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33 财会月刊·63·□

基于DID模型的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跟进研究

【摘要】“营改增”试点之初，交通运输业的税负不减反增，当时已有学者预计政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认为

随着改革的深入，通过增强发展动力与后劲，企业的状况会有根本性好转。根据我国“营改增”分地区逐步推进的特点，本

文选择各批次 55家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集企业 2010 ~ 201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ID（双重差分）模型回归方

程，实证分析后得出：预期的滞后效应存在并仍会影响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的经营状态，“营改增”是利国利企的一项重

大税制改革举措，政策的方向性与合理性均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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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 5月 1日，我国迎来“营改增”的收官之战，此次

“营改增”实施范围和抵扣范围“双扩”，新增建筑、房地产、金

融和生活服务4个行业约1000多万户纳税人，并将不动产同时

纳入抵扣范围，为此每年将为企业减税 5000亿元。本次新增

试点行业的营业税约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的80%，通过统一税

制，实行增值税全覆盖，贯通服务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抵扣

链条，从制度上消除重复征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

回顾我国“营改增”试点历程，全国范围内整体减税效果

明显，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对于

交通运输业的一般纳税人而言，试点期间普遍无法适应新税

制带来的变化。由于开始阶段抵扣不充分，在收入和其他成

本费用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必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

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增值税改

革后，有 95%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税负降低，另有 5%的企业

税负不降反增，而这些税负增加的企业大部分是交通运输企

业。面对这场改革给交通运输业所带来的实际效果，社会各

界的看法比较谨慎，有学者（李贤玲，2014；周政，2014）提出

滞后效应：“营改增”具有一举多得的政策效应，可以有力促

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升级，推进产业分工优化，最后达到减

轻税负、提高绩效的目的。

“营改增”试点已过去四年，改革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到

底如何，税负不减反增是短暂还是持久的？这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问题，其结果不但能为有关部门进一步制定“营改增”的

改革细则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也将为新增的 4个扩围行业

提供参考。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基于营业税

与增值税的特点对改革效果做出的定性分析与模拟预测；另

一种是采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应

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回归系数，这种方法虽然可以用多个变量

同时解释因变量，但对于克服模型内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

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却无能为力。从严格的实证角度看，

仅仅比较改革前后的差异最多只能说明“营改增”与企业税

负及绩效变动的相关性，而无法找出关于这场改革效应的因

果关系。因为其他一些政策或经济变化也可能引起企业税负

和绩效的变化，从而导致“营改增”与企业税负变化之间的

“假相关”。此外，这种简单的比较也未能控制地区间的诸多

差异，进而影响到对改革效果的准确判断。

本文试图对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的“营改增”效果进

行严格的实证研究。在数据上，运用样本企业 2010 ~ 2015年

的面板数据；在方法上，利用我国“营改增”分地区逐步推进

的特征，借鉴计量经济学的“自然实验”和双重差分模型

（DID）的方法，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税负与绩效所产生的因

果效应。此处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营改增”一

方面诱发了试点地区企业税负改革前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

诱发了在同一时间点上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差异，基于

此双重差异展开的分析可有效控制其他共时性政策的影响

和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的事前差异，进而识别政策所带来

的净因果效应。

二、改革进程与简要回顾

营业税和增值税同属于我国的流转税。营业税计税依据

为全部营业额，只要纳税人发生了营业行为，就对每个流转

环节全额征税，其优点是计税简单并易于操作，缺点是实行

多环节课税，存在重复性征收。增值税依据增值额计税，增值

额是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销项额和进项额之差，这种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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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仅消除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也保持了它的中性特点。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在 1994年税制改革时权衡利弊，依然在

第三产业保留了营业税，并且作为地方税种存在，以调动地

方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企业的经营方式越来越国际化、多样化，使得货物和劳务

的界限日趋模糊、混合销售与兼营的行为难以确定，两税并

存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经过综合考虑，我国决定在第三产业

实行增值税扩围改革，通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达到结构性

减税的目的。

2012年1月起，“营改增”试点率先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代服务业启动，在取得一定的经验后，逐步扩大到北

