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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人税改革与经济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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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急于摆脱通缩泥潭、重塑强势的日本经济目标以及美国特朗普政权下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全球示

范效应影响,日本安倍内阁掀起新一轮以降低法人税率和调整扩大税基为主要内容的法人税改革。文章在

对二战后日本法人税改革的历程作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当前安倍内阁法人税改革的政策取向与经

济效应,并力求结合日本长期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对税改的预期效果做出客观分析与评价,最后立足

中国国情,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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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1日,安 倍 内 阁 决 议 公 布

2019年税制改革大纲[1]。这是自第二次安倍内阁

发起以来推出的第7次税改大纲,改革内容与方

向连续性较强,针对增强企业活力而进行的法人

税改革,因经济刺激目的性强、亮点多、力度大

等特点而广受关注。安倍新颁布的法人税改革直

指降税减负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更期待与劳动

力市场、技术创新产业的发展等形成联动,进而

从总供给与总需求两个方面入手,带动日本企业

的投资活动与居民消费能力,以增添日本经济活

力。从历史与时间维度上来看,安倍内阁的法人

税改革是战后日本总体税改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部

分,且结合当下日本经济现实也具有其特殊性与

侧重性。因此,文章欲着眼于当下安倍内阁的法

人税改革,将其放在二战后日本法人税改革总历

程框架内,分析其经济效应与预期影响,并据此

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二战后日本法人税改革的历史沿革

二战后,日本的法人税改革是在其整体税制改

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也是战后日本税制改革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支

撑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脉搏,法人税改革也对战后

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复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后

日本不同阶段的法人税改革与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

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这就

要求在理解现阶段日本法人税改革时,必须站在大

的历史环境下、结合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

与经济目标,对日本法人税改革的历程进行系统梳

理。鉴于国内学者通常把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划分为

恢复期、高速增长期、低速稳定增长期、长期低迷

期以及21世纪以来的民主党与安倍政权下的新经

济发展时期,站在以上各个阶段的经济背景下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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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税改革作简要归纳整理将更具时代意义。
(一)战后经济恢复期——— “肖普劝告”奠定

战后法人税改革的基础

战后初期的日本法人税改革以1952年为界,
划分为美国控制下的以 “肖普劝告”为主要内容的

法人税改革和美军撤出后日本政府在调整和改造

“肖普劝告”部分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的税制改革两

个阶段。
首先,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 “扶持”下进行经

济恢复,在税制方面,由于战前及战时税制不能适

应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美国方面差派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肖普博士率领的税制考察团前往日本进

行为期三个月的税制调查,并制成 《日本税制调查

报告书》即 “肖普劝告”。1950年,日本政府以

“肖普劝告”为蓝本进行税制改革,确立了战后日

本税制的基本框架。“肖普劝告”的核心是建立一

个公平、公正、自治的战后高度资本积累税制。具

体内容上以包含个人所得税及法人税在内的直接税

为核心,推行申报纳税制度,取消税收优惠政策

(有碍于肖普税制下的公平公正原则),明确中央与

地方、地方上下级政府间的税收权限,建立以独立

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2]。在法人税方面,“肖普劝

告”采取虚拟法人学说 (日语称 “法人擬制説”)
进行法人税制构造,内容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1)大体上采取低水平定额法人税率。即从股东个

人所得税中源泉扣除法人税,且无论国内外企业、
企业规模大小、所得多少,都采用35%的定额法

人税率 (过去实行普通所得35%的法人税率,超

额所得追加10%~20%); (2)分红所得课税调

整。从法人个人所得税中,以源泉课税的方式扣除

法人分红所得的25%作为分红所得税 (过去为

15%);(3)留存所得课税构造。对中小法人实施

低的留存利息附加税、对高额所得法人实施5%的

高利息附加税;(4)废除清算所得课税[3]。由以上

四点法人税改革的内容可以看出,实行低水平的法

人税率是战后初期恢复企业生产并实现经济起步的

关键之举,公平的税制框架也为日后的税制调整与

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从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实

际影响来看,改革对稳定的高利润垄断大企业有

利,对居于激烈竞争中的众多中小企业不利;对综

合所得较高的大股东阶层有利,对所得较低的大众

平民股东阶层来说利益损失相对严重。

其次,随着1952年驻日美军的撤出,日本实

现政治主导权的独立。日本政府在大体继承 “肖普

劝告”税制思想的基础上,对法人税制作了部分调

整,调整的方向表现为法人税率的提高、分红所得

课税方式和股份转让所得税的废除以及税收优惠政

策的恢复。首先,1952年日本政府将法人税率从

35%提高到42%。这主要出于资本积累以及对当

时综合法人税负担的考量:一方面,税收优惠等特

别措施的恢复与扩大与增加法人实际税收负担形成

抵消效果;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所得税最

高税率的提高以及日本政府出于资本积累的压力于

1951年决定废除留存利息附加税,也为提高法人

税率创造了合理性;其次,在分红所得课税方式

上,先是1955年分红所得税由25%提升到30%,
再到受法人税及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的影响计划在

