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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使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实验，立足于中部地
区崛起战略的经济效应，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稳定全国经济增长和降低经济增长波动中的典型事

实，尤其是在２００７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后，中部地区的稳定效应更为
显著。作者构造中部６省２６个老工业城市和全国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东北

三省除外）的ＤＩＤ模型，经验结果发现，以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例
的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具有显著经济增长效应，即相比于其他资源型老工业城

市，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中部地区 ２６个城市的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提高２２０％。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区域经
济的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和建议，也将服务于新常态下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

优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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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２０１６至
２０２５年）》，提出要发挥中部地区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中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崛起，发挥优势、抓住机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改

革创新和结构优化，为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作出新贡献。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７
年，相比于全国实际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４７７％，中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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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而在２００４年３月的 《２００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 “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概念后，全国、中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平均增长率依次为 ４６８％、
５４３％。① 可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无论对于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经济水平提高具
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发展，实现我国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作出重要贡献。

本文的核心聚焦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的财政政策改革，在 ２００４年首次提出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后，２００７年７月，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扩大至河南等中
部６个省份的２６个城市；那么，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政策对于中部地区的经济
增长的影响效应，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其次，本文着眼于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
革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的是，２００７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席卷全球，同时也深深
地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形。然而，全国实际ＧＤＰ的名义增长率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２％
下降为２００８年的９７％，而中部省份平均的名义增长率从１４５％下降为１２３％。因而，
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济效应分析不仅服务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政策
协调，而且对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政策实施、推行和影响，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文献方面，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的文献聚
焦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主题，或者基于理论分析，或者立足于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

中也采用不同的数据和经验分析方法 （马拴友，２００１；龚六堂、邹恒甫，２００２；
Ｃｈａｍｌｅｙ，１９８１；Ｋｎ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Ｌｕｃａｓ，１９９０；Ｌｅｅａｎｄ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在最新
文献方面，或者立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和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

或者从经验分析角度，聚焦于因果推断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也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

长的主题进一步展开探讨 （李涛等，２０１１；李戎等，２０１８；Ｌｅｅｐ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Ｒｏ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２０１０；Ａｄｋｉｓｓｏｎａｎｄ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２０１４；Ｂｅ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然而，
在税收政策推行和实践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
税制改革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助力于经济发展和增长。

本文的主题也聚焦于我国中部省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在文献方面，杨

胜刚和朱红 （２００７）基于面板数据认为金融发展将有利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为中
部地区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孙红玲 （２０１２）基于长沙都市圈认为中部 “塌陷”的

原因就在城镇化滞后，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落后；喻新安等 （２０１４）则综述和评
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十年来中部省份经济发展的问题、教训和经验，以此为基础，结

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背景，将中部崛起战略服务于中国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

展。此外，还有部分文献分析中部地区发展特点及其经济影响，如教育、产业转移等

角度 （豆建民、沈艳兵，２０１４；阚大学、吕连菊，２０１４；雷万鹏等，２０１４；肖雁飞
等，２０１４）。同时，还有较多的文献着眼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不再展开。总之，较少文献立足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内部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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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的统计数据。其中，实际增长率数值以１９９０年的不变价计算得到。



和转变，因而，本文基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分析中部省份在税收政策调整下的经济

发展、经济结构转型等问题。

本文的另一个创新点在于，将政策事件改革的对象聚焦于资源型和工业型城市，

也有一些文献聚焦于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的经济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沈冠辰和朱显平

（２０１７）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是近年来国家重点改造区域，对人口资源需求较大，但
近年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始终保持净迁出状态，使之成为地区经济发展

的障碍。张华新和刘海莺 （２０１７）基于俱乐部收敛理论和财政政策理论从微观层面
和宏观层面剖析了财政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王琛伟 （２０１７）基于中西部和
东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行探讨分析。朱艳丽 （２０１６）和
姜子申等 （２０１７）分别从可持续发展、金融发展等角度分析促进东北三省稳定发展
和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因而，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以２００７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为政策事件，立足于中部
地区崛起战略的经济影响，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

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地促进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一系列经验
分析表明，相比于其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在２００８年，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中部地
区２６个城市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提高２２０％。其次，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
济背景是２００７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造成世界经济危机，加剧全国经济发展和
结构调整的困难性和艰巨性，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力地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增
长和稳定发展，表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前瞻性。最后，本文以

