨的碳税会导致爱尔兰最贫困家庭每月多付
出３欧元，而最富裕家庭需多付出４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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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能源署将能源贫困定义为主要依靠传统生物质能和无法获得必需的能源服务。也有学者提出能源

贫困是指能源消费能力不能满足其基本的能源需求 （吴施美、郑新业，２０１６）。在美国，每户居民每年花在能源
（电、气、热等）上的费用超过当年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可以被视为能源贫困。



续表

文献 国家 分配效应

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１） 法国

对法国汽车燃料征收碳税导致最贫困家庭的收入损失

约为６３％，比最富有家庭多１９％，如果实施碳税返
还，最贫困家庭的福利状况将得以改善，累退效应减弱

Ｍａｔｈｕｒ和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４） 美国
碳税导致低收入人群直接损失为１５３％，而高收入人
群仅为０６％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累退效应

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高收入人群有能力拥有更多

的私人汽车、住房、通信设备等，能源相关支出占比更高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因
此碳税更多地表现为累进性或者中性。如 Ｙｕｓｕｆ和 Ｒｅｓｏｓｕｄａｒｍｏ（２０１５）发现在印度
尼西亚，由于农村居民对于能源相关产品价格并不敏感，征收碳税并不会出现累退效

应。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２０１２）认为在墨西哥采用食物补贴的方式进行税收返还，碳税分配效
应将呈现累进性。

关于我国碳税分配效应，已有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结论。Ｌｉａｎｇ和Ｗｅｉ（２０１２）
通过构建递归动态ＣＧＥ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征收碳税的分配效应，结果发现碳税
将导致城乡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拉大城乡差距。娄峰 （２０１４）模拟了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
不同碳税水平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居民所得税税率，并

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可以在实现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Ｊｉａｎｇ和Ｓｈａｏ（２０１４）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征收碳税对上海居民福利的影响，结
果发现低收入阶层的碳税负担最高。张晓娣 （２０１４）采用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宏观
数据，分析了碳税的价格影响、福利成本以及再分配效应，认为征税会导致占中低收

入居民支出比重较大的基本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城镇居民的福利损失随收入降低而

上升，而农村居民中中等收入家庭损失最大。Ｃｈｅｎ和 Ｎｉｅ（２０１６）在构建社会最优
福利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了在不同环节征收碳税的社会福利效应，发现在生产环节征

收碳税会增加社会福利，而在消费和再分配环节征收碳税则会减少社会福利。

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其一，对中国碳税福利效应的研究多是基于宏观统计

数据，鲜有以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为切入点，结合农村和城镇居民不同消费行为的深入

分析；其二，方法上多采用投入产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碳税是政府以庇

古税为理论基础，对微观个体减排行为直接进行的价格干预，加入反映不同群体对能

源相关产品敏感度的行为模型，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Ｂｅｒｒｙ，２０１９）。本文的主要
贡献在于：一是在数据使用上，首次采用家庭收支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微观层面入

手，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二是在方法学上，采用二次几乎完美需求系统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ｓｔＩｄｅ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ＱＵＡＩＤＳ）模型，深入探讨了碳税对于不同收
入群体消费行为的影响，丰富和补充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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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介绍

１ＱＵＡＩＤＳ模型
消费需求模型是研究居民消费行为和福利效应的基础。最早的消费需求模型为

Ｗｏｒｋｉｎｇ模型，其后发展出线性支出系统 （ＬＥＳ）、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 （ＥＬＥＳ）、几
乎完美需求系统 （ＡＩＤＳ）和二次几乎完美需求系统 （ＱＵＡＩＤＳ）。其中 ＱＵＡＩＤＳ模型
因具有非线性恩格尔函数而被认为更适合微观数据 （Ｂａｎｋ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假设考虑
消费者家庭总支出预算为 ｍ，消费商品种类为 ｋ，ＱＵＡＩＤＳ模型满足 ＰＩＧＬＯＧ偏好需
求体系的间接效用函数Ｖ：

