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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操纵与税负扭曲
———基于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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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引发的研发操纵行为在使本公司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同时是
否会对其他企业的税负产生影响？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操纵的税负
扭曲效应。研究发现，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越高；且相较于国

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际所得税负受研发操纵公司比重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检验显示，在地方财政压力大、地

方治理环境差的地区，研发操纵企业对辖区内其他企业实际所得税负影响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企业

研发操纵会扰乱税收公平秩序，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在税收征管、执法工作中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公正

性和独立性，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申报材料的关注和审核，发挥税收的分配、监督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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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加大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政策扶持力度，２００８年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
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办法对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称号，获得资格认

定的企业不仅能够获得政府补助，还享受１５％的所得税优惠税率。除此之外，各地方也对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政策优惠，如苏州对通过认定的企业奖励１０万元，深圳市将由高新技术企业
缴纳所得税形成的地方财力部分的５０％以研发资助形式补贴给企业，乌鲁木齐市对获资格认定的企
业给予３０万元奖励。高额的政府补助和奖励以及较低的所得税率吸引了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关于申请企业所需满足的研发强度的“一刀切”标准，可能会

诱发企业研发操纵行为。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研究显示上市公司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布
在法规门槛附近区间的样本量突然增多，认为企业为获得高新技术认定会对研发支出进行操纵。王

兰芳等（２０１９）［２］也认为企业为满足高新技术资格认定进而获取优惠政策会进行研发“粉饰”行为。
但上述研发操纵行为是一种通过虚增研发费用来迎合国家政策的策略性创新行为，企业真实的研发

投入并没有得到增加，该行为不仅导致企业未来的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下降，企业市场绩效也受到显

著的负面影响（杨国超等，２０１７；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１～２］。
对于取得高新技术资格认定的研发操纵公司来说，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享受到更低的

所得税税率（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虚增的研发费用还能在税前加计扣除，实际税负得到进一步降低。
而从政府角度来讲，该种研发操纵行为不但占用了大量政府资源，而且会导致当地税源萎缩，在一定

程度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税创收压力。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企业实际税负受地方政府的影响，一方

面地方政府财政创收压力会影响企业实际税率（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王百强等，２０１８）［３～４］；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影响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许善达等，２００１；刘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５～６］，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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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力度又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张玲和朱婷婷，２０１５）［７］。因此，我们认为，当某地区
内的研发操纵公司比重增加时，该地区被研发操纵公司占用的政府资源越多，税源萎缩越严重，地方

政府为完成税收计划和财政增收目标，可能会通过调整对辖区内其他公司的税收征管力度，将自身财

政压力转嫁给其他公司，从而导致辖区内其他公司实际税负增加。

基于此，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下研发操纵公司对辖区内其他企业实际所得税负的影响，并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下该影响的异

同，进一步分析中从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视角分别进行了差异检验。实证研究发现，某地区

研发操纵公司比重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越高；相较于辖区内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

业实际所得税负受研发操纵公司比重的影响更大；且在地方财政压力大、地方治理环境差的地区，研

发操纵公司对辖区内其他企业实际所得税负影响更明显。此外，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模

型、重新定义研发操纵公司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本文的基本结论保持不

变。本文的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下的研发操纵行为不仅影响公司自身发展，也增加了其他企

业的税负，即研发操纵公司会引致税负扭曲现象的发生。

和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第一，现有文献多从企业自身角度如研发产出（杨国超

等，２０１７；程虹和钟光耀，２０１８；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１］［８］［２］、市场绩效（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２］、生产率水平和
利润（程玲等，２０１９）［９］等来检验研发操纵行为的经济后果，较少有研究关注研发操纵行为的外部经济
后果。本文首次从企业外部相关者角度出发并以所得税负为切入点考察研发操纵行为的负外部性，

实证论证了研发操纵公司比重的增加会加重辖区内其他企业的实际所得税负担，并进一步从产权性

质、地方财政压力、地方治理环境检验了两者间关系的差异。本文从所得税税负角度为研发操纵经济

后果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第二，对于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企业

规模（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３）［１０］、所有权性质（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政治关联（Ａｄｈｉｋａｒｉ等，２００６）［１１］