２００７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为政策事件，其经验分析的结果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不
仅服务于中部地区的崛起和经济进步，也将引导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

进而服务于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第三部分为理

论机制分析；第四部分为ＤＩＤ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最后为
结论部分。

二、制度背景与典型事实

本文核心是探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描述和刻画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经济
增长效应，首先，介绍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政策实施状况；其次，论述２００７年增值
税转型改革的政策实践；最后，介绍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试点地区———全国资源型老工

业城市的设定，以上述分析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设计。

（一）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与经济增长事实

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概念，一系列依托于中部地

区的产业结构、地理布局、城镇化进程、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政策应运而生，结果是带

来中部地区的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呈现出持续、稳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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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发展趋势。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 《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

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６年依次通过
《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和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５年）》，提出要发挥
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势，助力全国经济增长。此外，还推行了一系列针对中部６省
内部的区域政策，如在２００７年将武汉、长沙城市群设置为全国 “两型社会”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在２０１０年将山西省设置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① 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和推行，不仅使中部省份自身取得

丰硕成果，对于服务中国的全局发展和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助力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降低经济增长波动，在２００７年
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放缓态势下发挥了显著的稳定性作用。如图１所
示，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７年，相比于全国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的震荡式波动，中部省份实际经
济增长率的均值则表现出较小的波动范围和趋势，为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发挥

作用。其次，在２００７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全国的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加
大，而中部省份则对全国整体经济波动具有较强的稳定作用。其中，在２００８年，由
于受到美国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的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呈现下降
趋势，而中部省份的实际ＧＤＰ依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最后，中部省份实际ＧＤＰ的
增长率均值略高于全国实际 ＧＤＰ的增长率，故中部省份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全国具有
带动作用。

图１　全国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与中部省份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实际增长率经过作者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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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的 《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 〔２００７〕３４２８号），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设立山西省

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 〔２０１０〕２８３６号）。



（二）２００７年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
增值税是指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对货物或服务的新增价值征收的流转税。增值税

设立后经历了从２００４年开始的增值税转型到２００９年在全国范围展开；从２０１２年开
始的 “营改增”的试点到２０１６年依次在各行业展开。增值税作为我国税收体系的主
体税种，其改革或转变，均对经济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核心是探讨增值

税转型改革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转型改革依次为东北三省，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的老工业城市，内蒙古东
部地区和汶川地震灾区，到２００９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如表１所示，具体过程为：
２００４年７月，在东北三省开展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改革试点覆盖６个行业；２００７
年７月，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扩大至河南等中部６省的２６个城市，与东北三省的增
值税转型改革的不同在于增加采掘业、电力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２００８年７月，
改革扩围至内蒙古东部地区、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且增值税转型行业包括大部分

行业；２００９年１月，在全国不限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表１　增值税改革年表和地区

增值税转型覆盖地区 政策开始实施时间 覆盖行业 备注

增值税

转型改革

东北三省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
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

所得税

政策并行

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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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

产业

—

内蒙古东部地区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
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

农产品加工业生产

—

汶川地震受灾严重

地区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从事国家限制发展的

特定行业纳税人除外
—

全国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不限地区、不限行业 —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营改增”改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开资料整理。

本文使用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事件，探讨
和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没有选择２００４年东北三省的增值税转
型改革的主要原因为，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期间，东北三省同时推行企业所得税改革政

策、扩大对外开放等 （刘怡等，２０１７；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在东北三省的税收政策
中，增值税和所得税政策的并行，增加了关于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经济行为的

核算和预测的准确性的难度，因而本文选用２００７年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
改革作为政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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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进行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事件中，① 被纳入扩大增值转型改革
的城市主要为中部城市，且具有资源型城市特点，其名单见表２。联系下文分析可
知，在２００７年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中选择的城市主要为资源型老工
业城市，本文进一步利用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作为样本组进行实证分析。

（三）ＤＩＤ分析样本———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在政策评估领域，一种成熟的分析方法是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文献中关于增值税税制改革效应的实证评估也以该方法为主：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
采用该方法估计增值税转型对东北三省的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刘怡等 （２０１７）、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８）则进一步采用三重差分方法对该政策事件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陈钊和王
 （２０１６）、范子英和彭飞 （２０１７）利用上市公司经营范围等数据通过该方法分析 “营