两年内废除,改为以1000万日元课税所得额为界

分为10%和20%的两阶段扣除制;再者,恢复和

扩大税收优惠措施。在税制整体框架基本不变的前

提下,通过适当的减免税措施使税制与政府的产业

政策相配合,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经济发展。此

外,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对出口企业实施的特

别租税措施也对外向型出口企业 “走出去”战略起

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高速增长期———佐藤内阁的法人税

改革

战后十年间的税改探索在促进经济恢复与增长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日本于1954年正式进

入高速经济增长轨道。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税

制改革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佐藤内阁的法人税

改革。改革的背景是1964年出现的 “后奥运萧条”
(也称 “昭和四十年萧条”)。由于1954年开始的

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奥运景气等由设备投资带动

的长达10年的总体景气期过后,以1964年东京奥

运会的结束为标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削减,国内

需求急剧降温,进而出现了严重萧条的局面。为了

克服萧条,佐藤内阁一改战后道奇路线以来日本政

府一贯坚持的超均衡财政主义,实行了凯恩斯主义

赤字财政政策,并于1965年发行大规模赤字国债,
并在日本垄断资本的强烈要求下,采取了扶持和优

待大企业的政策,降低法人税以刺激投资需求。具

体的法人税优待措施[4]包括:(1)准备金和特种基

金制度。即对积极开展技术研发、新设备引进的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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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资本企业设置准备金和特种基金①,作为费用从

应税所得中予以扣除;(2)鼓励出口型产业发展的

一系列法人税优惠措施 (特别租税措施)。降低外

向型出口企业实施低法人税率,设置海外投资损失

准备金;(3)加速折旧制度。扩大机器设备折旧范

围,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重点部门的特定机器设备

均实施高折旧率 (最高达30%~50%),以促进企

业的技术革新和资本积累。佐藤内阁的法人税改革

是围绕刺激企业投资需求展开的,在实际运行过程

中,也对企业新技术革新与扩大再生产、促进出口

企业发展以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等,都起到了关键

性作用 (参见表1)。以降低法人税为主要内容的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使日本经济从1965年11
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高涨期,即形成长达57个月

的伊奘诺景气,经济运行重新恢复正轨。

表1 1960-1970年日本法人税减免额一览

亿日元 

年份 鼓励储蓄 振兴出口 技术设备现代化 促进企业积累 促进社会开发 合计

1960 510 115 176 190 80 1071

1962 655 215 130 185 133 1318

1964 1207 272 208 187 407 2281

1966 1454 271 165 359 492 2741

1968 1616 407 317 231 577 3148

1970 1860 805 582 251 1249 4751

资料来源:祝淑春.佐藤内阁的减免法人税政策及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 [J].现代日本经济,1994 (4)

  (三)经济低速增长期———中曾根内阁的法人

税减税政策

由于1965年开始佐藤内阁对财政平衡预算原

则的破坏,以及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

的打击,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一度加大扩张

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加之70年代以后全球经

济普遍萧条以及日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开

支的增大,日本国债发行规模不断扩大,财政运转

上面临严重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在财

政收入高度债务化的压力下不断放出 “财政重建”
的口号,但这在当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是

很难实现的,因此必须对税制进行彻底性改革。其

“彻底性”表现为变肖普劝告税制以来的 “所得税

中心主义”为 “混合税中心主义”,即降低直接税

比重、增加间接税 (1989年引入消费税),进而通

过对所得税、消费税、资产税等税基进行适当组

合,实现税制体系的总体平衡。法人税改革方面,
从国 内 来 看,80 年 代 日 本 法 人 税 最 高 税 率 为

43.3%,高于同期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

高的法人税直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资本积累及技

术创新动力产生抑制作用,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
从国际来看,受70年代经济滞胀的影响,80年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普遍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

经济 (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将法人税的最高税率

由46%降至34%),因此,在税改国际示范效应的

影响下,日本分别于1987年12月和1988年推出

减税政策,法人税率由42%下调至40%,1990年

再调至37.5%。
(四)经济低迷期———1998年、2003年税制改

革下的法人税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

济进入长期低迷阶段,日本的税制改革也相应地围

绕摆脱经济低迷而进行。因此,从90年代开始,
日本税制改革的基本方针指向 “长期减税”,法人

税改革基于税收中立原则主要从降低税率和扩大税

基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从税率降低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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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法人基本税率由40%下调至37.5%,1998
年降至34.5%,1999年再降至30%;其次,在扩