等企业自身方面，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权（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１２］、税收计划压力（白云
霞等，２０１９）［１３］、税务检查（于文超等，２０１５）［１４］等政府职能部门角度来进行检验，而鲜有文献从与企
业处于同一地区的外部相关企业角度来考察所得税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从研发操纵行为视角检验

了辖区内研发操纵公司比重对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所得税率影响因素方面的

文献。

从实践层面来看，本文结论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监管提供重要政策启示。

税收本应以公正、平等为目标，鼓励平等竞争，通过税收的调节来实现纳税人合理负担，但研发操纵公

司的存在不仅减少了政府税源，还加重了其他公司的税负，违反了公平税负原则、扰乱了税收公平秩

序。因此，政府在筛选高新技术企业时应严格把关，加强对申请企业研发情况的检查和监督。税务部

门也应在税务稽查中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等享受优惠税收政策企业的关注和监察，降低研发操纵行

为对税基的侵蚀和税收公平秩序的扰乱。此外地方政府也应减少对税收征管和税务执法的干预，保

持税务部门工作的独立性。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经济后果及其治理

学者们研究发现，公司进行研发操纵多是为了满足盈利目标、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或获取创新

补贴。Ｇｒａｈａｍ等（２００５）［１５］研究发现公司 ＣＦＯ会减少研发费用以达到盈利预期目标。Ｓｋａｉｆｅ等
（２０１３）［１６］实证结果显示，公司未达到盈利基准时管理者会将更多的期间费用分类转移至研发费用，
从而为未达盈利目标找借口。朱红军等（２０１６）［１７］发现“微利”“微增”公司为达到监管部门标准会减
少研发支出。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研究显示上市公司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布在高新技术认定
管理办法规定比例处存在明显的不连续，法规门槛附近区间的样本量突然增多，即《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会引发公司研发操纵行为。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２］也发现公司为获取优惠政策会进行研发
·８６·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粉饰”来满足高新技术资格认定中对研发支出比例的要求。万源星和许永斌（２０１９）［１８］认为，企业在
高新认定初审阶段会进行“将研发投入控制在研发比例门槛附近”的“达标型”研发操纵，在复审阶段

会进行“增加研发投入以降低税负”的“避税型”研发操纵。程玲等（２０１９）［９］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企业
为获取相应政府资源会操纵研发强度以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门槛。此外，政府研发补

助也会诱发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安同良等（２００９）［１９］建立了企业和政府间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
型，发现企业会通过释放创新虚假信号来获取创新补贴。程虹和钟光耀（２０１８）［８］研究发现，企业会通
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投入等来向政府发送虚假的研发能力信息。史安娜等（２０１３）［２０］认为，政府研发补
贴分配过程中存在政府和企业的博弈，申请企业可能采取合作性研发或者欺骗性研发的“策略性”研

发行为。

由于研发操纵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策略性迎合行为，企业真实的研发投入或研发能力并没有提

高，因此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经济后果。史安娜等（２０１３）［２０］发现政府研发补贴的“选择性”和企业申请
补贴的“策略性”会削弱政府研发补贴效率。程虹和钟光耀（２０１８）［８］研究发现，企业增加非实质创新
的迎合行为弱化了科技创新政策的正向引导作用，降低了新产品产出数。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研究表
明，研发操纵公司能够享受更多的政府补助和更低的所得税税率；但研发操纵公司的研发绩效更差，

其研发投入与公司未来一年、两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及发明专利授权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

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２］研究发现，研发“粉饰”行为仅促进了低质量研发产出（实用新型专利），对高质量
研发产出（发明专利）没有显著作用；此外，存在研发“粉饰”行为企业的市场绩效相对于没有研发“粉

饰”行为企业有明显的下降。程玲等（２０１９）［９］研究表明，企业研发操纵会降低生产率水平和利润。
而对于如何有效治理研发操纵，学者们也进行了一定探讨。楚有为（２０１８）［２１］研究显示，审计委