改增”对减税和企业分工的影响。如上节所述，本文将政策事件设置为中部地区２６个
城市的２００７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把研究对象聚焦于资源型老工业城市。

表２　ＤＩＤ实证样本分组

实验组（基本组） 对照组

样本

山西省（４个）：太原、大同、阳泉、
长治；安徽省（５个）：合肥、马鞍
山、蚌埠、芜湖、淮南；江西省（４
个）：南昌、萍乡、景德镇、九江；

河南省（５个）：郑州、洛阳、焦作、
平顶山、开封；湖北省（４个）：武
汉、黄石、襄樊、十堰；湖南省（４
个）：长沙、株洲、湘潭、衡阳

河北省（６个）：张家口、唐山、保定、邢台、邯郸、承德；山西省（２
个）：晋中、临汾；内蒙古自治区（２个）：包头、赤峰；江苏省（３
个）：徐州、常州、镇江；安徽省（２个）：安庆、淮北；山东省（２个）：
淄博、枣庄；河南省（４个）：安阳、鹤壁、新乡、南阳；湖北省（３
个）：荆州、宜昌、荆门；湖南省（３个）：岳阳、邵阳、娄底；广东省（２
个）：韶关、茂名；广西壮族自治区（２个）：柳州、桂林；四川省（８
个）：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内江、乐山、宜宾；贵州省（３
个）：遵义、安顺、六盘水；陕西省（４个）：宝鸡、咸阳、铜川、汉中；
甘肃省（４个）：天水、嘉峪关、金昌、白银；宁夏回族自治区（１
个）：石嘴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１个）：克拉玛依

改革时间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
内蒙古东部地区，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２００８
年７月１日；全国，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合计 中部６省：２６个 其他老工业城市：５２个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开资料，以及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整理。

本文借鉴２００７年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探讨和分析中部地区资
源型老工业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在样本设置方面，本文依据 《全国老工业

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② 选择１２０个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中的７２个中西
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地级城市，东北三省除外，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设置见表２。在
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试点城市中大部分为中部６省老工业基地城市，仅有省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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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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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中部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暂行办法》。

详见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以国函 〔２０１３〕４６号下发的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



市除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即不包括太原、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可知，在

２００７年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中，选择城市主要为 “老工业基地”城

市，本文将选择东部 （东北三省除外）、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工业城市作为对照组进行分

析。ＤＩＤ实证方法不仅可以避免简单回归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以此为基础还更能精确探
讨和分析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中的变化关系。

三、理论机制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为允许企业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从而

大幅减少企业投资时所需要的成本。因而，本文将企业投资调整成本加入理论模型设

置中，阐述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首先，本节借鉴 Ａｒｒｏｗ和 Ｋｒｕｚ
（１９７０）、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模型，将政府的财政支出元素加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其次，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企业投资调整成本的影响机制。假设理论模型中存在代表性消

费者，该消费者拥有企业。

（一）理论模型

１消费者行为设置
消费者的效用来源于私人消费Ｃ，则代表性消费者的福利函数为：

Ｗ ＝∫
∞

０
Ｕ（Ｃ）ｅ－ρｔｄｔ （１）

依据 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２０００），我们采用经典的不变替代弹性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简称ＣＥＳ）型效用函数，具体如下：

Ｕ（Ｃ）＝Ｃ
１－σ－１
１－σ

（１′）

其中，σ＞０，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ρ为时间贴现因子。
２企业行为设置
首先，在生产函数假设方面。借鉴 Ｂａｒｒｏ（１９９０）、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２０００）将政府公共

支出Ｇ加入生产函数，简化分析，设置劳动要素为不变量，且企业生产函数为齐次型：

Ｙ＝Ｆ（Ｋ，Ｇ）＝ＡＫ１－α·Ｇα （２）

其中，Ｙ为产出，Ｆ（·）为生产函数，Ｋ为资本，Ａ为技术，１－α、α为资本
Ｋ和公共支出Ｇ的产出弹性。

其次，在企业调整成本行为设置方面。如同Ｌｕｃａｓ（１９６７）等文献设置，企业的

投资需要调整成本，记为Ｖ（Ｋ），且Ｖ′＝Ｖ
Ｋ
＞０。显然，当 Ｖ″＞０，企业投资所需要

的边际成本递增，即企业投资越高，额外增加１单位投资所使用的调整成本越高；当
Ｖ″＜０，企业投资所需要的边际成本递减，即存在规模效应，增加额外资本投资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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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调整成本降低。