ｌｎＶ（ｐ，ｍ）＝ ｌｎｍ－ｌｎａ（ｐ）
ｂ（ｐ[ ]）

－１
＋λ（ｐ{ }） －１

（１）

其中，ｐ为商品价格向量，γ（ｐ）为价格向量ｐ的零阶齐次函数，ｂ（ｐ）为Ｃ－Ｄ
型价格集合指数，ａ（ｐ）为综合价格指数。γ（ｐ）、ｂ（ｐ）、ｌｎａ（ｐ）的表达式分别为：

γ（ｐ） ＝∑ｋ
ｉ＝１γｉｌｎｐｉ，ｂ（ｐ） ＝∏

ｋ

ｉ＝１
ｐｂｉｉ，ｌｎａ（ｐ） ＝ａ０＋∑

ｋ

ｉ＝１
ａｉｌｎｐｉ＋

１
２∑

ｋ

ｉ＝１
∑
ｋ

ｊ＝１
ｇｉｊｌｎｐｉｌｎｐｋ。

根据Ｒｏｙ同一性定理对 （１）式进行求解，可以得到要素份额方程：

ｗｉ＝ａｉ＋∑ｋ

ｊ＝１
γｉｊｌｎｐｊ＋βｉｌｎ

ｍ
ａ（ｐ[ ]）＋

λｉ
ｂ（ｐ） ｌｎ

ｍ
ａ（ｐ[ ]{ }）

２
，ｉ＝１，…，ｋ （２）

其中，ｗｉ表示消费者对第ｉ类商品的支出占总支出的份额，满足条件∑
ｋ

ｉ
ｗｉ＝１。

根据Ｒａｙ（１９８３），支出函数形式为 ｅ（ｐ，ｚ，ｕ） ＝ｍ０ （ｐ，ｚ，ｕ） ×ｅ
Ｒ （ｐ，

ｕ），其中ｚ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ｍ０ （ｐ，ｚ，ｕ）为尺度函数，ｅ
Ｒ （ｐ，ｕ）表示家庭

支出函数，ｕ代表效用。
Ｒａｙ（１９８３）将尺度函数进一步简化为ｍ０ （ｐ，ｚ，ｕ） ＝ｍ０ （ｚ） ×ｆ（ｐ，ｚ，ｕ），

其中ｍ０ （ｚ）测量随家庭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支出，ｍ０ （ｚ） ＝１＋ρ′ｚ，ρ是需要估计
的参数向量；ｆ（ｐ，ｚ，ｕ）反映家庭特征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和消费变化，Ｐｏｉ
（２００２）将函数ｆ（ｐ，ｚ，ｕ）进一步简化为：

ｌｎｆ（ｐ，ｚ，ｕ）＝
∏
ｋ

ｊ＝１
ｐｊβｊ（∏

ｋ

ｊ＝１
ｐｊη
′ｊｚ－１）

１
μ
－∑

ｋ

ｊ＝１
λｊｌｎｐｊ

（３）

其中，ηｊ为ｎ×ｋ的矩阵η的第ｊ列，ｎ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数量。
加入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支出份额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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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ｉ＝ａｉ＋∑
ｋ