京、江苏等 9个省市，2013年 8月正式在全国范围推开。大部

分国家在一开始征收增值税时就把交通运输企业划入了增值

税的征收范围，因此我国增值税的扩围改革具有中国特色。

纵观国内研究，代表性的文献有：喻均林（2008）研究了

我国交通运输企业的营业税，得出整个服务业都应包含在增

值税征收范围内的结论，同时提出了有关行业征收增值税的

相关建议。赵爱玲（2012）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营改增”

给小规模纳税人带来的直接利益尤为明显，一般纳税人根据

各行业的不同抵扣情况税负有增有减。潘文轩（2013）认为

“营改增”过程中，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不减反增并非反常。因

为增值税不同于营业税，增值税税负的高低与设备更新频

率、适用税率和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难易程度等多个因素有

关，“营改增”政策正是以有减有增的“双重效应”来对产业结

构进行调整的。

魏陆（2013）认为实施“营改增”的企业减税效果明显，绝

大多数行业的税负是下降的；对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正逐渐

显现，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税收瓶颈问题。

王新红（2014）选取 50家交通运输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

后得出：改革后的 2012年比改革前的 2011年平均流转税负

上升 1.27%。陈建萍（2015）以 34家交通运输企业上市公司数

据作为样本，得出2010 ~ 2014年的流转税负平均值是下降的

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角度不同、方法各异，结果没有定论。交

通运输业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为“营改增”试点的先锋，

其改革的效果不仅是对税改政策方向性与合理性的检验，也

直接关系到“营改增”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顺利实施。尽管我国

学者关于“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政策效果的研究一直未

曾停止，但对预期出现的滞后效应的跟进研究却未有涉及。

以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税制改革的政策效果在国外经济

学文献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但在我国的经济学相关研

究中应用较少。在国内文献中，周黎安和陈烨（2005）首次利

用双重差分模型的思路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效果进行了评

估；聂辉华等（2009）也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增值税转型改革问

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检验“营改增”政策对交通运输业影

响的真正效果以及对预期的滞后效应进行跟进分析，本文借

鉴了已有的研究方法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三、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1. DID模型的设计。DID模型是当前计量经济学界克服

模型内生性影响的主流方法之一，可以有效评估政府政策的

影响效果。借鉴自然科学的“自然实验”方法，将调查样本分

为两组：一组是政策作用对象，即事件组；另一组是非政策作

用对象，即对照组。设置虚拟变量P和Y分别表征是否为事件

组以及何时进入事件组，当作用对象在政策试点地区以及试

点年份之后时，两个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由此得

到双重差分的基本模型与原理：

y=β0+β1P×Y+β2P+β3Y+ε （1）

第一次差分分别得到了两个组在事件前后的差异，第二

次差分有效消除了两个组的事件前后差异，从而准确地识别

出特定政策带来的净效应。β2与β3分别表征事件组与对照组

的组别差异以及时间对两组共同的影响，而基本模型交互项

的系数β1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变量，它恰恰体现了政策实施

的真实效果。如果其显著为正，说明政策对因变量Y的效应

为正向，反之则为负向。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必

须是外生的，这一假定主要是为了保证研究样本进入事件组

和对照组是随机的。通常有两种情况会对双重差分模型的分

析效果产生影响：第一，如果存在某一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

因变量同时影响样本是否进入事件组，那么没有受到政策影

响的样本此时已经不能作为对照组，因为这种情况下处理组

和对照组的因变量未来发展趋势不同，进一步造成政策“净

效应”的估计结果偏大或偏小；第二，如果政策实施后某些研

究样本可以自我选择进入事件组或处理组，即政策本身产生

了一些内生反应，出现这种情形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是不正

确的。本文研究的“营改增”政策不存在上述问题，对各批次

企业而言，试点政策是一个完全外生的事件。此外，本文的研

究样本中也不存在样本企业变更注册地的情形，因此适合采

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

基本的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对样本设置两个统一的虚拟

变量，而我国“营改增”采用逐步推进的方式，不同省份与直

辖市的试点时间各不相同，因此无法进行上述统一的设定。

在实际应用中，除政策影响和事前差异两个主要因素外，还

存在许多其他确定的以及不确定的影响因素需要控制，因此

事件组

对照组

组间差分

政策作用前

β0+β2

（P=1，Y=0）

β0

（P=0，Y=0）

政策作用后

β0+β1+β2+β3

（P=1，Y=1）

β0+β3

（P=0，Y=1）

时间差分

Δy=β1+β3

Δy=β3

Δy=β1

表 1 双重差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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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双重差分的一般化方程：

yit=β0+β1P×Y+βi+βt+β′Xit+εit （2）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P×Y为交互项，当在 t年事件组