大税基方面,提出了4点措施[5]:(1)弱化准备金

制度 (缩小、废除准备金);(2)抑制建筑物等固

定资产折旧办法的选择;(3)使企业职员报酬支出

算入亏损金予以扣除正当化;(4)合理化整顿法人

税特别优惠措施。
但进入21世纪信息化社会后,日本经济社会

矛盾仍在加深。为了强化产业竞争力,增强经济活

力,摆脱长期低迷的困境,日本在法人税改革方面

逐渐放松扩大税基的理念,2003年的税制改革重

点针对促进研究开发、设备投资以及支援中小企业

与创业型企业设置减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具体来

看,在促进研究开发方面,针对试验研究、官产学

合作的共同研究及委托研究创设特别税额扣除制

度,并扩充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税制 (对官产

学合作的共同研究、委托研究以及强化中小企业技

术能力均实施12%的税额扣除率)。在促进设备投

资方面,创设 “IT投资促进税制”和开发研究用

设备的特别折旧制度 (购买IT设备实施50%的特

别折旧或10%的税额扣除,购买研究开发用的设

备实施50%的特别折旧)。此外,2003年的税制改

革在法人税方面,对课税客体的存在方式作了大幅

调整。首先,受引入国际会计基准的影响,2000
年引入 “时价法”,对以买卖为目的的有价证券实

施时价评估。此后又分别于2001年、2002年引入

“企业组织再编税制”和 “合并纳税制度”,将企业

组织调整纳入法人税改革的框架下,使大型企业团

体作为一个整体课税客体进行纳税。再者,在地方

税改革上,2004年引入法人事业税的外形标准课

税,即除了过去企业所得这一征税标准以外,还要

结合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业务规模、从业人数等外

形标准对企业的纳税能力和收益额进行综合客观判

断的基础上来征税,使地方法人税负更灵活。从以

上内容来看,该时期的法人税改革在创建大量税收

优惠措施的同时,还在法人税的构造上作了大范围

的制度性变革,法人税的负担水平及负担分配格局

随之大幅变化。税率下降使法人税收负担下降,有

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税制构造的创新也使征税格

局更加整体化、复杂化,凸显公平性。
(五)民主党政权的法人税改革

2009年,日本经历了其历史上少有的 “改朝

换代”,民主党自上台伊始便将经济改革放在突出

位置,力争在经济景气循环上有所突破。2010年

6月内阁府公布的 《新成长战略》,将强大的经济、
财政、社会保障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与前两个目

标直接相关的法人税改革有望在提升企业国际竞争

力、吸引外资、扩大投资与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具体来看,民主党在基本继承自民党税改思路

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一定创

新。但降低法人税率和扩大税基依然是改革的主基

调,同时尤其强调了降低作为雇佣主体的中小企业

的税率以减轻其税收负担。具体来看,在降低法人

税率方面,2011年的税制大纲提出将法人税率由

1999年开始的30%降到25.5% (法人实际税率由

40.69%降至35.64%),中小法人的法人税率也由

18%降至15%;在扩大税基方面,大幅调整租税特

别措施,在缩减并废止部分租税特别措施的同时,
开创性地针对扩大就业以及环境相关产业发展创设

雇佣促进税制、环境相关投资促进税制以及国际战

略综合特区的税制措施①,并提出固定资产折旧速

度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以及限制大法人的税额扣除

优惠等举措。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为了支持福

岛地区的经济振兴,税制上也根据 “福岛复兴再生

特别措置法”,规定了企业在福岛避难解除区域雇佣

受灾者的情况下实施税额扣除等优惠。

二、安倍内阁法人税改革的政策考量

2012年末,自民党重拾政权,为了扭转经济长

期低迷的窘况、实现 “强势的日本经济”目标,安

倍内阁将税制改革纳入安倍经济学 “第二支箭”(扩
张的财政政策)、被定位为释放经济活力的重要抓

手。其中法人税改革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经济景气良

性循环的实现、引导新兴产业成长、促进地方经济

创新三个方面,具体思路是使法人税减税政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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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雇佣促进税制:在满足一定的促进劳动者就业的条件下给予的一定的税额扣除;环境相关投资促进税制:对购买有利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的新能源设备的企业,3年内实施30%的特别折旧制度 (中小企业可以在7%的税额扣除和30%的特别折旧间做选择);国际战略综合特