ｊ＝１
γｉｊｐｊ＋（βｉ＋η′ｉｚ）ｌｎ［

ｍ
ｍ０（ｚ）ａ（ｐ）

］＋
λｉ

ｂ（ｐ）ｃ（ｐ，ｚ） ｌｎ
ｍ

ｍ０（ｚ）ａ（ｐ
[ ]{ }）

２

（４）

其中，ｃ（ｐ，ｚ） ＝∏
ｋ

ｊ＝１
ｐη′ｊｚｉ。

上述模型必须满足可加性、对称性以及齐次性。其中，可加性约束表示在任何参

数情况下，各种商品支出份额相加必然恒等于１；对称性指对于价格而言，补偿的需求
曲线是齐次的；齐次性约束则表示当所有的商品价格和居民收入变化幅度相同时，需求

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即∑
ｋ

ｉ＝１
αｉ＝１，∑

ｋ

ｊ＝１
ｒｊｌ＝０，∑

ｋ

ｊ＝１
ηｊｌ＝０，ｉ＝１，…，ｋ；γｉｊ＝γｊｉ，ｉ≠ｊ；

∑
ｋ

ｉ＝１
βｉ＝０，∑

ｋ

ｉ＝１
λｉ＝０。

根据ＱＵＡＩＤＳ模型所得到的各参数的估计值，可以测算出样本中各个居民家庭对
各种消费品的支出弹性 ｅｉ和马歇尔需求价格弹性ｅ

ｕ
ｉｊ。二者的表达式分别为：

ｅｉ＝１＋
１
ｗｉ
βｉ＋η′ｉｚ＋

２λｉ
ｂ（ｐ）ｃ（ｐ，ｚ）ｌｎ

ｍ
ｍ０（ｚ）ａ（ｐ

[ ]{ }
）

（５）

ｅｕｉｊ＝－δｉｊ＋
１
ωｉ
γｉｊ－ωｉ（ｅｉ－１）（αｊ＋∑

ｌ
γｊｌｌｎｐｌ）－

（βｊ＋η′ｊｚ）λｉ
ｄ（ｐ）ｃ（ｐ，ｚ） ｌｎ ｍ

ｍ０（ｚ）ａ（ｐ
( )[ ]）{ }２ （６）

其中，δｉｊ为克罗内克函数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Ｄｅｌｔａ）。
２补偿变量法
补偿变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ｎｇ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Ｖ）指在政府征税的情况下，为使消费者的

福利水平保持不变，需要补偿给消费者的收入。假设居民效用水平既定为Ｕ，居民家
庭消费的最小支出函数为 Ｃ（ｐ，ｕ）。根据补偿变量的定义，可以得出 ＣＶ＝ｃ（ｕ０，
ｐ１） －ｃ（ｕ０，ｐ０）。由于最小支出函数关于价格的一阶泰勒展开约等于价格变化后为
了使家庭维持原效用水平所需要补偿给家庭的现金收入，因此其一阶泰勒展开式约等

于补偿变量ＣＶ。又因为最小支出函数关于价格的偏微分结果等于家庭所消费的对应
商品数量，假设第 ｉ类消费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为 ｗｉ，参考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和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２００２）中的补偿变动模型，可以得到如下的补偿变动函数：

ΔｌｎＣ≈∑
ｎ

ｉ＝１
ｗｉΔｌｎｐｉ＋

１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ｃｉｊΔｌｎｐｉΔｌｎｐｊ （７）

其中，ｃｉｊ＝
ｐｉｓｉｊｐｊ
Ｃ （此处ｓｉｊ为斯勒茨基导数）。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ｃｉｊ＝ｗｉｅｉｊ，其中ｅｉｊ为商品ｊ价格变动１％时所引起的商品ｉ需求
量变动的百分比，即商品的交叉价格弹性。将交叉价格弹性表达式代入式 （７）可以
得到：

ΔｌｎＣ≈∑
ｎ

ｉ＝１
ｗｉΔｌｎｐｉ＋

１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ｅｉｊΔｌｎｐｉΔｌｎｐｊ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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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上式可以变形为：

ｌｎ１＋ΔＣ( )Ｃ ≈∑
ｎ

ｉ＝１
ｗｉｌｎ１＋

Δｐｉ
ｐ( )
ｉ

＋１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ｅｉｊｌｎ１＋

Δｐｉ
ｐ( )
ｉ

ｌｎ１＋
Δｐｊ
ｐ( )
ｊ

（９）

（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

１我国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特征
本文采用２０１３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该样本数据

包含我国１４个省份的１３０２０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本文将居民消
费合并为食品烟酒、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

品和服务六大类。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和结构如表２所示。

表２　我国城乡居民支出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支出类别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比重（％）

城市样本

总支出 ５２８６ ６１１４７３ ４６５３ ７５９５３１ １００

食品烟酒 ５２８６ １７３３４９ １４５５５ １１８０１５ ２８３５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５２８６ １３２８０６ １６４０ １６８４９６ ２１７２

居住 ５２８６ １４１２１６ ４１３ ３５２７１３ ２３０９

交通通信 ５２８６ ７５４３９ ４０ ２９５６３４ １２３４

教育文化娱乐 ５２８６ ７０５３４ １０ ２１０６００ １１５４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５２８６ １８１２８ １０ ３１８０００ ２９６

