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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税改“冲击波”：经济影响与政策应对 *

郑联盛 陈 旭

特朗普政府的税改是美国政府1986年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税收改革，其核心内容

是降低企业所得税，提高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税改具有促进再工业化、缓释

政治压力、夯实复苏基础等重要背景，税改从简化税制、降低企业税负和保障家庭收

入等领域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对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具有最大

的政策红利。特朗普税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财政赤字和

公共债务的影响整体是负面的，未来将在预算和公共债务上限等方面遭遇多重压力。

特朗普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缩表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新的外溢效应，可能对直接投

资、国际资本流动以及税收安排等造成明显影响，对于中国的直接投资、资本流动、

汇率稳定、外储安全、金融稳定以及国际竞争力等产生显著影响。反思中国企业税负

相对较高的内在根源，审视中国以企业税为支撑的税收收入体系，构建现代财税体

系，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化改革来缓释外部冲击可能是最优的政策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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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推动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制改革。2017年 12月 22日，

特朗普签署了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协商并通过的最终版本税改法案，并于 2018年
1月1日开始实施。正式实施的《减税与就业法》（Tax Cuts and Jobs Act）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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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此次税改是一次力度较大的财政

税收改革，特朗普政府称其为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和税负改革。

特朗普税改主推企业所得税削减，是以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为目标的。税改实

施后税改的减税效应将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会扩

大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负担。再加上美联储“缩表”和加息政策的叠加影响，不

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虽然，外

溢效应尚未充分显现，但是，厘清其传导机制及冲击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

实施的税改、加息和 “缩表”等政策组合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洼地

效应引致资本回流美国，并可能引发国际税收竞争或其他相关的贸易摩擦。同

时，中国也可能面临短期资本和长期直接投资流出的风险。对此，中国应该积极

进一步推动减轻企业税负为主线的税改，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需要做好相

关的风险防范工作，确保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特朗普税改的经济背景

特朗普政府税改政策是 1986年《国内税收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
实施以来美国最为重大的一次财税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的出台与特朗普政府的国

内政策压力、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诉求、美国再工业化与国际竞争力以及刻意“忽

视”公共债务问题等紧密相关。

在税改之前，特朗普政府在医疗保障、财政预算、移民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

的政策遭遇了实质性的阻力，需要一个较为重大的胜利来重塑其政府的公信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去杠杆过程，企业部门（包括金

融业）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亦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加上美

国采取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及非常规货币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呈现较为持续的

复苏。2016年，特朗普以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问题、种族问题以及华盛顿－华尔

街问题成功地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是，面临国内制度性、官僚体系、既得利益集

团和民众的四个制约 [1]，为此，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的经济政策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经历几轮的政策“失败”，特朗普政府亟待一次立法胜利，联邦财税体制改

[1] 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兼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 2
期，第9~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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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迎来了“机遇之窗”[1]。

再工业化与国际竞争力是本次税改的重要目标之一。与 1980年以来美国历

次税改相比，特朗普税改的主要特点是主推企业所得税削减，期待推动美国再工

业化。特朗普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财税体制与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以及国际

竞争力的匹配性，这是重塑美国竞争力的基本保障。[2]本次税改是在美国经济已

经复苏的背景下推动的，而且改革力度最大的是企业所得税。可见，此轮税改在

刺激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目标是增强美国企业在税负领域的相对竞争力，促

进资本回流和资本形成，推动美国经济再工业化进程。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本次税改的又一重要目标。自里根政府“供给学派”

政策实施以来，财税改革一直是美国政府的基础政策之一。税改是美国政治家获

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之一，1980年以来重要的税改有里根税改、小布什税改

和奥巴马税改。美国税改减税与经济衰退有着紧密的联系，上面三次税改都是在

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推动的，税改成为拉动美国经济脱离低谷的政策选择。本次特

朗普税改，不仅是特朗普在兑现其竞选的承诺，同时仍然具有夯实经济复苏基础

的政策诉求。特朗普总统的税改政策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反对 [3]，但是，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基于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一定程度上具有逻辑自洽性和实

践可行性，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可能有实质性利好。[4]

公共债务可持续是美国政府税收改革的核心考量，但是，特朗普本次税改则

刻意忽视其对公共债务的影响。2015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税收改革，其核心目

标是两个：一是增加政府收入，缓释公共债务压力，这主要通过强化资本利得税

和向大型金融机构征税来实现；二是提高抵免和税收优惠水平，为中产阶级减

负，主要通过家庭额外税收抵免、儿童保健税收抵免、简化教育税制以及改进企

业养老金计划进行。奥巴马政府的税改实际是在做结构性调整，核心目标是缓释

美国公共债务压力。此前，小布什政府除了在“9 · 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之

[1] 李超民、胡怡建：“特朗普税制改革取向及其影响”，《税制改革》，2017年第1期，第42~46页。

[2] Trump Campaign,“Tax Reform That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ttp://middleclassfortrump.com/
issue/taxes/[2017-12-09].

[3] Summers, Lawrence,“Trump’s Top Economist’s Analysis Isn’t Just Wrong, It’s Dishonest”,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2017；Krugman, Paul,“Everybody Hates the Trump Tax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2017.