区的税制措施:在国际战略综合特区内,受特定地方团体制定的企业购买事业用设备给予税额扣除和实行特别折旧制度。



别租税措施与企业的设备投资与研发活动、雇佣政

策、海外投资活动、产业发展方向等形成联动,引

导企业行为符合实现国家总体经济增长的目标方向。
(一)促进经济景气循环的实现

安倍新政权组阁伊始,促进好的经济景气循环

的实现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并从提升企业生

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企业主体的消费能力等

供需两方面构造法人税改革。
在企业生产活动 (供给)方面,2013年的税

改大纲中就重点涉猎了鼓励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和研

究开发等租税特别措施:首先,为了扩大企业设备

投资,给予企业机械设备购买额30%的特别折旧

或3%的税额扣除优惠。其次,为了鼓励企业的高

质量技术研发活动,将研究开发税制 (总额型)的

扣除上限,由研发支出总额的20%提升至30%,
并将特别试验研究费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部分 “共同

研究”领域;2017年再次将总额型研究开发的税

额扣除率调整为研发支出的8%~10% (中小法人

12%),并可根据试验研究费的增减将税额扣除率

的范围扩大为6%~14% (中小法人12%~17%),
高水平研究开发的适用期限延长两年;2018年的

税改大纲[6]中进一步扩大对物联网等最新技术研发

投资超过五千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的减税幅度,将其

税负率降低20%。再者,在法人税率方面,由于

日本的法人实际税率长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不

仅抑制了日本的外资需求,也造成国内企业税负过

重,因此,基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
安倍内阁在2014年6月公布的 《经济财政运营与

改革的基本方针2014》[7]中,就提出从2015年开

始逐渐下调法人实际税率,并实现 “未来几年内将

法人实际税率下调至20%~30%区间内”的目标。
从2015年开始,法人税基本税率分阶段逐步下降,

2015年降为23.9%,2016-2017年降为23.4%,

2018年进一步降为23.2%,法人税实际税率也在

2018年降到29.74%,实现了30%以内的目标。
此外,在需求方面,为了通过法人税改革形成

提高企业主体———广大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进而提

升其消费能力等一系列联动效果,2013年创建

“所得扩大促进税制”,使企业 “工资支出增加额”
与 “法人税额扣除”相挂钩,以鼓励企业提高职工

的工资待遇。2017年调整后的 “所得扩大税制”,
对平均工资支出额比上一年度增加2% (中小法人

12%)或比2012年增加10%的企业给予工资支出

增加额10%的税额扣除优惠,2018年进一步将扣

除力度增加到15%,并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对职工

进行教育技能培训,还将教育培训费支出增加额与

税额扣除相挂钩 (参见表2)。为了促进中小企业

提高工资水平,对工资支出与教育培训支出额较多

或被认定为经营能力向上的中小企业给予25%较

大额度的税额扣除优惠 (参见表3)。

表2 面向大企业工资上涨及设备投资扩大的相关促进税制

条件 税额扣除 (上限:法人税额的20%)

(1)平均工资支出额比上一年度增加3%以上

(2)国内设备投资额占折旧费用总额90%以上
满足 (1)(2),扣除工资支出增加总额的15%

(3)教育训练费用比前期平均教育训练费用增加

20%以上
满足 (1)- (3),扣除工资支出增加总额的20%

表3 面向中小企业工资上涨的相关促进税制

条件 税额扣除 (上限:法人税额的20%)

(1)平均工资支出额比上一年度增加1.5%以上 扣除工资支出增加总额的15%

(2)平均工资支出额比上一年度增加2.5%以上

(3)教育训练费用比前期增加10%以上

(4)被证明按照 “中小企业经营强化法”认定的相

关计划改善了经营能力

满足 (2)(3)或 (2)(4),扣除工资支出增加总额的2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日本财务省 《2018年税制改革大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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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扶持并引导中小企业、中坚企业与新兴

产业发展的特别租税措施

中小企业是雇佣的主体,也是日本国民经济的

重要支撑,中小企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扩大就业与

实现企业结构平衡等方面。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

面,2013年提出对经营商业、服务业、农林水产

业的中小企业实行设备投资额30%的特别折旧和

7%的税额扣除优惠措施;并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

资能源环境等新兴产业,将中小企业投资 “废热发

电设备”追加到 “环境相关投资促进税制”中给予

税制优惠;2017年进一步扩充 “中小企业投资促

进税制”的适用范围,对生产性向上的设备投资给

予即时折旧等优惠措施;2019年提出继续延长中

小企业的相关优惠税制,持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壮

大提供优惠税制支持。此外,在扶持有发展潜力

的中坚企业方面,从2017年开始创设面向特定

地区中坚企业的 “设备投资促进税制”,对中坚

企业的设备投资给予一定程度的特别折旧与税额

扣除。同时,为了引导新能源、环境领域等新兴

产业的发展,2018年提出针对购买高度节能设备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并将其用于国内事业的企