员会技术背景和会计师事务所背景有助于抑制企业研发活动盈余操纵。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２］研究表
明，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越好，企业研发“粉饰”行为越少。程玲等（２０１９）［９］研究显示，企业生产力水平
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融资约束企业研发操纵行为发生的概率。

（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多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考察企业所得税负的影响因素。企业规模（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８３）［１０］、所有权性质（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内部控制质量（李万福和陈晖丽，２０１２）［２２］、政治关
联（Ａｄｈｉｋａｒｉ等，２００６）［１１］、与税务局地理距离（张敏等，２０１８）［２３］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王延明，
２００３）［２４］均会影响到其实际承担的税负水平。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３）［１０］研究表明，由于存在较大政治成
本，企业的规模越大，实际税率也会越高。李万福和陈晖丽（２０１２）［２２］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
提高有助于降低实际承担的税负。Ａｄｈｉｋａｒｉ等（２００６）［１１］研究发现，存在政治关系的公司比其他公司
的实际税率要低很多。张敏等（２０１８）［２３］发现，企业寻租成本存在“距离衰减效应”，即企业的实际税
率会随着其与基层主管税务局之间距离的缩小而降低。王延明（２００３）［２４］考察了不同规模、行业和地
区公司的所得税负，发现规模大的上市公司有更高的实际所得税率，改革开放划出的优惠地区的上市

公司税率更低，而不同行业间公司的所得税负有一定差异。

政府方面，中央政府税收征管权集中化（谢贞发和范子英，２０１５）［２５］、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权
（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１２］、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刘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６］、税收计划压力（白云霞等，
２０１９）［１３］、税务检查（于文超等，２０１５）［１４］、官员变更（陈德球等，２０１６）［２６］、制度环境（刘慧龙和吴联
生，２０１４）［３］等外部因素同样会对企业所得税率产生影响。谢贞发和范子英（２０１５）［２５］研究表明，中央
政府负责资本税收征管会降低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从而提高企业实际税率。贾俊雪和应世为

（２０１６）［１２］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权越大，政府间低税负竞争越激烈，从而企业税负越低；而地
方政府支出自主权越大，高支出竞争策略运用的会更多，企业实际税负会增加。刘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６］

发现地方政府层级与其控制的国企税负间存在负向关系。白云霞等（２０１９）［１３］研究显示，面临税收计
划压力时地方政府会通过提高税务稽查强度来增加企业税负，税收计划压力越大、年初税收目标增长

率越高，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于文超等（２０１５）［１４］研究发现，税务检查会提高企业避税成本，加重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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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税收负担；而财政创收压力的减小和法制环境的改善则能缓解税务检查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张玲

和朱婷婷（２０１５）［７］研究发现，税收征管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陈德球等（２０１６）［２６］研究显示，企业
避税程度随着政府核心官员变更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提高，而税收征管则会削弱两者间

的关系。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制度环
境提高了公司的实际税率，且该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控股公司以及地方财政创收压力低的情形。

通过梳理研发操纵和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我们发现研发操纵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

较多从研发产出（杨国超等，２０１７；程虹和钟光耀，２０１８；王兰芳等，２０１９）［１］［８］［２］、市场绩效（王兰芳等，
２０１９）［２］、生产率水平和利润（程玲等，２０１９）［９］等企业自身角度来进行研究，而鲜有研究关注研发操
纵行为的外部经济后果。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从企业规模（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３）［１０］、所有权性质（刘慧龙
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政治关联（Ａｄｈｉｋａｒｉ等，２００６）［１１］等企业自身方面，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
权（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１２］、税收计划压力（白云霞等，２０１９）［１３］、税务检查（于文超等，２０１５）［１４］等
政府职能部门角度来研究企业所得税负的影响因素，而较少从企业外部相关者角度出发研究其他企

业行为特征对本企业所得税负的影响。因此，本文实证检验研发操纵公司比重对辖区内其他企业实

际所得税税率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操纵经济后果和所得税负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研发操纵与所得税负扭曲

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资格认定后能够享受到诸多政策优惠，如土地房租等扶持政策、财政专项资金