[4] 李向阳：“特朗普经济政策评估”，《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第5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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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施较为显著的减税举措之外，并没有取得财税体系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其核

心的约束亦是公共债务压力。但是，本次特朗普税改是在明确知晓公共债务会显

著提高的情况下强力推进税改，最为关键的是忽视了其对公共债务的直接冲击。

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1]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以及后来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中，

法案都是因共和党掌控两院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特朗普政府税改的核心内容

此轮特朗普税改作为 1986年来最为重大的一次改革，涉及内容和细节非常

之多。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最初税改方案与此前几任政

府的财税改革具有较大的区别，具有三个重要目标：一是简化税制；二是大幅降

低企业税负；三是保障家庭收入。[3]本质上仍然是财税体系中制度、规模和结构

三个核心问题。比如，在其改革方案中，个人所得税七档税率要简化为三档，减

少税收申报数量，简化税收扣除问题，减少净投资税及替代性最低限额税

（Alternative Minimun Tax），建议取消遗产税，计划取消除研发税收抵扣外的大部

分税收优惠； [4]公司所得税从最高 35%下调至 15%，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

39.6%降低为 33%（此前其曾欲下调至 25%）；个人标准抵扣额从 6350美元提高

到15000美元，家庭标准抵扣额从12600美元提高到30000美元等。[5]

作为美国国内最为重大的经济政策之一，财税政策的调整涉及到众多的利益

调整，特朗普的税改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以及政治博弈的过程。最后通过的

《减税与就业法》与特朗普最初提出的改革建议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税制简化

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仍然保留了特朗普对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税负降低

的诉求。

[1] Hughes, Siobhan,“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Approves GOP Tax Bill”,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 2017.

[2] Faler, Brian,“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Approves GOP Tax Reform Plan”, Politico, November 16,
2017.

[3] Gingiss, Laura, “2016 Tax Policies of Major President Candidates”, Wolters Kluwer Special Briefing,
August 12, 2016.

[4] 姜跃生：“对特朗普税改计划与中国应对之策的思考”，《国际税收》，2017年第 4期，第 25~41
页。

[5] Irwin, Neil and Alan Rappeport,“Donald Trump Adopts GOP Tax Cuts, but Balksat Trade Pacts”,
August 08,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8/09/us/politics/donald-trump-economy-speech.html/
[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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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与就业法》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所得税、海外企业利润汇回税率、个人

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内容，其中企业所得税削减是重头戏。最终税改方案主要内容

如下。1）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其最初方案是下调至15%。2）对

未缴税的海外企业利润一次性征税，汇回税率从此前最高39.6%的税率改变为按

流动性分为两类：现金及其等价物形式的税率设为15.5%，非现金资产的税率为

8%。汇回利润税率调整亦属于企业所得税范畴。3）个人所得税方面，没有成功

减少至三档税率，继续维持七档税率但调低部分档位税率，将最高档税率从

39.6%降低为 37%，比最初方案的 33%高出 4个百分点。个人税单身标准抵扣额

度提高额度比最初方案略有降低，个人税单身标准抵扣额度从 6300美元提高至

12700美元（最初方案是 15000美元），夫妻标准抵扣额度从 12600美元提高至

24000美元（最初方案是30000美元）。4）遗产税保留，起征点从549万美元调高

至 1120万美元，起征点提高超过 1倍。[1]此次税改还在房产税、教育、替代性最

低限额税（没有取消但提高额度，对个人从 54300美元提高至 70300美元）等方

面进行了相关的改革与调整。

本次税改最为重大的改革就是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大幅下调，目标在于提升美

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美国企业税

税率将从中高水平降低至中低水平。税改前，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企业所得税最高的国家，企业所得税下调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向

内看”的政策逻辑。本次税改影响最大的是美国C型公司。美国公司报税体系分

为穿透实体和C型公司两类，穿透实体包含个人所有制、两人以上合伙制以及 S
型公司，S型公司是美国公民持有、股东不超过100人的国内公司；C型公司就是

标准股份公司。虽然，2014年底穿透实体占公司数量已经接近92%，但是，C型

公司基本是大型跨国企业，对于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力。[2]

为此，特朗普税改影响受益最大的可能就是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另外，海外企

业利润汇回税率的大幅调整对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回流也是较为有利的。

这充分说明特朗普极其重视美国跨国企业在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

[1] Tax Cuts and Jobs Act , ht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1/BILLS-115hr1enr.pdf/[2017-12-28].
[2] 戴悦：“特朗普税改及影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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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税改前的公司所得税国际比较

注：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公司所得税均以复合所得税率 （Combined Corperate Income
Tax Rate）计算，中国只列示企业所得税，不包括增值税、营业税等由企业负担的税种。世界

加权平均是通过各个经济体GDP加权平均而得。

资料来源：OECD,“Statutory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DataSetCode=TABLE_II1/[2018- 01- 10]； Tax Foudation, Jahnsen, Kari and Kyle Pomerleau.

“Corperate Incom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 2017”, Tax Foundation Fiscal Fact No.559, Sept.
2017。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仍然是本轮税改的重要目标，个人税负改革亦是重要的

改革内容，这将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美国是以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

经济体，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刺激消费，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从税率上，保持七

档税率，最高税率从 39.6%降低至 37%，其余档税率从 35%、33%、28%、25%、

15%、10%分别调整为35%、32%、24%、22%、12%、10%。个人税单身标准抵

扣额度从 6350美元提高至 12000美元，夫妻标准抵扣额度从 12700美元提高至

24000美元。 [1]每个纳税户每年预计将减少 4150美元的税负。 [2]家庭税收抵扣方

面，未成年成员税收抵扣额从 1000美元提高至 2000美元，税款返还部分最高可

达1400美元，其他被赡养人抵扣额从0提高至500美元。家庭首套房产和第二套

房产贷款利息抵扣额从 75万美元提高至 100万美元。在遗产税上，起征点从 549
万美元调高至1120万美元。[3]此前，美国遗产税的调整都是渐进式的，2001年以