业,可分别享受购置成本30% (中小企业也可选

择购置成本7%的税额扣除)和20%的特别折旧

的税制方案。并对购入保育设备和信息通讯设备

的企业分别给予享受3年购置成本12%和30%
(购置 成 本5%的 税 额 扣 除)的 特 别 折 旧 优 惠

措施。
(三)推进地方创新的实现

为了促进以福岛为首的重点区域提升经济活

力,在法人税制优惠措施的设置上,也重点向这些

地区倾斜。2013年,为了支援福岛恢复生产,规

定在避难解除区域实施 “雇佣促进税制”,对增加

雇佣受灾者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额扣除,增加设备

投资也可以同时享受即时折旧或税额扣除优惠。

2015年,针对有待扶持的重点地区创建 “强化重

点地区税制”,对在重点地区购买特定建筑物的企

业创设 “投资减税”,并扩大其享受雇佣促进税制

的税额扣除力度。2016年将税制优惠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规定地方公共团体为支援一定事业发展实

施捐赠支出时给予税额扣除,且将在复兴产业集

群区购买机械设备实施特别折旧和税额扣除制度

的适用期限延长5年。在促进地区雇佣水平上,

2017年对重点地区增加全职工人雇佣数量的企业

扩大税额扣除优惠。2018年的税改重点倾向于促

进东京圈以外地区企业信息化设备投资的扩大,
具体可享受其设备购置成本15%的特别折旧,并

延长 “强化重点地区税制”的适用期限。基于日

本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能力差距持续拉大等问

题,2019年税改大纲从纠正地方法人课税偏重程

度的角度出发,提出构筑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地

方税体系,并计划于2019年10月1日以后大幅

调低法人事业税,新设特别法人事业税与特别法

人事业让与税,促进大城市与地方城市之间的财

政运行上的相互扶持。

三、日本法人税改革的总体政策取向

法人税改革是政府通过对企业实行现实的物

质利益调整,引导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财政手

段,改革的归属点在于通过调节社会总供需、使

经济运行符合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方向。从日本

漫长的法人税改革历史中可以看出,以减税和结

构性税制调整为主要政策取向的法人税改革,大

体上与日本长时期经济刺激政策及总体税制结构

优化的目标相吻合。其中,法人税减税政策是基

于国际减税竞争与国内摆脱经济低迷两方面的压

力,而特别租税措施的增设与调整,则期望在引

导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一)法人税减税政策的思路与动机

1.减税政策的总体思路安排

减税是政府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

一,对经济主体的引导作用较为迅速直接。根据

2018年日本税制改革大纲[6]对法人税减税政策方

向与思路的界定:减税政策旨在通过降低法人纳税

负担促进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及增加预期收益,进而

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设备投资增加、扩大企业

生产规模,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雇佣与扩展国际市

场业务。一方面,雇佣的增加与 “所得扩大税制”
带来的工资上涨又直接牵动失业率的走低与居民消

费水平的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日本少子

化等社会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有利于实现经济与

社会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从国际竞争力角度考

虑,减税既能提高国内企业出口产品的海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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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有利于防止国内优质企业外流造成的产业空

心化危险,同时为引进外资创造良好的税制环境,
最终致力于实现日本经济良性循环与财税增收的目

标 (参见图1)。

图1 法人税减税的预期经济效应循环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制作

  2.减税政策的动机与现状

日本法人税减税政策主要基于来自国内外两方

面的动机:一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升日本经

济活力,以摆脱长期经济低迷现状;二是在国际减

税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来保障日本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的提高。
首先,从国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法

人税改革更注重税制结构平衡性的把握,90年代

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陷入了长达近三十年的

经济低迷期,尤其随着21世纪以后以财政债务

为首的结构性矛盾的加深,通过税制的结构性调

整来摆脱通缩泥潭的改革思路难度加大,这也为

减税政策提供了更大空间。降税方面,从民主党

时期开始,基于考虑企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先导

作用,调低法人税率再次被提上议程。2012年民

主党时期法人税基本税率降至25.5%,首次低至

30%的门槛以下,中小企业的税负也随之降到

20%以下;在安倍执政的5年内,基本税率又连

续3 次 下 降,2018 年 法 人 税 基 本 税 率 降 为

23.2%,反映企业实际税负程度的法人实际税

率①从 安 倍 政 权2012年 末 上 台 时 的37%降 至

2016年的29.97%,2018年进一步降为29.74%
(参见图2、3)。尽管从纵向比较来看,基本税率

一直在下降,即从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到2018
年为止基本税率共下降了将近17个百分点 (参
见图2);但横向来看,日本的法人实际税率在