补助、优惠的所得税率、优先获得银行贷款、吸引政策和资金促进融资上市等。在优惠政策的诱导下，

企业为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研发支出强度的法规门槛会进行研发操纵（杨国超等，

２０１７；王兰芳等，２０１９；万源星和许永斌，２０１９；程玲等，２０１９）［１］［２］［１８］［９］。对于那些通过研发操纵获得
资格认定的企业来说，其不仅能够直接享受到优惠所得税税率，虚增的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更进

一步降低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因此，相较于其他优惠政策，所得税税率对研发操纵企业产生较大

的影响。

作为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相配套的税收优惠管理性质的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税收优惠期间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享受１５％的所
得税减免优惠，这对于一般企业２５％的所得税率来说是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研发操纵手段获
得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到上述各项优惠政策，其虚增的研发费用还能够在应纳税所得额

中按发生额的５０％加计扣除。此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还可按实际发生额的７５％在税前加
计扣除。而由于研发操纵公司的研发费用是为满足高新技术认定而虚增的，因此虽然享受到了政府

补助和优惠税率等，该类公司的实际研发产出、市场绩效、生产率水平和利润通常较不理想（杨国超

等，２０１７；程虹和钟光耀，２０１８；王兰芳等，２０１９；程玲等，２０１９）［１］［８］［２］［９］。可以看出，研发操纵公司一
方面占用政府宝贵资源、侵蚀税基，另一方面又不能为当地财政收入做贡献。因此，当某地区内研发

操纵公司比重较大时，当地的税源萎缩会更严重，财政压力也会相应增加。

在当前中国财政制度下，中央财政高度集权化，地方财政权力逐渐缩减，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趋于

增大。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系列集权措施的实施，使得财权逐渐向上集中，事权则层层下
放。地方财政收入需要和中央按比例分配，但地方政府仍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医疗、卫生、教育

等大量刚性民生支出，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导致地方财政压力逐渐增大。而企业所得税收入是地方

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７）［２７］，地方政府常通过调节税率或税收征管力度来调整当地
财政收入以缓解财政压力。为吸引投资增加地区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多采用低税率竞争策略，通过给

予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投资。但只有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权较大时，低税率竞争策略实现经济增

长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而当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权力较大时，减少低税率竞争策略的运用，提高税率

才能拉动经济增长（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１２］。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权减少、财政支出权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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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地方政府本身就存在较大的财政压力，而辖区内研发操纵公司比重的增加导致政府被占用的

资源和流失的税收随之增大，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研发操纵公司带来的财税压力也会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在中国税收征管体制下，中

央会根据上年的税收征收水平设定税收增长目标，为保证任务的完成，税收任务在下达过程中会逐级

提高标准（周黎安，２００７；周黎安等，２０１５）［２８～２９］。在棘轮效应的作用下，税收任务会层层加码，实现税
收目标的压力也逐年增大。而税收计划具有很强的指令性，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甚至升迁均会受

税收目标完成情况的影响（周黎安，２００７；王百强等，２０１８）［２８］［４］。因此，地方政府部门及官员有动机
通过调整对辖区内其他非研发操纵公司的税收征管提高该类企业实际税率，将财政压力以税收形式

进行转嫁。

虽然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权和税率调整权归属中央，但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向税务征收人员施

加压力来调整税收征管力度进而调节征税额，税收征管权常被视为地方政府的策略工具（汤玉刚和苑

程浩，２０１１；范子英和田彬彬，２０１３）［３０～３１］。中国税收征管组织结构中，地税局由同级地方政府和上级
地方税务局双重领导，其税务征管工作受地方政府影响较大；而虽然国税局只受上级国家税务部门的

领导，但其税务征管工作需地方司法机关协作，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地方政府影响（许善达等，２００１；刘
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５］［６］。王立彦和刘向前（２００４）［３２］认为，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地方政府会通过
干预税务机关超越法定权限给予上市公司税收优惠。李增福等（２０１６）［３３］也认为地方政府会干预税
务部门的税收执法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在税收征管上拥有一定的弹性操作空间。当辖区内研发操

纵企业比重较高时，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创收压力增大，此时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调整税收征管力

度，向辖区内其他企业征收过头税来缓解财政压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地区研发操纵公司的增多会减少当地税源，此时地方政府完成财税计划的压