来每年（除 2010年）调整起征点或税率，2011年以来起征点基本是一年提高几

[1] Tax Cuts and Jobs Act, https://www.congress.gov/115/bills/hr1/BILLS-115hr1enr.pdf/[2017-12-28].
[2] Ruane, Willam, “Tax Forms and Instructions”, 26 CFR 601.602, Office of Associate Chier Counsel

(Income Tax and Accounting), https://www.irs.gov/pub/irs-drop/rp-16-55.pdf/[2018-01-12].
[3]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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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最高税率自 2012年从 35%提高至 40%后保持不变。对于绝大部分美国

家庭，此次遗产税起征点翻倍提高意味着该税形同虚设。合格医疗保险覆盖调

整、个人及家庭抵扣额提升、税款返还提高、房产及房贷利息抵扣提高以及遗产

税起征点翻倍等诸多调整，对于居民部门消费可能是一个有利的促进，对于消费

支撑的美国经济也是一个较强的支撑。

特朗普税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财政政策是直接影响总需求的宏观政策，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大幅减税政策将

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会相应扩大财政赤字和

公共债务水平。根据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JCT）对参议院税改版本的估

算[1]，从 2018－2027年的十年间，新税改将使得十年间国内产出大致提高 0.8个
百分点，就业水平亦有望提升 0.6个百分点。本小节将从特朗普税改的减税效

应、增长效应、公共债务冲击以及对重要金融市场等领域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税改的减税效应

从减税的规模看，税改预计为美国家庭和企业减税约 1.455万亿美元。根据

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数据，特朗普政府的税改将带来总规模约 1.455万亿美

元的减税规模[2]，约占 2016年美国GDP的 7.54%。从税收收入减少的总量变化来

看， 2019年和 2020年将是减税效果最大的两年，之后逐步下降，相对应的是

2019－2020年将是美国财政压力最大的两年。

从减税的结构看，企业所得税下降幅度远大于其他税种，减税规模最大，同

时个人所得税减税规模亦较大。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幅度较大，下调了 14个百

分点至21%，是本次税改最重大的内容，也是本次税改被称为是“历史性”的核

心表现。此次企业所得税调整之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的水平已处于全球中低水平

（Medium-low）。同时，减税规模第二大的部分是个人税负。新税改实施之后个人

[1] 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与正式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基本内容大部分是

十分接近的，故中立机构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对参议院税改经济影响与最终方案影响的评估应基本相

似。比如，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要将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35%降低至 20%并于 2019年正式实施，但是，

《减税与就业法》将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降低至21%并于2018年正式实施。

[2]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C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as Ordered Reported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November 16, 2017”,
JCX61-17, November 3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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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净变化大致是工资收入总额的1个百分点，但是，因为标准抵扣额提高等

导致的减税效果大致是工资收入总额的2.4个百分点。[1]企业所得税收入在美国联

邦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较个人所得税低，2016年企业所得税仅占联邦财政收入

的9.17%，而个人所得税占到了47.33%，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较为有限但是其占

比较大，总体规模亦较为显著。整体的受益结构大致是，公司部门所得税可能减

税 5280亿美元，税赋转由合伙人缴纳的企业（pass-through business）可能减税

3620亿美元；个人所得税可能减税4440亿美元，遗产税大致削减830亿美元。[2]

（二）税改的增长效应

整体而言，本次税改对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税负都有一定程度下降，特朗普

税改将有小幅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基于参议院税改版

本估计，新税改将使得未来十年间国内产出水平平均每年额外扩张 0.8%（不是

增长率提高 0.8%） [3]，税改带来的未来十年经济产出扩张总规模大概是 1.895万
亿美元，约为2016年美国GDP的10.2%。美国税收政策中心同样基于参议院版本

法案预测 2018－202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额外扩张 0.4%，期间经济产出累

积扩大9610亿美元。[4]宾州大学沃顿预算模型则预测此次税改对于经济产出水平

的影响范围是 0.6%~1.1%。[5]不同分析的结构差异根源有二：一是此次税改对高

收入阶层的利好较大，但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小；二是企业所得税大幅

下调是企业投资决策调整的重大因素但非充分因素。

税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主要通过企业投资、消费提振和就业市场改

善来实现。在资本形成方面，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税率，一方面会增强企业竞争

力，改善经营环境，另一方面也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到美国投资建厂。同时，

[1]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C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as Ordered Reported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November 16, 2017”,
JCX61-17, November 30, 2017.

[2]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Reconciliatio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f
Finance”, November 26, 2017.

[3] 2017年 12月 22日的报告调低了增长效应，经济产出水平额外扩张幅度降低至 0.7%。详见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JC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as Ordered Reported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JCX69-17, December 22, 2017.

[4] Tax Policy Center (TPC),“Winners and Losers After Paying for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December
8, 2017.