３政府行为设置
模型设置税收为收入税，实际税率为τ；依次假定Ｔｒ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Ｔ

为地方政府的总收入，则政府预算约束方程为：

Ｇ＝Ｔ＋Ｔｒ＝τＦ（Ｋ，Ｇ）＋Ｔｒ （３）

如上文所述，代表性消费者的资本积累方程为式 （４），其中，消费者的收入包
括纳税Ｔ、消费Ｃ，以及拥有企业时的资本投资 Ｋ及其所需要的成本Ｖ（Ｋ）。

Ｋ＝Ｙ－Ｔ－Ｃ－Ｖ（Ｋ） （４）

（二）均衡分析

首先，建立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为：

Ｈ＝Ｕ（Ｃ）＋λ［Ｙ－Ｔ－Ｃ－Ｖ（Ｋ）］＝Ｃ
１－σ－１
１－σ

＋λ［（１－τ）ＡＫ１－α·Ｇα－Ｖ（Ｋ）－Ｃ］ （５）

依次建立关于消费的最优性条件、资本的Ｅｕｌｅｒ等式，以及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函数的横截
性条件，同时联立经济系统稳定的方程式 （６），即有：

γ＝
Ｃ
Ｃ ＝－

λ
λ
＝ １
１－σ

［（１－α）·（１－τ）ＡＫ－α·Ｇα－Ｖ′（Ｋ）－ρ］ （６）

显然，在经济稳态方程式 （６）中，当降低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 Ｖ′（Ｋ）时，经
济系统的增长率γ将增加。

其次，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为，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

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因而，当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施行增值税转型改
革时，将降低单位资本的企业资本调整成本，提高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基于该理论

分析，我们预测，２００７年中部省份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将促进改革城市的
经济增长率。上述理论分析结果，也在下文的实证分析中得到论证。

四、ＤＩＤ的实证设计与数据说明

在制度背景和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借助中部省份２６个城市和其他地区
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ＤＩＤ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一）实证设计

１ＤＩＤ基准模型
本文首先建立如下基准的 ＤＩＤ模型 （７），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ｙｐ，ｔ＝α＋β１·ｐｏｓｔｔ＋β２·ｔｒｅａｔｐ，ｔ＋β３·ｐｏｓｔｔ·ｔｒｅａｔｐ，ｔ＋ρ·Ｘｐ，ｔ＋ｐ，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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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ｐ，ｔ为结果变量，表示地级市为ｐ在ｔ年的经济增长变量，本文在基准模型
中主要分析地级市的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情形。ｐｏｓｔｔ为改革后的虚拟变量，ｔ≥２００８则
取值为１。ｔｒｅａｔｐ，ｔ为地级市ｐ在ｔ年是否属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地区，即中部６省２６
个城市的虚拟变量为１，即所谓的实验组，具体设置参见表２。模型中的地级市的控
制变量为Ｘｐ，ｔ，ｐ，ｔ为误差项。

样本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布情形见图２，从图中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２００６年前
存在较大的差异，在２００７年具有较为一致的增长趋势；而在２００８年，中部６省２６
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在模型 （７）中，根据表１我们
选择的样本年份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则仅有２００８年为改革后的年份；其中实验组为中
部６省２６城市，对照组为全国其他老工业城市。我们重点关注 β３，即增值税转型改
革是否有利于地级市的经济增长。基于式 （６）的分析结论，我们推测有β３＞０。

图２　经济增长率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布曲线图

数据来源：参见数据说明部分。

２动态异质性模型
其次，我们需要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条件，即 “平行趋势假设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ｅｎｄ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同时，为了更精确地了解各地级市之间的结果变量差异历年的
变化情况，我们设定模型如下：