2016年以前长期高于欧洲及亚洲国家,近年伴随

降税力度的加大,实际税率有所下降,与国际实

际税率水平的差距缩小 (参见图3)。
其次,全球来看,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

各国经济增长大多呈现出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进

而更多寻求外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空前发

展,各国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就业与GDP增

长,国际性税率下降的竞争加大。美国税改将联

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5%下调至21%,法国也

计划 到 2022 年 将 所 有 企 业 的 所 得 税 税 率 由

33.33%分阶段下调至25%,英国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过去十年共下降了11个百分点降到19%,
且考虑到 “脱欧”对外资的影响,计划到2020
年进一步降到17%[8]。近年来,反映实际企业纳

税负担的日本法人实际税率从2013年以后尽管

有很大程度下降,但基本仍高于世界主要发达与

发展中国家,仅低于法国,与德国基本持平 (参
见图3)。企业法人税负担的国际差距将促使企业

与劳动者向低税负的国家转移,与国际比较,日

本法人税减税仍留有较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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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人实际税率:将企业缴纳的法人税、法人住民税及法人事业税加到一起,并考虑将一部分算入亏损金予以扣除后,计算得出的税

率。相比法人基本税率,实际税率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税负状况。



图2 日本法人税基本税率的推移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 「法人税率の推移」.https://www.mof.go.jp/tax_policy/summary/corporation/c01.htm

图3 法人实际税率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 「法人実効税率の国際比較」.https://www.mof.go.jp/tax_policy/summary/corporation/c01.htm

(二)结构性税制调整的政策取向

法人税改方面,除了长期实施减税的扩张政策

以外,更对法人税制结构方面作了大幅调整,主要

表现在法人税基的扩大和税收优惠措施的调整。前

者是为弥补税率降低带来的政府税收缺口,后者则

重点指向特定新兴产业的投资效应以及劳动力需求

效应的扩大。
首先,在扩大法人税税基方面,战后日本历届

政府都根据税收中立原则,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

时,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扩大税基的税收弥补措

施。近些年,在民主党与安倍政权加大法人税率降

低的频率与力度下,扩大税基的重要性凸显,具有

代表性的是2015年税改方案中提出的针对大企业

扩大税基:收紧 “股利不计入纳税收入制度”① 和

“亏损金结转扣除制度”②,并扩大法人事业税的外

形标准课税等。两项制度的收紧除了直接导致大企

业当期应税所得增加以外,还会造成对法人部分股

票投资收入的重复课税,抑制企业风险投资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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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股利不计入纳税收入制度:企业的股利收入不算入纳税收入予以法人税额结算的制度。2015年改革前,持股25%以上的企业股利收入

全部不计入纳税收入、持股不满25%的企业则股利的50%不计入纳税收入。改革后针对后者上调持股比重条件。该制度设定的本意是

防止针对投资者股票投资收益的重复课税,改正后则对法人部分收入的重复课税予以肯定。

亏损金结转扣除制度:当期亏损结转到下一期 (几期)以盈亏相抵、减小纳税负担。2015年改革后,将可抵亏损金的份额由下期收入

的80%降至50%。



扩大外形标准课税①只是缩减法人事业税中对企业

利润所得部分的征税、相应地扩大对附加价值部分

(外形标准课税之一)的征税,即仅是法人事业税内

部账目间的转入转出 (参见图4),对企业整体事业

税负担的影响极小[9,10]。但由于考虑到除课税所得以

外的其他条件,使得地方法人税制更具灵活性。

图4 法人事业税外形标准课税的扩大

资料来源:鈴木将覚、「法人税改革の評価と今後の課題」、みずほ総合研究所。https://www.mizuho-ri.co.jp/

publication/research/pdf/insight/pl150122.pdf

  其次,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特别租税措施的

设置有助于引导重点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实现产业

结构的优化。例如,2018年税制大纲中明确对投

资高度节能设备、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信息通讯

设备及保育设备等给予税额扣除或特别折旧的优惠

措施,以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由于日本已经

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传统产业发展相当成熟且近些

年来凸显动力不足。在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下,
针对特定产业的特别租税措施将在不同产业间形成

差别税负,进而影响社会资本投向处在产业链高端

的高利润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

也是日本摆脱长期低迷阴影的重要突破口。同时,
特别租税措施直接表明了在产业发展上国家政策扶

持的方向与重点,进而会引导社会预期倾向于投资

重点产业。此外,使企业工资支出与教育培训费增

加额与税额扣除优惠相挂钩的措施,既会提升企业

的劳动力需求,借助技能培训使劳动力质量提升,
也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四、日本法人税改革的评价与启示