力会增大，其会将税负转嫁到辖区内其他企业。因此，我们预期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

他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１：
Ｈ１：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越高。
（二）不同产权性质下研发操纵所得税负扭曲效应的异同

一方面，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避税动机存在差异。因受政府控制，国企不仅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

负担（Ｌｉｎ等，１９９８）［３４］，资本外逃的概率也较低（刘慧龙和吴连生，２０１４）［３］。虽然国企可以通过游说
能力和政府补偿获得税收优惠和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刘骏和刘峰，２０１４）［６］，但在地区税收压力较大
的情况下，政府给予其税收优惠的动力会不足（刘慧龙和吴连生，２０１４）［３］。相反，政府可能更倾向于
通过国有控制权干预国有企业使其担负较高税负以实现财政收入的社会目标（王跃堂等，２０１２）［３５］。
此外，上缴利税是国企高管一项重要的政绩（白云霞等，２０１９）［１３］，关系到职位升迁，国企经理人不会
冒很大政治风险进行避税（陈德球等，２０１６）［２６］。已有研究显示，国企所得税的避税程度更低、实际税
率更高（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Ｂｒａｄｓｈａｗ等，２０１３）［３］［３６］。因此，在当地政府面临因研发操纵公司减
少税源带来的财政创收压力情况下，国企高管为实现自身政绩要求也为帮助政府实现税收计划，可能

会主动承担更多的税负。而非国有企业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税负过高会损害到股东的利益，其

避税动机和程度都较国有企业更严重（罗党论和魏翥，２０１２）［３７］。再者，由于非国有企业受政府控制
较弱，在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会通过变更注册地来寻求低税负（Ｗｕ等，２００７）［３８］。因此，当面临财
税增收压力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避税动机和程度更弱，其实际承受的所得税税率更高。

另一方面，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面临的税收稽查力度有所差异。张玲和朱婷婷（２０１５）［７］、Ｈｏｏｐｅｓ
等（２０１２）［３９］研究均发现，税收执法能够降低企业避税程度。于文超等（２０１５）［１４］研究表明，税务检查
会提高企业避税成本，加重其实际税收负担。税务机关实际征税过程中的税收稽查力度自由裁量空

间很大，当面临较大财政增收压力时，可能会通过增大税收稽查力度来征收过头税。由于政府对国企

的天然“父爱主义”，为避免补税、罚款行为对国企产生声誉影响，税务机关可能会选择相对较为温和

的约谈手段而非加大税收稽查力度来引导国企上缴利税（白云霞等，２０１９）［１３］。而对于非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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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存在明显的税收政策歧视（贾俊雪和应世为，２０１６）［１２］，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干
预税收稽查工作来对其直接施压，尤其是在财政增收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税收稽查力度会更大。白云

霞等（２０１９）［１３］研究表明，税务稽查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税负，而地方国有企业税负与税务稽查未表
现出显著关系。因此，从税收稽查对企业的影响方面来看，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的税务

稽查力度更大，承受的税收负担可能相对会更重。

在研发操纵公司减少税源带来的财政创收压力情况下，从避税动机角度来说，辖区内其他企业中

的国有企业可能会因避税动机较弱而承担更高的所得税税负；而从税务稽查角度来说，辖区内其他企

业中的非国有企业可能会因税务稽查较严而承担更高的所得税税负。在此，我们暂无法预期某地区

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实际承担的所得税税负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竞争性假设２：
Ｈ２ａ：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受影响更大，所得税的实际税