农村样本

总支出 ７７３４ ３０９３３０ ２４４５４ ８１０２４２ １００

食品烟酒 ７７３４ ９９３２９ ８３４７ １０２８９５ ３２１１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７７３４ ６７８９０ ７９２ ７４３２９５ ２１９５

居住 ７７３４ ６４５２６ ２５５８ １５７７１２ ２０８６

交通通信 ７７３４ ３８０２４ ２０ ２５１６０４ １２２９

教育文化娱乐 ７７３４ ３２４５４ ０９ ９９０７９ １０４９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７７３４ ７１０７ ０９ ６０７３５ ２３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城市居民家庭平均
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支出的２倍。而从消费结构来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
差异相对较小。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都最

大，农村居民家庭平均占比为３２１１％，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占比为２８３５％。城市居民
家庭在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仅次于食品烟酒，约为２３０９％；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居
第三位，占比约为２１７２％；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占比相对较低，
分别为１２３４％、１１５４％、２９６％。不同于城市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居第二
位的为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居住支出占比为２０８６％，低于城市家庭２２３个百分点。

本文采用分位数方法，将城市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分别划分为四类：低收入

家庭 （２０％）、中低收入家庭 （３０％）、中高收入家庭 （３０％）和高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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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特征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城乡低收入家庭食品烟
酒支出占比均高于高收入家庭；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居住的支出占比方面，不同收

入家庭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其中，城市居民家庭中，中等收入家庭的衣着家庭用品和

医疗支出占比高于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支出占比高于中高收

入家庭；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方面，高收入家庭支出占

比普遍高于低收入家庭。

图１　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费特征

２碳排放系数和碳税税率
参考Ｌｉｕ等 （２０１１）收集整理的２００７年我国居民家庭对各部门商品的消费量和

碳排放量，本文推算出城乡居民家庭六部门的碳排放系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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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７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各部门商品的碳排放系数

商品类别
消费量（十亿元） 碳排放量（百万吨） 碳排放系数（千克／元）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食品烟酒 １００８３ ２１３３８ ３１２ ７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２４８０ ９０８１ １８７ ６４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１

居住 ６５６ ２６２１ １８９ ７４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８３

交通通信 １５０４ ５２４２ ９８ ３３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４

教育文化娱乐 １６０２ ３３６２ ６１ １３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７９９３ ３０５９２ ２９４ １３６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总量 ２４３１７ ７２２３５ １１４０ ３９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资料来源：Ｌｉｕ等 （２０１１）。

假设实际执行碳税税率为ｔ，消费品ｉ对应的碳排放系数为ｃｉ，则对消费品ｉ实际
征收的碳税为 ｔｉ＝ｔｃｉ。参考 Ｌｉ和 Ｌｉｎ（２０１６），将政府执行的碳税设定为５０元／吨，
可以计算出各部门商品对应的有效碳税税率 （见表４）。

表４　城乡居民家庭各类消费品的有效碳税税率

商品类别 农村（％） 城市（％）

食品烟酒 ０１６ ０１７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０３８ ０３６

居住 １４４ １４１

交通通信 ０３３ ０３２

教育文化娱乐 ０１９ ０２０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０１８ ０２２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四、福利效应的分析

（一）居民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

假设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Ｚ＝１表示农村家庭，Ｚ＝０表示城市家庭，采用 Ｐｏｉ
（２０１２）的ＩＮＳＵＲ（迭代非线性似不相关回归）方法估计模型的参数，结果如表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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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ＱＵＡＩＤＳ模型相关参数的估计结果

参数 估计值 参数 估计值 参数 估计值

α１
０４７６２

（００００）
α２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００）
α３

０１７１０

（００００）

α４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００）
α５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００）
α６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００）

β１
－０１１３６

（００００）
β２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０）
β３

０００５４
（０１１５）

β４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３）
β５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０）
β６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０）