ｙｐ，ｔ＝α＋∑
２００８

ｓ＝２００５
εｓ·ｐｏｓｔ

ｓ
ｔ·ｔｒｅａｔｐ，ｔ＋∑

２００８

ｓ＝２００５
δｓ·ｐｏｓｔ

ｓ
ｔ＋ρ·Ｘｐ，ｔ＋φｐ，ｔ （８）

其中，在式 （８）中，ｓ分别取值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以及２００８年 （设定２００７年
为基准年）。ｔ为年份，如果ｔ＝ｓ，则ｐｏｓｔｓｔ＝１，否则ｐｏｓｔ

ｓ
ｔ＝０。检验政策的逐年变化效

应，我们需要观察 εｓ的变化情形。同时，如果增值税转型改革影响地级市的实际
ＧＤＰ的增长率水平，则２００８年的εｓ应该显著不为零。φｐ，ｔ是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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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已有文献 （李戎等，２０１８；卢飞等，２０１９；ＲｏｍｅｒａｎｄＲｏｍｅｒ，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地级市地区的控制变量Ｘｐ，ｔ包括工业化水平，使用的是第二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ｉｎｄｕｓ）；地级市人口增长率 （ｐｏｐｇｒ）；地级市政府债务与
ＧＤＰ比值 （ｄｅｂｔｒ）；财政自给率 （ｆｉｓｇｉｖｅｎ），即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比值；小学和初
中人数占比 （ｐｒｉｓｃｈ）；医疗机构床位数 （ｈ＿ｂｅｄｓ）。

本文将在ＤＩＤ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拓展性分析，如政策的改革初始年份
设置、更换被解释变量、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等方面。

（二）数据说明

实证分析采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地级市变量数据
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对于关键变量，进

行１％的尾部剔除。为了使各年份的数值可比，我们使用分省份的ＧＤＰ平减指数将各项
指标都调整为以１９９０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３。

表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ｇｄｐｒａｔ１ 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 ３０８ －０８０５ ００８２ －１１７９ －０５５１
ｒｇｄｐｐｃｒａｔ２ 实际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 ２９６ －０８１０ ００８４ －１１６４ －０４９７
ｔｉｍｅ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时间 ３０８ ０２５０ 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ｐｏｌｉｃｅ 是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还是其他老工业城市 ３０８ ０３３８ ０４７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ｔ＿ｐ 政策效应交乘项（ｐｏｌｉｃｅ×ｔｉｍｅ） ３０８ ００８４ ０２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ｉｎｄｕｓ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ＧＤＰ的比值 ３０８ ０５０７ ０１１７ ０１９９ ０９１０
ｐｏｐｇｒ 人口增长率 ３０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８
ｄｅｂｔｒ 政府债务与ＧＤＰ比值 ３０８ ５３８５ １０９７５ １５２７ ８２５３２
ｆｉｓｇｉｖｅｎ 财政自给率 ３０８ ０４６４ ０１７６ ０１２９ ０９９６
ｐｒｉｓｃｈ 小学和初中人数占比 ３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７
ｈ＿ｂｅｄｓ 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人） ３０６ ０３１４ ００９８ ０１４４ ０７１９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ＤＩＤ回归结果
表４是ＤＩＤ模型 （７）的实证结果及其检验分析，其中列 （１）为基准结果，列

（２）—列 （４）为采用模型 （８）的动态异质性检验分析。在列 （１）—列 （４）的模
型中均控制地级市虚拟变量，其中列 （１）控制地级市的虚拟变量，列 （２）—列
（４）则依次增加地级市控制变量。其中，ＤＩＤ模型的平行性检验结果列 （２）—列
（４）显示，ＤＩＤ分析的 “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样本符合 ＤＩＤ分析的条件，即２００７
年７月增值税转型改革之前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的实际 ＧＤＰ的增长率 （ｒｇｄｐｒａｔ１），均
没有表现出随时间增长的共同趋势，故我们认为样本符合ＤＩＤ分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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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表４列 （１）的 ＤＩＤ基准模型显示，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中部地区
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并无显著影响；列 （４）显示，在２００８年，相比于未参
加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将显
著提高。以列 （４）结果为例，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相比于其他老工业城市，２００７年
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其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 （ｒｇｄｐｒａｔ１）平均提高 ２２０％ （００２２０×
１００％）。相比于列 （２）—列 （４）的模型结果，在列 （１）中，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
相比于其他老工业城市，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其经济增长率影响较小，我们
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波及中国经济增长，使得各
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不同幅度的波动；另一方面，结合图１可知，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
转型改革之前，相比于对照组城市，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经济增长表现更大波动性，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结果。因而，以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
革为例，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政策推行，对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发挥了积极