企业 i受到政策的影响，则虚拟变量P×Y取值为1，反之则为

0。同时模型加入了代表企业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βi与βt，

使其具有了面板数据回归的基础。此外，控制变量Xit的加

入，可以捕捉因为企业个体差异所造成的感兴趣指标的变

化。εit为随机扰动项，代表其他不可预知的无法控制的因素。

2. 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要对一般化方程进行回归，需

要选择相应的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被解释变量分别

选择企业的总体税负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企业税负和绩

效的衡量指标。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财务报表并不披露，本

文根据现金流量表中披露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两者之差除以（1+

11%）再乘以11%计算求得。因为大部分企业皆存在混业经营

的现象，企业在“营改增”前后均有增值税税额和营业税税

额，故在计算中，将增值税和营业税加总计算流转税税负影

响。因此，总体税负率=［（应纳增值税额+应纳营业税额+所

得税额）/主营业务收入］×100%。因为可抵扣占比在财务报

表中也不做分类列示，此处根据营业总成本减去现金流量表

中发生的职工薪酬、路桥费和保险费等计算得出。

由于样本企业的个体特征可能会对被解释变量造成影

响，因此选择4类描述企业个体特征的变量进行控制，分别为

企业固定资产增长率、企业成本可抵扣占比率、公司规模（企

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和财务杠杆（数值上等于资产负债

率）。此外，为跟进考察各批次“营改增”后的改革效果，加入

了年度哑变量。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根据选定的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yit=β0+β1P×Y+β2BVA+β3BVC+β4SIZE+β5LEV+εit

（3）

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选取

2011 ~ 2015年在沪深上市的交通运输公司，并剔除标记 ST、

ST∗、PT的企业，最终得到55家样本。基于“营改增”试点采用

逐步推进的方式，各省份的试点时间不尽相同，不过试点时

间大多集中在第四季度，可供企业适应政策及调整经营的时

间较短，本文将其试点开始时间定为下一年，由此将全部样

本分为四个批次：

其中第四批次的设置依据为：该批次样本企业虽然属于

道路运输业，但主营业务收入为路桥费，而该笔收入目前还

只征收营业税，因此并没有受到“营改增”的影响或所受影响

极小，因此可以一直作为其他事件组的对照组。为减少误差，

应使事件组与对照组各方面尽可能一致，由于前三个批次的

子行业均含有陆海空运输业，而第四批次只含有道路运输

业，所以当第一批次为事件组时，其他三个批次均为对照组；

第一、二批次同为事件组时，第三、四批次为对照组；其他依

此类推。

本文采集各样本公司2010 ~ 2015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

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及各公司年报。

4. 描述性统计分析。应用Excel 2003与Eviews 6.0对面

板数据进行相关分析运算，得到表 4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以及图1、图2的变化曲线。

从图 1看出，各批次试点样本在“营改增”当年企业的总

体税负率都有大幅度上升，与上文提及的交通运输业税负不

减反增相吻合。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税负均呈递减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批次样本企业，已经实现减负经营，