γ１１
－２８３３９

（００００）
γ２１

１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
γ３１

１１８８３

（００００）

γ４１
０３１６２

（０００１）
γ５１

０３８６７

（００００）
γ６１

－００６４２
（０１４８）

γ２２
００５４５
（０６６４）

γ３２
－０８４１９

（００００）
γ４２

－００４６８
（０６０４）

γ５２
－００６２４
（０４３６）

γ６２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１９）
γ３３

０４１５１

（００００）

γ４３
－０６０７４

（００００）
γ５３

－００３１０
（０６５２）

γ６３
－０１２３１

（００００）

γ４４
０４３４４

（００００）
γ５４

－０２８７０

（００００）
γ６４

０１９０５

（００００）

γ５５
－０１８１６

（００６９）
γ６５

０１７５３

（００００）
γ６６

－００６８１
（０１５５）

λ１
００００６
（０７３７）

λ２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
λ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８２３）

λ４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００）
λ５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０）
λ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η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７）
η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７８）
η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５５）

η４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０）
η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５５１）

η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ρ
－０２１４０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为ｐ值，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依据表５估计的参数，可以分别计算农村和城市居民家庭各类消费品的支出弹
性、需求的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的平均值 （见表６和表７）。表６的结果显示，
城乡居民家庭食品烟酒的支出弹性均小于１，农村家庭居住的支出弹性略小于１，其
他部门商品的支出弹性均大于１。表７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居住和交通通信的自
价格弹性为正。这一结果与事实相符。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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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住房、房租及水、电、燃料、物业管理等价格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受需求刚性的

影响，加之住房投资属性，居民购房需求旺盛，相关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也逐年上

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家庭居住消费支出占比从２２７％
上升到了２３４％，其中农村家庭的居住消费支出占比从２１１％上升到了２１９％，城
镇居民的居住消费支出占比从２３３％上升到了２４０％。而交通通信消费的自价格弹
性为正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轿车、手机等交通工具和通

信设备正逐渐得到普及。

表６　城乡居民家庭对各部门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

商品类别 农村 城市

食品烟酒 ０６１０ ０５８５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１２１３ １１３８

居住 ０９９７ １０４０

交通通信 １７８７ ２２０５

教育文化娱乐 １０１７６ ４９００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３００６ ４４３１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７　城乡居民家庭对各部门商品的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

商品类别 食品烟酒
衣着家庭

用品和医疗
居住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

娱乐

其他用品和

服务

农村

家庭

食品烟酒 －８５５１ ２７９６ ３２８９ ０８８２ １０７５ －０１６８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４７６７ －０７６６ －４０６０ －０２３５ －０３０９ －０５３１

居住 ５７７１ －４０８８ １０１６ －２９４９ －０１５０ －０５９８

交通通信 ２９６６ －０５４９ －６０９９ ３２６６ －２８７５ １８７８

教育文化娱乐 ３８９８ －０７５６ －０４２８ －３０７２ －２９５８ １８４５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３２０４ －５３８９ －６０００ ９１８４ ８４４６ －４２９５

城市

家庭

食品烟酒 －９６０９ ３１７９ ３７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２２３ －０１９２

衣着家庭用品和医疗 ４５８５ －０７６７ －３８９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９３ －０５０９

居住 ５０３６ －３５８１ ０７５７ －２５８１ －０１３４ －０５２３

交通通信 ３１１２ －０５８８ －６４３０ ３４８８ －３０３５ １９７４

教育文化娱乐 ３６３０ －０６５７ －０３６４ －２８０６ －２７８３ １６９８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２８２５ －４６４９ －５１８１ ７８３８ ７１９９ －３８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二）不同收入家庭的补偿变动率

将样本中各类商品的价格弹性、碳税税率以及所有家庭支出数据代入 （９）式，
可以得到所有样本家庭的补偿变动情况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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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乡不同收入家庭的平均补偿变动率

由图２可以看出，不同收入家庭的补偿变动率均为正值，其中城市家庭的平均
补偿变动率为０５２％，即征收５０元／吨的碳税会导致城市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增加
０５２％，高于农村家庭的０４８％，碳税对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具有较
为明显的累进性。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碳税导致居住类产品价格涨幅最

高 （见表４），而相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城市家庭居住消费的刚性特征更为显著
（见图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家庭，相对于其他收入群体，其住房租金、水、电、
燃气消费支出的占比最高，因此消费支出的增幅也相对更大。从城乡不同收入群体