[5] 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 (PWBM),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n the
Budget and the Economy”, December 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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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一次性优惠征税，促进海外利润回流，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和

资本形成。但是，长期资本的转移不仅需要考虑到税负成本，还需要全面考虑综

合成本以及服务市场等因素，尤其潜在受益最大的大型跨国企业在资本回流权衡

中更需要考虑核心市场远近及综合成本高低。同时，减税会造成政府债务上升，

国债收益率上升，企业融资成本也将随之上涨，企业资本形成需要考虑长期利率

和预期回报率的相对变化，这对于美国可能没有显著优势。从税改的宏观影响

看，美国资本形成在税改实施下会有所增加，但是，可能不会出现长期重大的趋

势性资本回落和产业扩张。为此，美国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将未来十年美国可用

资本规模增加值从参议院投票前的1.1%下调至法案通过后的0.9%[1]，从而使得经

济增长效应被拉低。

在消费促进方面，个人所得税和部分企业所得税削减会增加居民收入，刺激

消费增加，有利于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比如占比达到 69.8%的私人所有制企

业[2]，其企业所得税将转为由合伙人缴纳的企业个人所得税。虽然，个人所得税

率减少幅度不如企业所得税明显，但是，由于消费主导性和个人所得税高比重，

个人所得税降低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税改经济影响作出预测的机构

在消费促进上的分析逻辑及计算分歧较小，基本预计消费水平会额外增加0.6%。

在就业市场上，减税可能会改变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特别是标准抵扣

额等的提高导致的实际减税效应还是有较显著的积极影响，对于改善就业意愿是

一个正向的激励。但是，就业改善效应可能在新税改实施后的中短期较为有效，

在结构性税改实施一段时间后（比如 3-5年），就业市场的改善效应可能就明显

弱化。在2018－2027年期间，美国就业市场每年平均将改善0.6%。[3]但是，由于

目前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税改对于劳动力市场

改善程度是否能够得到模型预测的水平值得深入观察。

（三）税改对公共债务的影响

减税对公共财政的短期影响是负面的，对于主权信用亦是较为显著的负面冲

[1] 2017年 12月 22日的报告调低了增长效应，经济产出水平额外扩张幅度降低至 0.7%。详见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JC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as Ordered Reported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JCX69-17, December 22, 2017.

[2] 戴悦：“特朗普税改及影响”，《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第3~12页。

[3] 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of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CT), “Macro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Tax Cut And Jobs Act’ as Ordered Reported by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November 16, 2017”,
JCX61-17, November 3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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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从短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对财政收入是强负向冲击，2019－2020年是美国公

共财政及债务上限调整的压力较为显著阶段。由于税改给予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

汇回优惠税率，美国跨国企业为避税而囤积在海外的 2.6万亿美元利润将部分回

流，增加一定的税收收入，但是，这难以改变税改对财政收支的负面冲击，无助

于缓解美国公共债务短期快速上升的趋势。由于美国主权信用与美国公共债务水

平支撑相关，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元币值的稳定性。从外汇市场看，市场参与者对

于减税引致的公共债务冲击较为担忧。一方面，减税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并没取得共识，不同渠道的预测都说明减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是小幅度的，依

靠资本回流来强化美国经济增长基础和国际竞争力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里

根政府的减税改革表明减税引致经济增长的税收“反哺机制”并不显著，最后的

结果是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和公共债务提升。里根政府当时为了提振经济和促进消

费，在 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中将中小企业（收入低于 22.5万美元）的

公司所得税率从 17%降低至 15%，资本利得税从 25%降低至 20%； 1986年的

《税制改革法》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50%下调至 35%、将公司所得税最高税

率从 46%降低至 33%等等。[1]截至目前，里根政府的减税规模和范围应是美国历

史之最，但是，美国联邦债务总额从1980年9090.4亿美元飙升至1989年的2.868
万亿美元。[2]

公共债务上限问题将直接引发美国信用主权风险。税改后联邦政府赤字将迅

速上升，突破联邦政府法定债务上限，将迫使国会提高法定债务上限。2017年3
月联邦债务法定上限提高为 19.8万美元，而 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总负债就已经

达到18.5万亿美元，接近债务上限。税改后在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短期难以

削减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债务迅速上升将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提高法定债务上限

将是近两年美国国会的重要讨论议题。2018年 1月 20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因不

达3/5多数未能通过联邦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美国政府非必要部门自21日
起暂时关闭。特朗普政府将其归咎于参议院反对党的责任，称为“舒默式关

闭”，反对党领袖查尔斯·埃利斯·舒默 （Charles Ellis Schumer）参议员则认为

根源在于特朗普总统，是“特朗普关闭”。未来特朗普政府在预算上限问题上可

能将继续遭遇类似问题，无法获得 3/5支持票。此前，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特

[1] 李栋：“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践及启示”，《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第79~81页。

[2] 数据来自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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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姆努钦（Steven Terner Mnuchin）要求国会在 2018年 2月底之前就提升联邦

政府债务上限。

此次税改对于联邦财政长期的收支平衡基本是负面影响。在中长期内，减税

可以通过激活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增加税基的方式改善财政收入，这是减税对经

济增长的“反哺”。但是，企业和个人能动的反应以及实体经济周期或结构性影

响，可能使得通过税改增加税基的机制难以有效实现，税改实施后十年可能相应

导致美国国家债务提高 1.455万亿美元。美国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政

府的减税改革在中长期将增加联邦政府负债压力，即此次改革所带来的税基增加

可能无法抵消减税及税率下降的影响。特朗普税改甚至被称为过去近 40年最不

受欢迎的税改政策。[1]

（四）税改对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对国债收益率和利率影响方面，利率上行是大趋势，上升节奏仍由美联储把

控。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既影响自身融资难易程度和成本，也会影响全球利

率，因为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的无风险利率。美国税改对国债收益率和利率的

影响，要从国债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供给方面，联邦政府债务增加，将直

接增加债券市场的国债供给量，推动国债收益率上行。需求方面，税改会吸引短

期和长期资本流入，吸收部分国债新增规模。随着美联储 2018年 10月份开启缩

表计划，也会推动国债收益率在未来3-5年内逐步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税改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将是 2018－2019年美联储货币政策

决策的重要考虑，不过，预计美联储加息节奏不会受到税改的过多影响。美联储

在 2020年以后的中长期目标利率是 2.75%，目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为 1.5%。这

