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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模型中的最优

所得税

最优所得税理论的核心问题

是:在选定以所得作为课税基础

后，怎样课税才是最优的？埃奇

沃斯（Edgeworth，1897）、斯

特恩（Stern，1976）、米尔利斯

（Mirrlees，1971）、凯塞尔曼

（Kesselman，1976）以及庇古

（Pigou，1920）等人从不同角度

研究了最优所得税问题。

埃奇沃斯认为，要想实现社

会福利最大化，每个人收入的边

际效用必须相等。功利主义者认

为，应在遵循边际均等牺牲原

则，不违背个人效用总额最大化

的功利主义目标前提下，确定个

人所得税税率。凯赛尔曼模型把

理论上所谓的“工资补贴计划”

原理应用于最优所得税理论中，

提出了“分段累进收入税”的概

念。①米尔利斯模型，即最优非

线性所得税模型最优非线性所

得税问题，即收入存在差异情况

下的最优累进性问题，故有人称

之为“收入差异模型”。

本文主要介绍斯特恩模型，

斯特恩在考虑了个人对所得和

闲暇进行选择的前提下，并结合

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用函数

（CES），提出了一种具有固定斜

率（边际税率）和固定截距（补

助）的线性所得税模型。

最优所得税理论
  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 *

内容摘要：最优所得税理论一诞生，就受到了

广泛关注。一些学者用不同模型阐述了最优所得税

理论。虽毋须严格按照这些模型来设计我国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但其模型所体现的税制设计理念或思

想对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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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al income taxation theory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since its birth. Some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is theory with various models.

Although it is unnecessary to design China’s personal

income tax system pursuant to this theory, the concept

and philosophy embodied in these models still offer a

reference for designing personal income tax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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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资补贴计划是一种对从事低工资工作的人按其工资率给予从价补贴的理论设想。工资补贴的比率(s)依据工资率（w）的不同而变化。工资补

   贴的确定公式是：s=c(ws-w)。其中，c是常数，ws是“收支平衡工资率”，收入低于此水平，就有补贴；收入高于此水平，就没有工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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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用函

数为：①

其中，L 表示工作与闲暇的

总时间数，l表示工作时数。若把

L定义为1，那么，消费与闲暇之

间的替代弹性为：           ，

μ、α都是替代弹性为常数的效

用函数的参数，参数本身并无特

定经济含义。

目标函数为：

其中，w 表示税前工资率；

v 为所得的社会边际效用弹性模

拟值，表示对分配状况的价值判

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不公

平的厌恶程度。

个人预算约束为：

其中，t表示边际税率，g表

示一次性总额人头补助。

政府预算约束为：

其中，f(w)表示工资分布函

数，           表示社会收入总

额 Y，有：R=-g+tY

其中，R、g、Y和 t分别代表

政府从某一个人那里获得的税

收收入、政府一次性总额补助、

个人总收入和边际税率。②

从图1可以看出，斯特恩模

型是一条直线，边际税率保持不

变，故称之为线性所得税模型。

图1中的A 点是临界点。在

A 点，纳税人不纳税，也不获得

补助；若收入高于A点，就纳税；

若收入低于A 点，就获得补助。

当收入为零时，政府从每个人手

中获得收入为 -g，即政府对其进

行补助；当收入增加到
g/t时，政

府既不征税也不补助；当收入超

过
g/t 时，政府对每单位收入征

收 t 单位的税收。

由于个人收入越高，补助越

少，当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还要缴税，所以，尽管线性所得

税边际税率固定，但平均税率仍

然是递增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线

性所得税实际上是累进所得税，

其累进程度与g和 t成正比。最优

线性所得税就是要寻找g与t的最

佳组合，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斯特恩依据经验数据估计了

替代弹性σ，并对不同的不公平

厌恶程度 v、替代弹性σ、政府

收入R 下的最优边际税率 t 以及

最优补助g 进行了计算。具体数

据见表1：③

从表1可以看出，最优税率

与对不平等的反感程度 v 和政府

收入需要R成正比，与替代弹性

σ成反比，并且相当敏感。v、t

和σ之间的关系见图2：

斯特恩以现实数据为依据，

U(c,l)=[(1- α)c-μ + α(L-l)-μ ]
-1/μ

=
1 +μ

σ 1

1-v
1∫0

∞
[U(c,l)]1-νf(w)dw

c=(1-t)wl+g

t  wlf(w)dw=R+g∫

wlf(w)dw∫

表1               斯特恩对最优税率的估计              单位：%

 σ              v=0                              v=2                              v=3                            v= ∞