而第二、三批次的企业税负也在逐渐走低。图 2 的曲线走势

说明“营改增”当年企业的绩效都出现下滑，但后期呈恢复状

态，三个批次的企业绩效都已经超出了改革前的水平。比较

之下，“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积极和显著，直

变量性质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符号

TTAX

ROE

P×Y

BVA

BVC

SIZE

LEV

YEAR

变量说明

总体税负率=［（流转税税负+所得税
税负）/主营业务收入］×100%

年报披露的净资产收益率

试点地区在政策发生后赋值为 1，其
他赋值为0

固定资产增长率=［（期末固定资产-
期初固定资产）/期初固定资产］×100%

可抵扣占比=［（营业总成本-应付职
工薪酬-路桥费-保险费）/营业总成
本］×100%

Ln（总资产）

负债/总资产

控制年度为2010 ~ 2015年

试点批次

一

二

三

四

上海

北京

江苏、安徽

福建、广东

浙江、天津、湖北

全国其他省份

部分道路运输企业

合 计

实际试点时间

2012/01/01

2012/09/01

2012/10/01

2012/11/01

2012/12/01

2013/08/01

——

假设试点年份

2012年始

2013年始

2014年始

样本数

12

16

17

10

55

主要变量

总体税负率

净资产收益率

固定资产投资率

可抵扣占比

企业规模

财务杠杆

变量符号

TTAX

ROE

BVA

BVE

SIZE

LEV

样本量

55

55

55

55

55

55

均值

0.066

0.091

0.089

0.468

22.799

0.431

最大值

0.323

0.564

0.198

0.684

26.042

0.850

最小值

-0.013

-0.507

0.026

0.265

19.756

0.012

标准差

0.05

0.02

0.04

0.03

1.60

0.02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

表 3 交通运输业上市企业样本分布

表 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财政与税务□



□·66·财会月刊2016.33

接说明政策的效果不仅是要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更主要的

是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纵观 TTAX 与

ROE指标六年内的大致走向，可以发现确实存在着不容忽

视的时间效应，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对年份进行控制。

5. 面板双重差分回归。利用Eviews 6.0进行面板双重差

分的回归，并对个体效应与年份效应进行控制，得到表5的差

分结果。其中单数模型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只加入了虚拟变

量来检验“营改增”政策效果；在双数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

量，以此检验虚拟变量系数的稳定性。

回归结果表明，代表“营改增”的虚拟变量P×Y对企业总

体税负率的影响为 0.259，即“营改增”使企业的税负增加了

25.9%，且该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模型（3）和模型（4）

中的虚拟变量系数为负，说明改革后企业的绩效出现下滑。

模型（3）中虚拟变量系数接近显著，t值绝对值超过了1，在模

型（4）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后，虚拟变量显著性得到提高，通过

了 10%的显著性检验。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2）和模型

（4）的虚拟变量系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该系数在经济

意义上相对稳定。

表5中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成本的可抵扣占比

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和-0.163，且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营改增”后，这两项指标直接为企

业减负。此两项控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58和0.179，可以看出政策对绩效的影响更为积极。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还发现总体税负率与公司规模呈正

向相关关系，公司规模越大，税收负担也越重，这一关系通过

了 5%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模型（2）中的财务杠杆系数为负

且有一定的显著性，暗示了税盾效应的存在，即企业资产负

债率越高，总体税负率越低。

为了进一步分析“营改增”政策在不同年度的影响，下面

针对试点后不同年度构造了不同的虚拟变量。表6表明“营改

增”政策对企业税负和绩效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基本表现

为试点当年变化最大，而后逐渐平缓。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1）“营改增”政策对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总体税负率

和绩效的影响在改革当年变化最大，都是负向效应，三个批

次平均税负增加23.3%，绩效下降13.1%。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改革效果逐年好转。到改革全面推开的第三年，率先试点的

上海市，在税负和绩效两个指标上已经优于改革之前，全国

其他省份的情况也逐渐好转，这就是改革之初学者们预期的

滞后效应。该效应充分影响并将持续影响交通运输业的经营

状态，对全国范围内的“营改增”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

该政策对绩效的影响相对税负而言更加积极，滞后效应充分

诠释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不仅是表现在为企业减

变量
模型

P×Y

BVA

BVC

SIZE

LEV

CONT

YEAR

N

R2（Within）

总体税负率TTAX（%）

模型（1）

0.259∗∗
（2.34）

-1.614
（0.53）

控制

55

0.1062

模型（2）

0.214∗∗
（2.54）

-0.132∗∗
（0.05）

-0.163∗∗
（0.35）

0.011∗∗
（2.31）

-0.016
（-0.56）

1.375
（0.42）

控制

55

0.1064

净资产收益率ROE（%）

模型（3）

-0.058
（-1.31）

3.216
（1.47）

控制

55

0.1962

模型（4）

-0.049∗
（-1.67）

0.158∗∗
（0.036）

0.179∗∗
（0.23）

0.020∗∗
（2.20）

0.067∗
（-1.83）

6.482
（1.46）

控制

55

0.1968

图 1 各批次样本企业总体税负率的变化曲线

图 2 各批次样本企业ROE的变化曲线

表 5 面板双重差分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为 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
水平上显著，下同。