作用，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和进步。

表４　增值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变量
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ｒｇｄｐｒａｔ１）

（１） （２） （３） （４）

ｔｉｍｅ
是否为政策改革时间２００８年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０９５０）
— — —

ｔ＿ｐ
ｐｏｌｉｃｅ×ｔｉｍｅ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４８）

— — —

ｐｏｓｔｇｔ０５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５年虚拟变量

—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２６０）
０１１２

（００２９５）

ｐｏｓｔｇｔ０６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６年虚拟变量

—
０００９４３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７５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２１）

ｐｏｓｔｇｔ０８
是否我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８年虚拟变量

—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１３０）

ｙｅａｒ０５ —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１９８）

ｙｅａｒ０６ —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０８４０）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９３２）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０８６９）

ｙｅａｒ０８ —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８３２）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０７７６）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９００）

ｉｎｄｕｓ
０９３８

（０２３５）
—

０７０２

（０２８９）
０６２５

（０２８４）

ｐｏｐｇｒ
０００２４７
（０２２６）

—
－００６３７
（０２２５）

－００６８３
（０２２９）

ｄｅｂｔｒ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０４２９）
—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５５５）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５３１）

３５

张凯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与区域经济增长



续表

变量
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ｒｇｄｐｒａｔ１）

（１） （２） （３） （４）

ｆｉｓｇｉｖｅｎ
０２２６
（０１５６）

— —
００６２２
（０１６０）

ｐｒｉｓｃｈ
０８１１
（１０２１）

— —
－０２９１
（１０６４）

ｈ＿ｂｅｄｓ
－００８１２
（０１９２）

— —
００８０４
（０１９５）

地级市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Ｎ＿ｃｌｕｓｔ ７７ ７７ ７７ ７７

Ｎ ２９８ ３０８ ３０８ ２９８

Ｒ２ ０５９６ ０５５２ ０６１６ ０５６９

　　注：、和分别是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标准误，标准误均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在地
级市层面。

在控制变量方面，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政府债务占比等因素有利于中部地区２６
个城市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列 （１）—列 （４）中，城市的工业化水平
（ｉｎｄｕｓｔ）和政府债务占比 （ｄｅｂｔｒ）的回归结果具有显著性。首先，当城市具有较高
的第二产业比重时，该地区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投资和经营将较大受惠于２００７年的
增值税转型改革，进一步带动企业发展；其次，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政府债务比重

时，表明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政府能动性，能够发挥财政支出的引导性和外部性作

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和稳定。

（二）讨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模型 （８）展开一系列讨论，在本节中，将考虑其他
相关政策情形下的稳健性分析。

１稳健性分析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推行，作为中部地区崛

起战略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但是，中部地区

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水平的提高的原因可能来自其他政策事件吗？首先，本文将
税收政策改革事件的处理时间设置为２００８年。然而，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为增值税转型
改革的时间，那么该政策改革在２００７年是否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较为显著的作用呢？
其次，进一步使用人均ＧＤＰ的实际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基于上
述问题，我们依次使用２００７年作为政策改革的基准年份、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 ＤＩＤ
分析。其中实证模型均采用模型 （８），且控制相关变量，结果见表５。

结果显示，考虑其他事件因素时，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政策均对中部地
区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水平的提高具有不确定性。当更换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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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模型 （８）的ＤＩＤ分析结果 （其他事件因素分析）

变量

实际ＧＤＰ的增长率
（ｒｇｄｐｒａｔ１）

实际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
（ｒｇｄｐｐｃｒａｔ２）

（１） （２）

ｐｏｓｔｇｔ０５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５年虚拟变量

０１０２

（００３１９）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２３５）

ｐｏｓｔｇｔ０６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６年虚拟变量

—
－０００９４９
（００１１４）

ｐｏｓｔｇｔ０７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７年虚拟变量

－０００５２６
（００１５７）

—

ｐｏｓｔｇｔ０８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８年虚拟变量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５１）