(一)减税与 “扩大税基”矛盾中难执行,加

剧财政压力

日本政府减税的思路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提升

企业生产积极性和扩大雇佣,并通过一系列与促进

新兴产业发展及提高工资的特别租税措施,以带动

社会总生产能力和民众消费需求,最终实现良性的

经济循环,达到经济景气的目标。但从实际操作来

看,主要面临三个制约因素:一是日本长期面临的

财政困境。根据财务省测算,法人税基本税率每下

调1%,国家将减少4700亿日元的财政税收[11]。
可见减税直接与财政重建目标相制约,而财政问题

更是其实现扩军目标的重要阻力。此外,减税带来

的经济效应真正作用到实体经济需要一定的甚至更

长的时间过程,且企业是否 “买单”尚不能预期。
二是扩大税基对减税的抵消作用。从时间范围

来看,税基扩大稍早于税率降低,初期会对国家税

收产生一定的增税效果,但也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投

资需求。从长期来看,扩大税基与减税几乎同时进

行,“一增一减”的抵消作用明显。根据日本财务

省对减税与各种税制优惠政策预期效果的测算,

2015、2018两次税改带来的国税增减变化的综合

效果均为负值,即最终会导致国税收入的减少 (参
见表4);此外,2012年末安倍政权成立后,前期

在采取了大量扩大税基措施的同时,后期又为了鼓

励设备投资与工资上涨调整并新设了特别租税措

施,税基 “先增后减”也可能对日本企业的发展战

略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再者,法人事业税外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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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4年创设外形课税标准时的课税对象为注册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的企业,2015年税改方案提出扩大外形标准课税的对象范围,并给

予中小企业一定程度的优待。



税标准的增设与对象范围的扩大,使得低利润企业

甚至亏损企业也要相应负担外形课税标准部分的税

负,造成其法人税额支出的增加。相反,高利润企

业将直接从因所得课税部分的缩小带来的税额减少

中获利。据财务省测算,通过外形标准课税的扩

大,亏损大企业与中坚企业将分别带来5500万及

300万日元的增税,盈利大企业与中坚企业将分别

带来1900万及200万日元的减税[10]。

表4 2015、2018年法人税制改正带来的国税收入增减额预测

亿日元 

2015年法人税改正事项 初年度 普通年度

(1)降低法人税率 -4570 6690

(2)扩充 “所得扩大促进税制” — -340

(3)扩充研究开发税制 (总额型)中的特别试验研究费扣除 -230 -300

(4)收缩 “亏损金结转扣除制度” +1630 +3970

(+1920)*

(5)收缩 “股利不计入纳税收入制度” +710 +920

(6)调整特别租税措施 +1410 +1790

(7)创设 “重点地区强化税制” -20 -100

总计 -1070 -750

2018年法人税改正事项 初年度 普通年度

(1)促进工资上涨和投资扩大的相关税制安排 -1290 -1610

(2)创设促进信息合作投资等相关税制 -120 -130

(3)调整 “所得扩大促进税制” +1390 +1740

(4)调整其他特别租税措施 -10 -10

总计 -30 -10

  资料来源:日本財務省資料 「平成30年度の税制改正 (内国税関係)による増減収見込額」.https://www.mof.

go.jp/tax_policy/tax_reform/outline/fy2018/30taikou_08.htm#san01
注:括弧中对应2015-2017财年度期间的年份,“+3970”对应2017财年度以后的年份

  三是近年来在消费税提高的情况下降低法人税

率,以及相应的扩大税基措施,将更倾向于造成日

本企业内部的分化,盈利的大企业与中坚企业更能

得到法人税改革的好处,而亏损企业则会承担更多

的税负,经营发展更加艰难,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

定。战后日本政坛动荡变幻,经济政策的制定多成

为政党间权力角逐的工具。减税等税改方案不免有

迎合民众期望的嫌疑而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更为

未来的财政问题的解决埋下隐患。
(二)企业响应税改方案的积极性不高,多持

观望态度

由于日本近年来税改大纲重点调整税制优惠措

施使企业工资支出增加额、设备投资增加额直接与

企业所能享受的税额扣除优惠相挂钩,以拉动企业

涨工资和扩大设备投资的意愿,这也是决定安倍经

济学成败的重要支点之一。但从大纲出台后企业的

实施意愿来看,并不十分理想。根据日本帝国数据

银行2018年初针对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进行的 “法
人税改革意愿调查”报告: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企业

当中,愿意实施涨工资的企业仅占三成,同时愿意

扩大设备投资的企业仅占二成;半数以上的企业对

涨工资持观望态度,而设备投资的动力则更加不

足,无扩大投资意愿的企业甚至超过有意愿的企

业[12]。由此可见,法人税改革对企业行为的引导

作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很难达到税改的政策初

衷。此外,多数企业对法人税改革能否对日本经济

总体发展产生正面效应持不确定态度,对国家经济

的总体发展以及自身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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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这也将很大程度上阻碍法人税改革的预期