样来看，2018－2020年每年可能加息 2~3次。如果税改后国债收益率上升过快，

美联储会相机抉择减少加息次数，美联储独立性及其对加息、缩表的把控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缓释减税导致的公共债务上升对主权信用及国债收益率的不利冲击。

美联储的能动性可以保障美国国债的需求缺口尤其是国外投资者的需求缺口不至

于过大，防止国债收益率进一步提升并加大公共债务的偿付压力。

在税改和美联储缩表、加息共同作用下，美元具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汇率

方面，税改对企业投资、家庭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整体有利于美元的基

[1] Enten, Harry, “The GOP Tax Cuts Are Even More Unpopular Than Past Tax Hikes”, November, 29,
2017,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the-gop-tax-cuts-are-even-more-unpopular-than-past-tax-hikes/
[2017-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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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面，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利率提升有利于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美元走稳

或一定程度走强具有一定可能性。但是，美元是否会走强，有赖于市场对美元背

后的主权信用及公共债务的判断，同时需要看欧元、日元、英镑等其他货币及经

济基本面的表现。

税改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和公共债务提升可能大大弱化美元的信用基础，甚至

使得美元反而成为一个相对弱势的货币。美元本位制下，美国公共债务提升，意

味着美国主权信用弱化，对于美元可能是一个较为显著的负冲击。特朗普税改方

案通过之后，外汇市场并没有显示税改对于美元及其相关公共债务、主权信用的

信心，美元指数出现明显的弱势，从2017年12月22日的93.3较快下跌，2018年
1月 24日美元指数跌破 90。[1]美元的市场表现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对特朗普税改

的观点基本一致：税改将显著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这对于美国长

期发展和美元信用反而是一种约束。

公共债务政治化将使得美国信用及美元面临更复杂的变数。逻辑上，由于共

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应该较为容易获得

国会通过，但是，由于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和参议院、众议院在医保、移

民、贸易等领域的立法冲突累积较为显著，特朗普未来的预算方案特别是债务上

限问题可能会面临较为激烈的冲突，即立法层面对行政层面的不信任可能使得未

来联邦政府债务问题更加突出。债务上限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加频繁出

现，除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两党博弈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利用美元国际地位，

将金融危机中的私人部门风险集中化、集中风险债务化、公共债务货币化，即以

政府部门加杠杆来缓释私人部门去杠杆的经济冲击。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

位和美国国债国际储备资产的特殊地位，美国政府是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通货膨

胀的办法摆脱自己的债务负担；即便美国政府希望保持美元的强势，美国政府为

克服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可能会最终导致美元贬值和通

货膨胀。 [2]减税对公共债务的冲击可能进一步使得美国陷入一个信用弱化的螺

旋，并对美元带来新的冲击。

总需求上升和资本流入将推高美国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需要关注资产价格

泡沫及未来的回调风险。从当前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来看，2017年三季度GDP同

[1] 数据引用自Wind。
[2]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 3期，

第7~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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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率 2.3%，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 2%，11月的失业率

4.1%[1]，增长复苏态势较好，失业率也已降到 8年来最低点。在美国经济可能已

经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时点出台减税刺激，总需求上升会更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

升。在居民收入增加、企业税负降低、通胀上升和资本流入等背景下，美国股市

和房地产价格理论上将会被推高，但是，由于美国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已经处于高

位，税改反而可能成为一个估值调整的重大信号，资产价格波动可能加剧。

从更长期的角度，需要关注美联储加息、缩表以及减税中美国国债收益率上

行对资产定价机制的内在影响。美国国债是全球无风险资产的核心表现形式之

一，其收益率亦是全球无风险收益率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是其他风险资产定价的

基准。如果美联储加息、缩表以及减税显著提高了美国利率水平，那么美国风险

资产及全球风险资产的估值可能会重构，资产价格可能具有较大的下跌压力，尤

其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美元大幅波动的汇率风险需要重点

警惕。

税改对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政策调整对于世界经济都会有显著的外溢效

应，对于直接投资、资本流动、财税改革以及国际贸易等都能有显著的影响。尤

其是针对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可能会影响大型跨国企业的资本配置和投资决策，这

对于直接投资和全球产业链可能会有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

（一）特朗普税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税收洼地效应引致资本流入美国

企业所得税大幅降低的税改带来显著的减税效应，使得美国的长期投资环境

更有政策优势，将产生一个由中低税率为主导的洼地效应，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资本流入美国，同时美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资本回流本土。尤其是美国在境外高

达2.6万亿美元的累积利润走势可能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动和分布

格局。当然，这个回流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建立，需要看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稳定性

和可预期性，同时还需要关注大型跨国公司对于资本回流可行性的综合权衡。

[1] 数据引用自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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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改、缩表和加息组合改变国际资本流动格局

在未来2-3年美国税改、缩表和加息三项政策效应叠加在一起，组合力量将

打破国际资本流动相对均衡的状态。美联储的缩表操作和加息将会提高美国利

率，从而吸引短期资本流入以及部分中长期资产配置资金的流入。三项政策的结

合，可能使得美国在获得国际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优势的认识基本偏悲观，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税改对于经

济增长、资本回流有积极作用，但是，并非是实质性的改善。不过，对于企业部

门而言，特朗普税改确实触及到了企业运营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实质性的成本降

低和优势强化。不能因为主流观点而忽视了这种实质性改革的潜在收益及其长期

影响。此消彼长的资本流动格局将使得税负较高、预期投资收益降低、金融稳定

性较差的经济体面临较为显著的资本流出压力，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可能发生显著

变化。

3.美国税改引发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特朗普税改法案落地，可能出现全球主要经济体争相减税局面。为减缓