率更高。

Ｈ２ｂ：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中的非国有企业受影响更大，所得税的实际
税率更高。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是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因此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Ａ股上市公司
为研究对象。在剔除了金融保险类、数据缺失类以及实际税率小于０或者大于１的公司后，最终样本
观测值为１０２７９个，其中研发操纵公司样本１２９９个，非研发操纵公司样本８９８０个。本文样本公司的
财务数据来自ＣＳＭＡＲ数据库，地区人口规模、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ＧＤＰ等数据来源于
国家统计局官网披露的各地区信息，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取自樊纲等所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报告（２０１６）》。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借鉴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的做法，以０５％作为临界点，当销售收入小于２亿元时，研发投入占销
售收入之比落在［４０％，４５％）区间内；当销售收入大于２亿元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落在
［３０％，３５％）区间内的公司定义为研发操纵公司。自变量研发操纵公司比重 ＝省份内研发操纵公
司数量／辖区内所有上市公司数量。借鉴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的做法，采用（所得税费用 －递延
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作为企业实际税率的代理变量。依据已有关
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文献，我们分别选取公司层面财务指标如财务杠杆 ＬＥＶ、盈利能力 ＲＯＡ、资本密
集度ＣＡＰＩＮＴ、存货占比 ＩＮＶＩＮＴ、营业收入 ＧＲＯＷＴＨ、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股权性质 ＳＯＥ、以前年度亏损情
况ＬＯＳＳ，省份层面指标如地区人口规模 ＰＯＰ，此外还控制了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年份 ＹＥＡＲ和地区 ＲＥ
ＧＩＯＮ，构建如下模型：

ＥＴＲｉ，ｔ＝α１ＹＦＢｉ，ｔ＋α２ＬＥＶｉ，ｔ＋α３ＲＯＡｉ，ｔ＋α４ＣＡＰＩＮＴｉ，ｔ＋α５ＩＮＴＡＮｉ，ｔ＋α６ＩＮＶＩＮＴｉ，ｔ＋α７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α８ＳＩＺＥｉ，ｔ＋α９ＬＯＳＳｉ，ｔ＋α１０ＰＯＰ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ＹＥ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ｅｉ，ｔ
变量定义及度量详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研发操纵公司比例 ＹＦＢ 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个数占当地企业总数之比

实际税率 ＥＴＲ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

财务杠杆 ＬＥＶ 期末总负责／期末总资产

盈利能力 ＲＯＡ 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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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ＩＮＴ 期末固定资产净额／期末总资产
无形资产比率 ＩＮＴＡＮ 期末无形资产／期末总资产
存货密集度 ＩＮＶＩＮＴ 期末存货净额／期末总资产
成长性 ＧＲＯＷＴＨ 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股权性质 ＳＯＥ 产权性质，国企取１
以前年度亏损情况 ＬＯＳＳ 上年净利润为负值，取１
地区人口规模 ＰＯＰ 各省份当年以万为单位的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

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行业虚拟变量

年份 ＹＥＡＲ 年度虚拟变量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地区虚拟变量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ｔｒ １０２７９ ０１６６８ ００９６２ ０ ０６０５１
ｙｆｂ １０２７９ ０１２５８ ００５９６ ０ ０３０１９
ｌｅｖ １０２７９ ０３９５５ ０２００４ ００４６３ ０８５２５
ｒｏａ １０２７９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６１２ ０１９４２
ｃａｐｉｎｔ １０２７９ ０２１３９ ０１４２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６４５６
ｉｎｔａｎ １０２７９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２３８２
ｉｎｖｉｎｔ １０２７９ ０１３７２ ００９９９ ０ ０５２３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０２７９ ０２０７４ ０４１５９ －０４０４８ ２６６４７
ｓｉｚｅ １０２７９ ２２００７７ １２４７８ １９９１５５ ２６０６２７
ｌｏｓｓ １０２７９ ００６０７ ０２３８８ ０ １
ｐｏｐ １０２７９ ８５９０８ ０５９９９ ６８１４５ ９３２０９
ｓｏｅ １０２７９ ０３１４０ ０４６４２ ０ 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１０２７９ ００８４４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２４８ ０３１８１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１０２７９ ８０６８４ １５７９９ ３３８００ ９９５００

从表２可以看出，实际税率（ＥＴＲ）的均值为０１６６８，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０６０５１，可以看出各样
本公司间的实际税负差异较大，有享受较大税收优惠的企业，也有税收负担较重的企业。研发操纵公

司占比（ＹＦＢ）的均值为０１２５８，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０３０１９，表明各地区研发操纵公司比重有很大
差异，某些地区内公司研发操纵情况较为严重。此外，样本中有３１４％的公司为国有企业。财政压力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均值为００８４４，最小值为００２４８，最大值为０３１８１；地方治理环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均值
为８０６８４，最小值为３３８，最大值为９９５，表明各地区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存在明显差异。其余
控制变量均在合理范围内，此处不再赘述。