来看，在农村，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增幅最大，为０５００１％；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
幅最小，为０４７２５％；低收入家庭次之，为０４７６６％。在城市，低收入家庭消费
支出增幅最大，为０５２３７％；其次为高收入家庭，为 ０５１８４％。城乡内部表现出
不同特征，这与其内部消费结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见图３）。对于城市高收入家
庭，汽车和通信设备等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其自价格弹性为正，且远大于其他收

入家庭。

图３　城乡不同收入家庭对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品的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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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城乡家庭碳排放水平与补偿变动率的关系 （见图４）。可以看出，对
于农村家庭而言，碳排放水平为２１２吨的家庭，成本增幅最小，约为０４７３％；碳
排放水平高于２１２吨的家庭，补偿变动率随排放水平提高而上升。与农村家庭不同，
城市家庭碳排放水平整体高于农村家庭，且补偿变化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先

下降后上升的特征；碳排放水平最低的家庭，福利受损最为严重；碳排放水平位于

４～６吨的家庭，福利受损相对较小；且随着碳排放水平的提高，中高收入家庭补偿变
动率相对平缓。

图４　城乡居民家庭平均ＣＯ２排放量与补偿变动率的关系

（三）社会公平度的度量

从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来看 （见图５），征收碳税后，城市、农村以及
城乡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农村基尼系数下降幅度最大，

图５　征收碳税前后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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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０３４８下降至０３４３，城市基尼系数由０３４５下降至０３４１，所有家庭基尼系数由０３９１
下降至０３８７，表明碳税对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较为明显的再分配效应，征收碳税有利
于改善收入不平等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测算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五、结论与讨论

考虑到减排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减排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完成既定减排目标，我国有必要在推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基础上，择机开征碳

税。然而，开征碳税除了需要综合权衡政策实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还必须考量

其政治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为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征收碳税对于居民福利的影响，

以期为建立科学有效的碳税收入循环机制提供政策依据，减少碳税实施的阻力。

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从微观层面着手，基于中国家庭收支调查数据，通过

ＱＵＡＩＤＳ模型测算出不同群体对于不同产品的支出弹性、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
性，进而分析碳税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其福利水平和整个社会公

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不同消费群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征收碳税整体上会增

加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其中城市家庭消费支出将会增加 ０５２％，农村家庭增加
０４８％。其中，在农村，碳税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最大，对中低收入家庭影响最小；
而在城市，受住房刚性需求的影响，低收入家庭所受影响最大，而随着汽车和通信设

备等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高收入家庭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占比最高，导致其总体消费

支出增速仅低于低收入家庭。整体来看，征收碳税不仅降低全社会基尼系数，而且明

显有利于降低农村和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

为了降低碳税的负面影响，已开征碳税国家按照税收中性原则，对碳税收入的使

用制定了相关政策。综合来看，当前发达国家碳税收入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

过转移支付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返还，例如，澳大利亚将碳税收入的

５０％返还给居民，以减轻居民的纳税压力；加拿大将９０％的碳税收入返还给民众，
除收入最高的２０％人群外，其余８０％人群获得的补贴甚至多于所支付的税收。二是
对特定行业和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瑞典、芬兰、挪威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进行

抵免；丹麦、日本等国都对部分工业企业、燃料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基于本文的研究

结论，为了减轻居民的税收负担，我国在开征碳税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建立补

贴制度。根据不同收入群体所承担税负，将碳税收入以补贴的形式返还给居民。补贴

的原则为在降低碳税对居民生活影响的基础上，兼顾收入调节作用。补贴对象侧重于

低收入人群，可以提高其住房补贴，减免生活用电、用能的碳税税率。二是将部分碳

税收入用于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环境保护投入。例如，可以将税收收入作为奖励，鼓

励企业加大对绿色能源、节能技术的研发；设置碳基金，用于低碳技术初期风险投

资；补贴低碳设备；对能效项目贷款实施优惠；等等。

合理的税收分摊机制直接决定了碳税的可接受程度。尽管目前多数国家采取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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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政策以减轻碳税的负面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仍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中

国的研究。这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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