注：（1）在每一组的两列中，第一列是边际税率（%），第二列是总额补助。（2）当最优税率超过

95% 时（用“95.0+”表示），其精确数字和g 的数值都不再计算，在g 的位置则用“—”表示。

t                     g        t                      g       t                     g       t                     g

0.2                36.2              0.096     62.7                0.161     67.0               0.171     92.6              0.212

0.6                17.0              0.042     38.9                0.090     43.8               0.099     75.6              0.135

0.4                22.3              0.057     47.7                0.116     52.7               0.126     83.9              0.167

R=0 (纯再分配税收)

0.8                14.1              0.034     33.1                0.073     37.6               0.081     68.2              0.111

1.0                12.7              0.029     29.1                0.062     33.4               0.068     62.1              0.094

R=0.05 (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

0.2                40.6              0.063     68.1                0.135     72.0               0.144     93.8              0.182

0.6                18.9              0.000     45.0                0.061     50.1               0.071     79.8              0.107

0.4                25.4              0.019     54.0                0.089     58.8               0.099     86.7              0.139

0.8                19.7              0.000     38.9                0.042     43.8               0.051     73.6              0.082

1.0                20.6              0.000     34.7                0.029     39.5               0.037     68.5              0.064

R=0.10 (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

0.2                45.6              0.034     73.3                0.110     76.7               0.119     95.0                 —

0.6                36.6              0.000     52.0                0.036     57.1               0.047     83.9              0.081

0.4                35.1              0.000     60.5                0.065     65.1               0.076     89.3              0.112

0.8                38.6              0.000     46.0                0.016     51.3               0.026     79.2              0.057

1.0                40.9              0.000     41.7                0.002     47.0               0.011     75.6              0.039

① 郝春虹《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框架及最优税率估计》，《当代财经》2006 年第2期。

② 个人的数量被斯特恩规范化为一个人，这样g就是总额补助的全部支付额，社会收入总额Y便成了一个人的收入，g>0，t>0。

③ 大卫·纽伯里、尼古拉斯·斯特恩著，贾康等译《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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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适当的方法计算出最优线

性所得税税率，并在不同的参数

值下，确定了系统的税率结构。

得出的结论是：给予穷人相对较

高的权重、富人较低的权重，那

么，税率还可以再提高。

二、应用斯特恩模型对

我国及部分国家所得税最

优税率的估计

由于目前各国对个人所得税

的改革多数都涉及税率的选择

和确定，而税率确定的核心是最

高边际税率的确定。所以，有必

要应用斯特恩模型对一些国家

的最高边际税率进行估计，以期

得出一些共性的东西。

斯特恩的结论对税制设计大

有启发：1.最优税率与关于分配

公平的判断 v、消费和闲暇之间

的替代弹性σ及政府收入需要R

三个变量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能

够计算或确定这些参数值，那

么，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2.

提高税率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

负的，即无论对不公平的关心是

多么迫切，提高税率应有个限

度，这个限度主要取决于劳动力

供给补偿弹性值。①

我们利用斯特恩模型对不同

宏观税负水平下部分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最优边际税率

值进行了计算，并与其现行最高

边际税率进行对比，得出了一些

数据（见表2）。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劳动

力资源比较丰富，消费与闲暇的

替代弹性σ＜0.4。根据斯特恩

模型的结论，最优税率与替代弹

性成反比，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

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税率（根据

σ=0.4）应该比理论值（σ＜0.

