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专题

2017 年 01 月 10 日 星期二 编辑：
康源 校对：
许舒扬 美编：王祯磊

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调查
曹德旺“跑路”引发的中国企业税负争论余音仍在。旨在大规模减税的“营改增”自全面铺开以来，
不少企业反映税负不降反升或明降暗升，此外，还存在某些不合理税费。那么，中国企业承受的税负成
本是否合理？企业如何应对税负成本高的难题？

群策

税政难题：减负成效有限

民间商界领袖周德文：

应设计新的税收制度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民营企业

本报记者 钟文 汪晓东 洪鸿

记者表示，
“公司起步时，离不开国

境不太好，但凭着优质的产品和先

近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公司都出现

税收达到 51.43%，成为我国税收的主

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

进的市场经营理念，惠特鞋业一直

了一些问题。

体增长力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

于华从事节能产品制造行业

减轻企业的税收、特别是民营中小企

然而，作为温州瓯海鞋革协会

有些年头了，他十分怀念过去“宽

业的税收，帮助它们渡过难关已经刻

产、销售 LED 路灯。公司落户安徽

新一届会长，项进康对鞋革行业的

松”的税务环境。税改之前，企业

不容缓。

省太湖县徐桥工业区孵化园，2016

未来还是有着深深的忧虑。数据

的税赋率约为 2%—3%，如果按照

降低企业的税负还是要从税制

长期以来，围绕企业税负的争

太湖县华云照明工程有限公

论一直不绝。尽管国家出台了一

司是一家小微企业，主要研发、生

系列帮助企业减轻税负负担的政
策，但调查显示，很多企业并没有

保持着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感受到这些政策的溢出效益，相反

年成功承接太湖县花亭湖码头路

显示，去年 1—11 月份，温州瓯海区

年 销 售 100 万 元 计 算 ，扣 税 大 约

改革，从源头上着手。当前税制改革

有的企业感觉负担更重了。

路灯项目。孵化园退税 30%，减轻

制鞋业的增速只有 3%多，而以前

2—3 万元，加上可以开一些钢材票

的重点是要把分税制改革重新合到

了企业的压力。

整个行业一直保持 6—7%左右的

或者其他发票用来抵税，企业的利

一起来。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增速。项进康对记者表示，这说明

润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分税制改革是根据当时的需要设定

数 据 显 示 ，我 国 企 业 总 税 率
在 2012 年以前大体处于世界中等

在谈到实体经济发展现状时，

而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让于

的 一 种 税 制 改 革 ，但 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华很担忧。现在企业开发一款工

展，经济环境、税收环境都发生了巨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现在劳动力

业产品不仅工期长，而且成本高，

大变化，必须设计一种更适应新常态

企业毛利润只有 1%—3%，与此同

成本基本占到利润的 30%，而税收

但是企业的利润却越来越少。于

下的税收制度。同时，国地税两条线

时房地产业利润却非常丰厚。

占到整个营业额的 8%，加上其他

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款工业产

造成的机构臃肿，既增加税收成本，

营运成本，造成企业的利润越来越

品 原 材 料 成 本 为 300 元 ，销 售 价

也明显增加行政成本。

水平，2012 年至 2013 年间骤然上

李树华告诉记者，实体经济不振的

升，2013 年至 2016 年企业总税率

原因之一是税收负担较重。实体

成本是重要因素。项进康告

居高不下，这说明 2016 年以来，为

经济生产成本较高、利润少，有的

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的努力成效有
限。

李树华认为，企业从事经营活

有 1/3—1/2 的鞋企经营困难。

税政往往一刀切
小企业受累

动赚取利润，依法纳税理所当然，

薄。所幸的是，他们的产品主要出

600 元 ，看 上 去 利 润 很 高 ，有 300

但对于国家政策来说不能一刀切，

口日本，利润还算不错。

元。但是实际上，原材料和人工、

金融学专家郭宏宝：

一刀切容易产生不公平现象。比

项 进 康 坦 言 ，他 们 经 常 出 国

各种费用的成本达到了 400 元，还

一台小小的茶叶冷藏箱，硬是

如固定发票额度就十分不适合业

跑市场，知道美国的生产企业是

要缴纳增值税、地税 100 多元，再加

企业减负需顶层设计

上所得税，
企业利润所剩不多。

让沈根宝做出了 20 多个专利。

务量并不稳定的中小企业，有时额

没有中间环节税收的，但国内采

沈根宝是浙江腾云制冷科技

度不够用，有时没有业务额度就浪

取的是层层税的模式，即每一个

有同样困扰的还有石家庄民

测算的口径不一样，产生的结果就不

有限公司总经理，作为一名“技术

费了。他说，
“ 像我们这样的小微

环节都要交税，这样许多企业根

营企业负责人李丽（化名）。近段

同，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表明企业税

控”，
沈根宝更看重怎样创新产品。

企业如果开了 40 万的发票，就要升

本吃不消。

时间，李丽一直奔波于北京和石家

负确实过高。这从国家出台的宏观

腾云制冷是一家高科技企业，

级为一般纳税人，要缴纳 17 个点的

同样是外向型企业，浙江明丰

庄之间，生活、工作两点一线，忙碌

政策也能看出端倪。

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沈根宝告诉

税。如果我迟交了 10 天，就要进入

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过 20 多年的

记者，他们公司一直在享受出口退

黑名单。可有些企业不用开发票，

发展，被誉为“全球最专业、规模最

在李丽看来，企业税费负担重

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经

税政策，而且国家鼓励新兴产业发

像有些卖酒企业，不开发票就不缴

大的车罩制造商”，日产各种罩类

是由以下现实情况造成的：制造行

过 1—2 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

展和企业外贸出口，这些对于企业

税，
我觉得很不合理。
”