（二）实证检验

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率间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３列（１）、列（２）和列（３）
所示。列（１）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年份、行业、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２）为加入控制变量但未
加入年份、行业、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３）为加入控制变量和年份、行业、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
结果，拟合优度分别为０００３、００８０和０１６６，模型解释力在增强。列（１）、列（２）和列（３）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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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８５４、０１１５７和
００６８９，且均在１％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某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企业
所得税实际税率越高，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３列（４）和列（５）分别显示了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所得税率
间关系的回归结果。列（４）中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非国有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回归系数
为００８３４，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５）中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国有企业所得税实际
税率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５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相较于辖区内其他企业中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受研发操纵公司占比的影响程度更大，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更高，假设２ｂ得到验证。当研发操纵公司
占比较大时，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会增加，因而可能会通过加强对所在辖区内的非国有企业的税

收征管力度来缓解压力，导致非国有企业承担了更高的所得税税负。

表３　总体检验和产权性质检验

变量 （１）ｅｔｒ （２）ｅｔｒ （３）ｅｔｒ （４）ｅｔｒ （５）ｅｔｒ

ｙｆｂ
００８５４

（５１６）
０１１５７

（６６７）
００６８９

（２６６）
００８３４

（３０２）
００４５４
（０８８）

ｌｅｖ
００１７７

（２１８）
００２２０

（２６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０６３１

（３７４）

ｒｏａ
－０１７９９

（－６３１）
－０２３８７

（－８１６）
－０１７５１

（－５４９）
－０３６８５

（－５５５）

ｃａｐｉｎｔ
０００９５
（１１９）

－００１２７
（－１３１）

－００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０５３２

（－２６９）

ｉｎｔａｎ
０１７４６

（６０７）
００６３３

（２０２）
００５５５
（１５８）

００８９４
（１４４）

ｉｎｖｉｎｔ
００９７６

（７７７）
００５７３

（４１８）
００５４３

（３３７）
００６６１

（２４５）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０２７
（１０１）

０００６６

（２３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２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４３

（１３５６）
００１０８

（９０６）
０００８６

（６０６）
０００９６

（４３６）

ｌｏｓｓ
－００２４４

（－３５７）
－００２１２

（－３１１）
－００２４８

（－２９７）
－００２３５

（－２１４）

ｐｏ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９５０
（－１４９）

－０２７７８

（－３７７）
００１５３
（０１４）

ｙｅａｒ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ｏｎ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１５７４

（６９６７）
－０１８１１

（－６５８）
０６２８２
（１１４）

２２００５

（３４６）
－０２１８６
（－０２３）

Ｎ ８９８０ ８９８０ ８９８０ ６０８５ ２８９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０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１

　　注：、分别代表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三）稳健性检验

参考张敏等（２０１８）［２３］、Ｄｙｒｅｎｇ等（２０１０）［４０］、魏春燕（２０１４）［４１］和李增福等（２０１６）［３３］的文献，用
企业实际税率ＥＴＲ（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总额）来作为企业税负的代理变量重新回归。为消除不随
时间变化的因素对本文主回归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偏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由于被

解释变量实际税率为大于等于零的正数，因此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重新回归检验。借鉴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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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用因变量滞后一期来判断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其他企业税负之间是否存在逆向因

果关系，即地区内企业税负过高会逆向引导企业研发操纵避税行为，从而导致辖区内研发操纵公司比

重增加。根据杨国超等（２０１７）［１］的做法，以１％作为临界点重新定义研发操纵公司。即当销售收入
小于２亿元时，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落在［４０％，５０％）区间内；当销售收入大于２亿元时，研发
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落在［３０％，４０％）区间内的公司定义为研发操纵公司。由于设置的临界点增
大为１％，进而导致研发操纵公司范围扩大，因此非研发操纵公司数量变小，此回归的样本量８２０３个。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如表４列（１）至列（５）所示，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列（４）逆向因果检验显示，
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滞后一期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