企业竞争劣势，更多国家可能会加入减税行列。目前英国和法国将在 2018年预

算案中实施减税计划，德国已在考虑减税方案。法国将实施减少居住税、取消私

营企业职工两项社会保险税、削减巨富税等“全面受益”的举措，其中将在3年
期间分阶段取消80%家庭或1700多万纳税户的居住税。

美国的税改整体将打破国际贸易及相关税收安排相对均衡的结构，使得税率

较高国家的企业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美国减税也将会冲击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

经济体，倒逼这些国家减税，以重新获得出口的竞争力。对于东亚出口型经济体

而言，对国内企业减税，可以减小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促进出口、增长和就业，但是，由于此类经济体对于出口行业、相关制造业及税

收的依赖程度较高，减税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面临财政收入的较大困难。税收竞争

引发财政领域潜在的困难可能比美国税收改革的外溢冲击本身更为显著，相关经

济体政府必须权衡美国税改的负面影响和自身税改的综合影响。

（二）美国税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日益紧密，美国政策调整势必

对中国产生显著影响。单从特朗普税改本身而言，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可能主要

体现在资本流动上。但是，由于税改将会叠加美联储的加息、缩表政策，对于中

国经济的影响将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需要重点警惕特朗普税改对中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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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资本项目、金融稳定以及包括财税体系在内的经济改革的影响。

1.美国税改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从长期资本流动方面看，一方面美国税改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会对中国外

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影响较大。2016年美国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

重，仅占1.89%，欧洲占到7.49%，亚洲占比为78.44%。[1]表面上，尽管即使一部

分美国直接投资回流，也不会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一

方面，美国外商直接投资较大一部分是通过中国香港、新加坡、避税地等迂回投

资中国，国际资本回流美国，也将使得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资本回流，减少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美国税改如引发欧洲和亚洲的减税浪潮，那将会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新一轮影响。

2.美国税改对中国资本流动的影响

整体而言，美国税改对于中国的资本流动将带来一定的冲击。除了企业所得

税降低对长期直接投资的影响较为实质之外，中国短期资本流出压力亦可能由此

增加。短期资本流动对短期预期变动、利率变动和收益稳定性较为敏感，美国利

率上升是导致短期资本流出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内对于人民币及其相关资产

的回报率预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05年后长达 10年时间中国际资本投资中国

可以享受资产投资收益率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收益，但是，随着人民币双向波动加

剧，国内各种投资收益率下降，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国内实体经济和金融

体系一度出现“资产荒”，这将使得国际收支中金融项目的资本流出较为显著。

2015－2016年，金融项目的资本流出压力是巨大的，2017年由于美元下行和人

民币逆周期因子政策实施，资本流出压力有所缓解，但是，美国税改叠加美联储

加息、缩表可能再度引发资本流出的预期，给中国国际收支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3.美国税改对中国财税体系改革的影响

美国政策外溢效应对于中国经济冲击主要表现为贸易与投资，为此，上述两

个方面是较为普遍的影响，并且中国长期一直面临上述两大不确定性。但是，对

于中国财税体系改革的影响，美国政策相关的外溢效应则是较弱的，不过此次税

改将使得中国财税体系改革面临更大的急迫性以及更复杂的政策选择。

一是中国企业部门税负相对美国偏高。在税改之前，美国企业所得税在全球

处于中高水平，改革之后，美国企业所得税将处于全球的中低水平。相比美国和

[1] 原始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比例由作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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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企业所得税水平，中国企业部门的税负压力相对较高。表面上，中国企业

所得税的税率为25%，仅比美国税改后的21%高4个百分点，但是实际上，中国

企业部门还要负担一项增值税和营业税，其中增值税税率是 16%。[1]随着中国经

济下行，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税负压力将更为显著。而美国大幅降低企业所得

税，大型跨国企业将综合权衡成本尤其是税负成本，并调整其投资决策与结构。

二是中国税收结构决定税改空间相对有限。从税收收入的结构看，2016年中

国企业所得税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2.1%，与企业税负相关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31.2%和8.8%，仅仅这三项来自企业部门的税收占中国税收收

入就超过60%。同时，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等也主要由企业部门缴纳。2016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仅为

9.17%。2016年美国企业的总税率为 44%，中国企业部门总税率为 68%，在全球

190个经济体里税负排第 12位。[2]“营改增”对于企业减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

否能够实质性降低企业税负、大中小企业是否具有相似的减税效应以及是否能够

降低企业税源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仍然需要观察。中国税收结构决定了中国企

业部门的税收收入在全国税收中的核心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企业部门的税率难以

大幅调整，否则政府的收支结构以及经济的平稳发展将出现重大的变数。李明等

指出，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负呈现顺周期特征，企业所得税较难进行

逆周期调整。[3]但是，较高的税负可能使得企业部门的竞争力面临硬约束，对于

财税体系的可持续则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错配，二者如何权衡将是中国未来财税

体系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

三是加剧了中国财税体系和经济结构改革的紧迫性。中国的税收收入是以企

业为主导的，美国的税收收入是以居民为主导的，背后的根源在于财税体系和经

济结构的差异。一旦国外资本逐步流出，同时国内民营资本流出可能增加，结果

是国际大企业和国内民营大企业资本可能因此部分“搬出”中国。有研究基于中

国 2006－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得出结论，区

[1] 2017年 10月 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营业税被废除。2018年4月4日增值税税