效果。
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看,从2014年开始,日

本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状态,2018年全

年的有效求人倍率约为1.61,同比增长了0.11个

百分点[13]。此外,从劳动力供需的内部结构来看,

非正式职工 (兼职)的有效求人倍率比正式职工高

出0.3个百分点以上[14,15],即主要是企业对非正

式职工需求的增加,使得总体工资在近两年里得以

上涨,未来提高工资的余地有限;再从促进投资角

度来看,企业设备投资活动从根本上主要受到经济

周期波动、景气预期等因素影响,企业设备更新主

要取决于预期经济是否景气、市场需求是否扩大。
但受国内市场长期低迷以及国际市场、美国加息及

新兴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日本企业界正

处于观望状态。2016年安倍与日本经团联就企业

扩大设备投资问题展开了谈判,指出如果企业不在

扩大设备投资上提出较高目标,在全面启动的税制

改革讨论中,就无法得出一个经济界所期望的税改

方案。虽然日本政府最后承诺提前推动法人税减

税,力争摆脱通货紧缩的政府与 “不买单”的企业

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了维持,但通过政府强制干预

推动企业界行动的扭曲型改革路径、以及基于实际

效果不确定的目标展开税改讨论,有可能为今后的

改革留下祸根。
(三)受全球税改示范效应影响大,减税的国

际竞争激烈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都怀有通过降税来吸引

外资的目的,税制改革领域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
欧洲各国降低法人税的倾向明显,尤其德国从

2008年至今,公司所得税累计下降超过10%。一

国降税所造成的其他国家的 “跟风效应”最终会削

减所有减税国吸引外资的效果,加剧经济刺激政策

效果的不确定性。再者,从降税对吸引外资的效果

上讲,如果法人税率降低至世界主要国家的大体平

均水平,并不一定能使企业在国际竞争力上取胜。
因为海外企业在选择海外投资国时多数是 “消费市

场导向型”,即在海外投资生产的产品也在生产地

进行 “消化”。但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消费低迷

的状况,将是法人税降低后阻碍外资引进的重要

阻碍。

(四)结论与启示

法人税改革作为日本政府财政政策的重要支

点,从二战后开始至今,大体呈现出与日本各阶段

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特点:内容上以降税减负为

主线,辅以结构性税制调整与税收优惠政策。从改

革的效果来看,减税与税制结构调整互有冲突,综

合效果有待观察,同时受财政压力和消费税提高的

影响,减税政策的持续性令人担忧;此外,由于企

业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法人税改革能否成为影响

企业行为的敲门砖尚无定论。总的来看,尽管日本

法人税改革的预期经济效果不佳,但至少起到了向

市场释放宽松经济政策的信号,为提升经济活力营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此外,与美国当期特朗普税

改相比,日本税改的外溢影响相对较小,但预计短

期内也会引起小幅度国际资本的流入与资本升值,
长期受减税的国际竞争影响,效果仍将减弱[16]。

从税制改革的国际借鉴角度来看,日本的法人

税改革对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改革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第一,在适当放开以 “降税减负”为主要思路

的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减税与政府

财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尤其2008年金融风

暴以后,中国政府为打造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灵活有力的宏观调控机制,在税改方面的

探索主要集中于税制结构上的综合性全面改革,并

未单纯锁定在 “经济增长”这一单一变量上。但随

着国际减税竞争加大,中国在努力促成调整直接税

与间接税比重的同时,也应适当放开减税步伐,这

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释放

市场活力至关重要。此外,减税政策对政府财政状

况的作用效果不容忽视,日本减税政策造成政府财

政压力加大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吸取

教训。
第二,侧重税改对需求侧经济主体的联动效

果,兼具针对性与灵活性。日本民主党与安倍政权

在法人税改革领域的创新之举是分别设立了 “雇用

促进税制”与 “所得扩大税制”,其思路是将税制

与劳动力就业及工资上涨相挂钩以促进刺激消费需

求。此外安倍内阁在所得扩大税制的基础上还将企

业员工培训支出与其享受的税收减免相连以提高劳

动力素质。目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制度

均从提供优质社会供给角度在促进企业设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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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新兴产业与中小企业发展、落后地区企

业发展方面设置了相应的税制优惠安排,针对需求

侧的优惠税制安排有所欠缺。故在当下中国新常态

下的经济增速换档期,使企业所得税改革兼顾需求

侧劳动力市场活力与国民消费需求的创造,将更符

合当下经济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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