样本组 以２００７年为改革初始年份 更换被解释变量

样本时间范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事件处置时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地级市控制变量 Ｙ Ｙ
地级市虚拟变量 Ｙ Ｙ

Ｎ＿ｃｌｕｓｔ ７７ ７７
Ｎ ２８７ ２９８

Ｒ２ ０６１８ ０６３８

　　注：是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标准误，标准误均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在地级市层面。

ＧＤＰ的增长率时，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但其值为正，一定程度上也表明２００７年的
增值税转型改革降低了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结合国际金融危
机对中国的影响背景，一方面，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一部分的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
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部地区实际 ＧＤＰ的增长率，如基准模型的结论，但是在
实际人均ＧＤＰ增长率方面则不显著；另一方面，ＤＩＤ动态模型结果的不显著性，表
明了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中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困难性和艰巨性。

２投资和消费的影响
表６分析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消费、投资增长受到增值税转型改革政策影响的

情形，因而，更换被解释变量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实际增

长率。表６列 （１）—列 （２）均为动态异质性检验分析的结果，并控制相关变量。
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提高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实际经济增

长率水平，也提高了该地区的消费增长率，而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具有不确定性。表６
列 （１）的结果显示，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７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地区与处理时间交叉项
的回归系数为１０９％，也就是说，在２００８年时，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的消费增长率相
比于其他老工业城市提高１０９％；而列 （２）的结果则不具有显著性，即该地区的投
资实际增长率的变化是不确定的。其中，在投资方面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该结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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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０４年东北三省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为核心的文献结果表现出差异性 （聂辉华等，

２００９；许伟、陈斌开，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其主要原因为，第一，相关文献
主要考察参与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企业的经济效应，而本文直接分析政策改革
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变化；第二，文献中分析的核心变量为企业投资绝对量的

变化，分析对象为微观企业个体，而本文分析的核心是城市总体投资水平相对量的变

化趋势，故使得结论与文献结果出现一定差异性。

表６　增值税改革对投资和消费的实证结果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变量

消费实际增长率

（ｒｃｏｎｓｕｍｒａｔ）
投资实际增长率

（ｒｆｉｘａｓｒａｔ）

（１） （２）

ｐｏｓｔｇｔ０５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５年虚拟变量

００６５４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４００）

ｐｏｓｔｇｔ０６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６年虚拟变量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３４５）

ｐｏｓｔｇｔ０８
是否为中部地区２６个城市×２００８年虚拟变量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６４０）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３１５）

地级市控制变量 Ｙ Ｙ

地级市虚拟变量 Ｙ Ｙ

Ｎ＿ｃｌｕｓｔ ７７ ７７

Ｎ ２９８ ２９６

Ｒ２ ０５８５ ０５７１

　　注：和分别是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是标准误，标准误均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在地级市层面。

综上所述，本文聚焦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推行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分析中部地区
崛起战略的经济效应，相比于其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具有更为
良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情形，同时结合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经济的大背景，也表明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困难性、挫折性。因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对于保障中部省份的

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六、结论

本文使用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实验，立足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经济
影响，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与文献中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将促进企业投资水平，进而促
进地区经济增长发展的结论相同，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中一部分的２００７年的增值
税转型改革也显著地促进中部６省２６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一系列经验分析表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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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其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在２００８年，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中部２６个城市的实际
ＧＤＰ增长率提高２２０％。其次，本文构造中部地区６省２６个老工业城市和全国资源
型老工业城市的ＤＩ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能够更为精确地测度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
革的政策效应。在资源型老工业城市方面，推动资源型、工业型老工业城市转型改

革，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对于保障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最后，２００７年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济背景是２００７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
造成世界经济危机，加剧全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困难性和艰巨性，２００７年增值
税转型改革有力地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表明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科

学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本文以中部２６个城市和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的２００７年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为政策事
件，经验分析的结果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第一，紧扣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
过的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２０１６至２０２５年）》，围绕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特点，
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第

二，本文的经验分析也有利于优化资源型老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促进老工业城市的

经济稳定和发展。第三，中部地区的崛起和经济进步的经验、教训，资源型老工业城

市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应将引导其他地区的区域发展和产业结构协调，进而

服务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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