4时）要低。从表2可以看出，即

使在σ=0.4 时，中国、墨西哥

和土耳其的最优最高边际税率

值仍然高于（除非v=0）各自的

现行税制最高边际税率值，这说

明发展中国家的现行个人所得

税边际税率仍有上调空间。对于

发达国家来说，其最高边际税率

也有上调空间，不过由于其市场

体制比较完善，税收制度也比较

健全，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

水平也都比较高，个人所得税最

高边际税率很少上调，有的国家

反而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这是由

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一是斯特恩

模型本身的计算结果偏高；二是

一些国家出于应对不利政治和

经济形势的需要。

三、对我国个人所得税

改革的建议

我国自1980 年个人所得税

开征以来，收入连年大幅增长，

特别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个

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

稳步增长。1994年，我国仅征收

个人所得税73亿元，2008年增加

到3 722亿元。1994～2008年，个

人所得税收入占G D P 的比重由

0.15% 上升至1.24%，占税收收

入的比重由1.4%上升至6.4%。②

然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尚待完善：我

表2    用斯特恩模型估计的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最优税率    单位：%

中国              18                45            25       53       58       86

土耳其            24                36            31       58       62       87

墨西哥            20                28            25       54       59       87

挪威              43                40            34       60       65       89

v=0            v=2           v=3           v= ∞
国  家       2007年宏观税负

现行税制最

高边际税率

最优税率估计值

匈牙利            39                36            33       59       64       89

捷克              36                32            32       58       63       88

冰岛              41                36            34       60       64       89

英国              37                40            32       58       63       88

西班牙            37                43            32       58       63       88

德国              36                48            32       58       63       88

意大利            43                43            34       60       65       89

法国              44                48            35       60       65       89

美国              28                41            29       56       61       88

注：1.取斯特恩偏爱值σ=0.4；2.本表估计数采用插值法；3.国外最高边际税率为缴纳的最高法定

税率，最高边际税率来源于经合组织主页；4.发达国家宏观税负数据依据OECD 官方网站http://

www.oecd.org/ 公布的税收总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计算所得。

图2  不同不公平厌恶程度

      下的斯特恩最优税率

税率(t）
1

0.5

0    0.2   0.4   0.6   0.8   1
替代弹性（σ）

① 虽然具体数值计算对于判断模型中参数的灵敏程度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模型中假设条件的限制，运用这些结论要谨慎。

② http://www.mof.gov.cn/mof/toutiao/200906/t20090617_168957.html。

v=∞

v=3

v=2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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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税

制，税率设计复杂，费用扣除标

准不合理，税负不公平，等等。针

对上述问题，结合斯特恩模型分

析的结果，我们对我国个人所得

税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要考

虑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原则

最优所得税理论体现了选择

一定的社会福利函数和对公平原

则与效率原则进行权衡的内涵，

却从未考虑税收制度对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而对公平原

则的考虑，必然会提高宏观税负；

对效率原则的考虑，必然会降低

宏观税负。我们认为，个人所得

税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注重公

平原则，同时要重视效率原则，努

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

（二）科学借鉴斯特恩模型

的结果

我国借鉴吸收斯特恩模型及

其估计结果时，首先必须考虑劳

动与闲暇之间的效应，同时也要

考虑工作努力程度、工作性质的

选择、劳动环境的选择以及劳动

效应在性别方面之间的差异等。

过高的边际税率可能会刺激纳

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因此，

较高的税率不一定就能获得较

高的税收收入。所以，在普遍征

税的前提下，对低收入者课以相

对较低的税率，以保证社会收入

的公平分配;对较高的收入者也

要课以相对较低的税率，以保证

经济以较高的效率运行。

（三）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单纯的分类征收税制模式既

缺乏弹性,又增加了征管难度和

成本。目前这种课税模式只有很

少国家采用。但在目前情况下，

完全放弃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也

是不现实的。从目前个人收入水

平和税收征管水平看，我国还不

具备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综

合税制的基本条件。今后，应努

力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逐

步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

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

模式，把现行的工资、薪金、劳

务报酬、财产租赁、生产经营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等

经常性所得按统一税率综合征

税，对红利所得、股息所得、偶

然所得等非经常性所得继续实

行分类所得征税，并依据纳税

人的婚姻状况、赡养人口、年

龄、健康状况、医疗、教育、保

险以及享受的闲暇等，确定合

理的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逐

步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度。

（四）提高边际税率，减少税

率档次，优化税率结构

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九级超

额累进税，税率结构复杂，计算

繁琐，违背了税率档次删繁就简

的原则。而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

税率档次比较少，有的仅仅三

级。为了提高税制效率，发挥个

人所得税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国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有必要合

并所得种类，减少税率档次，加

大税率级距差别，设计好累进级

数、级距和边际税率。根据斯特

恩模型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最优

税率的估计可以发现，我国边际

税率仍有上调空间。但是，税率

的提高一定要有个限度。

（五）制定合理的费用扣除

标准

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重点

对个人所得税综合计征部分的

费用扣除标准进行完善。在确定

费用扣除标准的时候，应该考虑

居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支

出以及个人所得税对财政收入

的影响等因素。个人所得税费用

扣除标准应以国家规定的小康

生活收入水平为基准，保证居民

达到小康生活所必需的收入水

平。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应包括

居民个人和家庭的日常消费性

支出、个人养老保险性支出、家

庭住房支出、赡养支出、子女教

育支出等必要的开支。

总的来说，我国应按公平、

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个

人所得税进行改革，逐步完善个

人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应借

鉴吸收最优所得税理念；在实践

中，应运用西方发达国家税制改

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逐

步确定个人所得税课税范围、税

收减免及税率结构等问题，以构

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与

可持续性发展原则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参考文献：

（1）罗晓林《外国税收理论与制度》，中山大

    学出版社1998年版。

（2）郝春虹《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最优所得税：

    理论框架及最优税率估计》，《当代财经》

    2006年第2期。

（3）邓子基《税种结构研究》，中国税务出版

    社 2000年版。

（4）岳树民《中国税制优化的理论分析》，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责任编辑：赵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