率从17%下调至16%。

[2] 连平：“锐意推进税制改革，重塑中国全球竞争力”，中国四十人论坛工作论文，2017年4月29
日，www.cf40.org.cn/plus/view.php?aid=11865/[2018-01-15]。

[3] 李明、赵旭杰、冯强：“经济波动中的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税负：以企业所得税为例”，《世界

经济》，2016年第11期，第10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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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素已经不再成为制造业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 [1]一旦企业“搬

出”中国的状况大面积发生，那中国税基将大大弱化，以企业收入为主导的财税

体系将面临巨大的可持续问题。

4.美国税改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

从逻辑上，一个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对于外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可能没有非常

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但是，美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元本位是现行国

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而美元本位的信用基础与美国国家主权信用及债务水平紧密

相关，为此，美国税收改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稳定将可

能有潜在的重要影响。对于中国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而言，美国税改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对内外平衡的影响，一是如果美元指数波动加剧，这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将

是一个直接的影响。二是美国多项政策叠加可能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国内资

本流出压力可能重现，对于国际收支平衡将是显现的压力。2015－2016年中国国

际收支出现了“衰退式”贸易顺差和“趋势性”资本逆差，这对于中国国际收支

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都是显性冲击，美国税改可能使得这种冲击重现。三是汇率

贬值和资本流出双重压力，可能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安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果

中国继续维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那可能在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流出压

力时，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可能需要消耗外汇储备，直到面临稳汇率和保储备的

政策两难。

在内部政策方面，美国政策外溢效应将影响中国的宏观政策独立性。在美国

税改、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政策叠加下，美国利率走高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趋势。

2017年 3月份和 12月份，美联储加息之后，中国央行亦微幅提高了政策利率。

没有证据证明人民银行提高政策利率是为了稳定汇率，也不存在人民银行被动跟

随美联储缩表的问题。[2]但是，美国政策变化对于资本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

策都可能带来显著的影响，比如短期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将进一步提升，而中国银

行间市场流动性在金融去杠杆中长期保持相对紧张，利率持续上升，波动性在加

大，人民银行对于短期利率定价的影响以及中长期利率的引导都面临显著的压

[1] 李建英、陈平、李婷婷：“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分析”，《税务研究》，2015
年第12期，第41~44页。

[2] 盛松成：“我为什么不赞成目前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17年 12月 2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

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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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财政政策上，短期可能可以暂时搁置美国税改的冲击及其对中国财税体系

的潜在改革影响，但是，中国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估中的税负评级仅位列

190个经济体中的第130位（营商环境总体排名为78位），[1]中长期中央政府不得

不考虑中国财税体系、收入结构以及收支匹配的体制机制约束和结构性约束，亟

待构建现代财税体系。

最后是外部风险触发内外风险共振，引发系统性风险。相对于美联储加息和

缩表，美国税改对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领域的影响较为

直接，加上外汇、金融、政策等领域的影响，将会逐步冲击到经济基本面、财政

税收以及金融稳定。虽可能概率较小，但如果美国税改导致大量企业回流美国，

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结构调整、经济增长以及财政税收都将是重大的冲击。在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经济结构调整艰难、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有待深化、金融风

险日益显性化的背景下，美国税改引发的外溢效应可能导致内外风险的共振，引

发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结论与建议

（一）美国税改的主要结论

特朗普政府积极推进的税收体制改革是 1986年以来美国政府最为重要的一

次税收改革，本次税改具有促进美国再工业化、缓释政府政治压力、夯实复苏基

础等重要背景。本次税改以企业所得税降低为核心、家庭税负降低为重要补充、

兼顾简化税制，美国企业税负将从全球中高水平降低为中低水平，税改的核心目

标是推进美国再工业化和经济持续复苏，并提升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企业所

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对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具有最大的政策红利。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税改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经济政策体系的不确定性，短期对

于资本回流、经济增长、就业提升可能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长期面临

较为日益强化的公共债务问题，将使得政策变数逐步显现。叠加美国政府面临的

贸易、医疗、移民等政策难题，特朗普政府因税改导致的公共债务压力将更为显

著，特别是债务上限政治化可能会使得美国公共债务和美元信用面临较大的不确

定性。

[1] The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18: Reforming to Create Jobs”, January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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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缩表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新的外溢效应，可能对

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流动以及税收安排等造成明显影响。短期内，税改导致的洼

地效应可能使得产业资本部分回流美国，同时国际资本流动可能更加频繁。美国

税改对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财政税收体系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可能使得全球进

入一定程度上的降税及税改热潮。

（二）中国应对美国税改的政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使得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进一步强化了全面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战略上，需要全面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构建内外经

济互动和平衡发展的新机制。在具体政策上，需要夯实经济基本面，减少企业税

负，盘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实施稳健宏

观政策，重点把控内外风险共振引发系统性风险；守住风险“篱笆”，必要时强

化资本流动管理。

第一，进一步推动减轻企业税负为主线的税改。首先，面对美国减税可能带

来的一定冲击，国内应立足自身实际情况明确未来的减税政策方向和加快推进预

定的相关税制改革，打造新一轮“减税降费”的升级版方案，包括增值税税率的

简并、完善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推进清理收费等。其次，以税率降低为主，以

结构性调整为辅，适度降低企业和居民税负。中国已实施多项结构性财税体系改

革，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但是，诸如降低税率、提高标准抵扣额等改革对于企

业或个人的税负降低更为普遍、更加直接、更具有市场预期引导功能。再次，中

国应该基于国际比较衡量家庭和企业的真实税负水平、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位置

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数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财税体制是中国在日益开放