15000 套。

业人工成本逐年递增，却不能抵扣

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 年左右使实

而单调。

高税负也好，
“ 死亡税率”也罢，

去年 8 月，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

都是利好的政策。他分析，
“ 营改

李树华建议，
“ 我认为纳税人

说起高税负问题，该企业董事

增值税；为了降低成本，选择从小

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

增”可能对他们这种高技术企业影

应该有监督公共事务的权力，享受

长沈中明直言，
“营改增”的初衷和

规模企业或个体户购进原材料，取

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如果不是企业

响不大。

一些社会福利，对积极照章纳税的

方向都是好的，对于某些行业或者

得的进项票有限；出差的机票、火

成本高、税负负担重的问题，中央就

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相应的荣誉，

企业有好处，但他没有感到有明显

车票、餐费都不能进行抵扣；许多

不会出台降宏观税负的政策。

给予奖励。
”

的变化。总体来说，
“营改增”对于

企业的生产专用设备都是自己研

要切实解决企业高税负的问题，

降低企业成本负担基本上是杯水

发制作的，无法获得增值税进项税

关键还在于顶层设计。
“营改增”
之后，

车薪，
微乎其微。

额 ；由于资金紧缺不能储备原材

很多行业或者企业感觉税负不降反升

料，
所以不能取得进项税额。

的原因，一方面是税制设置本身可能

但是，让沈根宝忧心的是，尽
管利润还不错，但是公司增速过
缓。比如，2016 年的增速只有 5%，

在李树华看来，小微企业税收

并且年产值一直在 5000 万元以下

负担总体上高于大中型企业，小规

徘徊。他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

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较高。我国

制造业一片黯淡，企业主信心

包括国际市场疲软，税收、劳动力

现行税费制度在企业规模层面存

不足。
“ 国家还是要从税制改革上

成本上升等生产要素成本过高都

在比较明显的“累退”效应：企业规

下工夫。”沈中明建议，对于企业生

负偏高，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

抵扣难的问题。目前有两条途径可能

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在

模越大，税负越低；企业规模越小，

产经营产生的税负，国家应该出台

特别是生产型中小企业，生存环境

解决：一是扩大企业增值税的抵扣范

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唯一的办法

税负越高。结构性减税在政策层

政策直接下降，因为对于企业来

不容乐观。她进一步分析，从消费

围，
尽量做到
“能抵则抵”
；
二是如果从

只有从自身着手，内挖潜力，外拓

面应当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具体化，

说，生存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企

终端分析，价税合一的销售体制对

技术上还做不到，就采取基本税率优

市场。他们目前正投资几百万进

尽量避免一刀切。

业经营者、股东们的个人所得税或

小规模纳税人而言，存在“溢价利

惠政策，
最直接帮助企业减负。

者用于消费方面的这部分税负可

润”；从增值税抵扣链分析，有断

以增加。企业赚钱了，多交点税也

链，存在有大量进项税额滞留的税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

是应该的。

负链节点；同时流转环节的各种税

中小企业承受税负重

行生产设备的技改，准备通过机器
换人的方式，把成本继续降低，提
高企业的竞争力。
同样感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

“营改增”效果不佳
“层层税”遭吐槽

还有地处国家级贫困县的安徽省

2016 年是温州惠特鞋业有限

太湖县华云照明工程有限公司总

公司成立 30 周年。生日那天，公司

经理李树华。他对《中国企业报》

董事长项进康在厂区搞了几十桌
酒席答谢全体员工。

李丽认为，近年来中小企业税

费存在被税率放大的特性，表现为

侵蚀企业利润
税收环节需改进
雾霾让于华（化名）得空儿

在各级增值税税负链节点上的不
同差异。

有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是增值税

据清晖智库统计，一般企业每年
的利润增长空间仅有 5%左右，但是各
种财务成本却以 20%速度递增，税负
压力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

惠特鞋业是一家年产鞋

和生意伙伴坐在一起，他们谈

另外，中国企业承受的税负成本不合

产品 300 多万双的专业制鞋

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企业未来

理，
越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税负越重。

企业，其中外贸出口占一半

命运。于华所在的企业主要从

以上。尽管近几年经济大环

事节能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最

帮助企业减负要从两个方面着
手：一方面，面对税负成本高的难题，
需要企业自身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
和产品供给结构优化来应对；另一方
面，政府要多管齐下，在减税、降费、
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积极
解决企业税负重、成本高问题。刚刚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各类交易成
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
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等，这对企
业是切切实实的利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