试点
批次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P×Y
2012

P×Y
2013

P×Y
2014

P×Y
2015

一批次

TTAX

0.270∗∗∗
（0.732）

0.23
（0.176）

1.000∗
（2.266）

-0.041
（11.54）

ROE

-0.156
（0.133）

-0.097
（0.156）

0.002
（0.765）

0.042
（8.065）

二批次

TTAX

0.223∗∗
（0.1894）

0.156
（2.253）

0.088
（0.713）

ROE

-0.110
（8.455）

-0.086
（1.013）

0.006
（0.234）

三批次

TTAX

0.197∗∗
（11.48）

0.132
（0.763）

ROE

-0.127∗
（2.678）

-0.013
（0.256）

表 6 各批次样本分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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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税负方面，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发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

“助推器”作用，促进产业分工优化，加快我国财税体制的完善。

（2）图1与图2揭示出每个批次，特别是对照组第四批次

在没有受到“营改增”政策影响的情况下税负也呈上升趋势。

这说明面对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国家采

取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通过“放水养鱼”的措施增强企业的

发展动力和后劲相对正确，“营改增”是利国利企的一项重大

税制改革举措，政策的方向性与合理性均不容置疑。

2. 建议。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第一批次的情况比较乐

观，但第二、三批次样本企业的税负仍处在不减反增的状态。

从地理位置上进行解析，第三批次的企业多位于东北和中西

部，相比之下这些地区多处于山地高原，虽然资源丰富，但经

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吸引人才，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些因

素决定了“营改增”之前各批次企业的税负和绩效已经存在

差异。为使“营改增”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应加强政策效应在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尤其是对“营改

增”后税负增加的行业和地区，要加大调研力度，分析客观和

主观原因，采取变通手段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本文认为可

以围绕以下三点采取应对措施：

（1）适当降低一般纳税人标准。交通运输企业增值税纳

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一般纳税人税率

为11%，采用一般计税法，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处在增值税

抵扣的链条之中；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 3%，采用简易计税

法，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不能实行进项抵扣。小规模纳税人

简易征收的制度造成了增值税链条的断裂。一般纳税人的界

定标准是年营业额为 500万元，根据交通部门的统计数据显

示，大约70%的交通运输业纳税人年营业额在100万元左右。

参考现有工商企业一般纳税人的标准为 50万元，建议在“营

改增”的后期，将一般纳税人的标准调整到 50万元到 100万

元之间，从而使目前一部分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转化成为一般

纳税人，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2）建立增值税征收留抵制度。交通运输企业的固定资

产全部采用直线折旧法，陆路运输企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一般为5 ~ 10 年，水路运输企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10 年

左右，航空运输企业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一般为 15 ~ 25年。

对于一个处在成熟期的大中型企业而言，短期内不会购置新

的运输工具。在本文的研究年限内，税负不减反增的一个根

本原因是“营改增”后企业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改造的周期

尚未到来，购置固定资产可以进项抵扣的因素还没有发挥作

用。由于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价值高、使用年限长的特点，实

践中会出现当期抵扣余额，即本期的进项税额超出销项税额

的情况。建议参照企业所得税的留抵制度，并借鉴国外的成

功经验，将当期抵扣的余额留到下期继续抵扣。

（3）继续提高可抵扣占比。国务院已经决定，2016年5月

1日之后继续进行“营改增”的双扩围，即将“营改增”改革扩

围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部分生活服务业，并将不动

产纳入可抵扣范围，从制度上消除营业税。这对各行各业无

疑是一个利好，但可抵扣占比在实践中与理论始终存在差

距，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获得难度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因

素，抵扣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在将不动产纳

入抵扣范围后，还应开辟其他的渠道。基于人工费与路桥费

在实践中控制作弊难度较大，建议将占有一定比例的保险费

也纳入到抵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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