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相对竞争力的基础。最后是对于美国减税可能引发的新一轮国

际税收竞争，对各国的税改进展要保持密切关注，并做好相应的应对预案。

第二，改革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降低政府性或政策性资产扩张水

平。首先，降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程度。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

增长中消费贡献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尤其是政

府代替私人部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趋势较为明显。其次，严格控制政府性或政

策性资产扩张。过去几年是政府性或政策性投资强化而民营部门投资弱化的阶

段，结果是政府性或政策性资产迅速膨胀以及投资效率低下，比如公私合作

（PPP）项目规模超过10万亿元，但是，中国增量资本产出比却高于6.3，几乎是

日本的2倍。这些资产扩张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公共财政，但是，这些资产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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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最后可能“拖垮”公共财政。再次，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

可持续发展。高效的经济增长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出发点。未来需要改变

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接受速度较低但可持续的增长，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重点发挥其在经济结构升级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基础职能，弱化其在项目投资、

资本形成以及增长促进中的主导功能，强化微观主体尤其是私人部门企业和家庭

的微观主体功能，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型。最后，严格控制以财政税收为支

撑的加杠杆行为。需要重点把握负债水平的总量和结构，一方面有效调控宏观经

济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降低相关经济主体的经济增长冲动和负债运行冲动，降

低全社会总体杠杆率上升的速度甚至使得杠杆率绝对下降。另一方面，重点关注

结构问题，重点防范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负债行为，减少负债，提高负债有效

性，并密切关注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升及其内在动因。无效甚至负面的负债行为

是降杠杆的最大阻碍，是公共财政最大的“敌人”。

第三，关注税改对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增强

人民币汇率弹性。在汇率稳定成为主要政策目标之后，当面临资本持续流出时，

货币当局为了防止本币迅速贬值，可能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维持币值稳定。

但是，这样操作的缺点是催生了本币单边贬值预期，因为一旦市场参与者预期到

现行汇率与均衡汇率存在偏差，本币会继续贬值，并且进一步强化贬值预期。中

国经济基本面尚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人民币

不具有长期贬值的基础，但是，外汇市场更加关注短期的供求和预期变化，一旦

人民币遭遇显著的贬值预期，基本面良好的多头货币就可能在外汇市场上变成一

种空头货币。如果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或可以保持汇率稳定，就需要消耗外

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最后形成稳汇率和保储备的两难。因此，如果美国税

改、联储加息和缩表造成新一轮资本流出压力，央行应以市场化和具有弹性的汇

率形成机制来化解人民币短期波动风险，避免单边预期产生，避免消耗大量外汇

储备。

第四，实施“稳健中性、边际趋紧”的货币政策，保障金融体系稳健性。利

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在美国加息的时候，为了

维持利差相对稳定，外围经济体就会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来保障利差的相对稳

定。但是，在国际资本流动中，除了短期利差因素之外，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和稳

定性是更基本的因素。国内货币政策在面对美国税改和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确

实需要考虑利差的影响，但是，更为核心的工作是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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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基时刻”和系统性风险，对于稳定资本流动、防止资本大量流出更为核

心。中国应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框架，货币政策立场应该是稳健

中性、边际趋紧，稳步降低金融部门杠杆率和宏观经济杠杆率，防止内外风险共

振引发系统性风险，以有效应对美国等国家政策的外溢效应。

最后，把握资本账户开放节奏，必要时加强资本流动管理。中国在 1990年
代开放了经常项目，资本账户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开放进度缓慢。但自

2011年之后，为配合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加快了资本账户开放进度并取得

了积极的进展，比如部分开放证券市场跨境投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然

而，开放这些证券投资和债务投资项目，会加大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因此，在美

国税改、缩表和加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应根据人民币贬值压力和外汇储备稳健

性情况，统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国际收支以及资本项目开放，把握资本账户

的开放节奏，必要时仍然可以采用加大资本流动管理的方式来化解外部冲击，防

止资本巨量流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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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ax Reform: Economic Impact and Countermeasures

Zheng Liansheng and Chen Xu 26

The tax reform of the Donald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x reforms of
the US government since 1986. The core objective of the tax reform is to reduce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US companies. The Trump tax
reform aims to promote re- industrialization, ease political pressure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recovery. It is implemented by carrying reform to simplify
the tax system, lower corporate tax burdens, and ensure household incomes.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was reduced from 35% to 21%, which has the largest policy dividend for large
US multinationals. The Trump tax reform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its overall impact on 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is negative. In the futur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face significant pressure from fiscal budget and public debt ceilings. The
tax cut, together with the Fed’s interest rate hikes and balance sheet contraction, will produce
new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world economy. It may have a significant and complicated impact
on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capital flows,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security,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may be the optimal policy for
China to rethink the intrinsic root causes of the relatively high tax burdens of its enterprises,
review its tax revenue system that is supported by corporate taxes, build a modern fiscal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deep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reforms to use market-
oriented reforms to mitigate external shocks.

Tax Reform of Reagan and Trump: a Comparative Study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Yang Zhiyong 47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ed into law the 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 on December
22, 2017. The reform has been regarded as a tax reduction reform.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ump’s tax reform and Reagan’s tax reduction reform in the 1980s? The Reagan
reform helped meet the target of economic growth, full employment and low inflation and the
practices of broadening tax base, cutting tax rates and simplifying tax systems had guided the
global tax reform at that time. Reagan’s tax reform is more oriented to domestic consideration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laimed that the reform targeted the domestic economy, but the
slogan of “America First” obviously refers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overall tax reduction is steep and must not be neglected. Both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oordination of reforms.
China should comprehensively deepen its reforms and properly implement tax reform and
reduce tax rates across- the-boar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tax order
that benefit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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