认为两者间无逆向因果关系，该内生性问题不影响本文主要结论。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ｒａｔｅ （２）ｅｔｒ （３）ｅｔｒ （４）ｅｔｒ （５）ｅｔｒ

ｙｆｂ
００８２０

（３４９）
００４５３

（１８９）
００６８９

（２５２）
－００２６９
（－０８６）

００５１８

（２３９）

ｌｅｖ
００２２０

（２７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７１）

００１９２

（２６０）
００３９９

（４１０）
００１７４

（１９０）

ｒｏａ
－０４６６５

（－１６５１）
－０２３０１

（－６３６）
－０２０４５

（－７２５）
－０１５０５

（－４８１）
－０３３８７

（－１０３４）

ｃａｐｉｎｔ
－００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０２９５

（－１８８）
－００１６４

（－１７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１９０

（－１８０）

ｉｎｔａｎ
００５５７

（１９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０６６９

（２４７）
０００９６
（０２８）

００５５０

（１６９）

ｉｎｖｉｎｔ
００４１２

（３２２）
００４９５

（２１１）
００６２２

（４８８）
００４０８

（２６９）
００５７７

（３８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０９
（０３５）

０００４９

（１９８）
０００３６
（１５０）

－００１２４

（－４０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５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８９

（７６１）
０００６２

（１９９）
００１１８

（１０３４）
０００７６

（５６１）
０００９６

（７４３）

ｌｏｓｓ
－０００７９
（－１１５）

－００１０２

（－２３１）
－００２６１

（－５９４）
－００６２７

（－４５２）
－００２２３

（－３０３）

ｐｏｐ
－０１９１３

（－３３８）
－００５７０
（－０８３）

－００９８６
（－１３２）

－０２０５９

（－１９２）
－００３５９
（－０５１）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５１０５

（３０９）
０５４３４
（１０７）

０６７８８
（１１３）

１６２０６

（１８９）
０１５０６
（０２５）

ｓｉｇｍａ

＿ｃｏｎｓ
００９３２

（１２８５０）

Ｎ ８４４８ ８９８０ ８９８０ ６３１０ ８２０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３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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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验证：基于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的差异检验

（一）地方财政压力视角

如上文所述，当某地区内研发操纵比重较大时，当地的税源萎缩会更严重，财政压力相应也会加

大，那么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其他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会加大，最终企业税负会加重。王百强等

（２０１８）［４］研究显示，地方财政压力会增加企业纳税支出粘性，即当面临地方财政赤字时，企业税负会
出现不与利润同比例下降的情形。刘思义等（２０１８）［４２］研究表明地方财政压力会影响企业的避税行
为，李维安和徐业坤（２０１３）［４３］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会强化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上述研究为
地方财政压力影响企业实际税负提供了间接证据。某地区的财政创收压力越大，地方政府官员和税

务部门为实现增收会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因此，我们预期，当地方财政创收压力较大时，地区研

发操纵公司比例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在此，我们借鉴李睿

和梁超（２０１５）［４４］、王百强等（２０１８）［４］、刘思义等（２０１８）［４２］的做法，用地方赤字率作为财政压力的代
理变量，其中地方赤字率＝（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地方ＧＤＰ。当公司所在省份的赤字率高
于同年度样本中位数时，将该公司归为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组。

（二）地方治理环境视角

地方治理环境的好坏会对税务机关税收执法工作中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税务

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其通过调整税收征管力度对企业实际税负产生的影响也越大。刘慧龙和吴

联生（２０１４）［３］研究表明，用地区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衡量的地方制度环境会影响
政府税收优惠行为，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王百强等（２０１８）［４］研究表明，地方治理环境越
差，税务部门弹性操作空间越大，企业纳税支出粘性越大。李增福等（２０１６）［３３］研究显示，地区的法制
环境越好，企业利用慈善捐赠进行避税降低实际税负的作用会更明显。当地方治理环境越差时，政府

干预税收工作的情况会越严重，尤其当地区内研发操纵公司比重加大时，地方政府会通过收紧对辖区

内其他企业税收征管力度来缓解创收压力。因此，当地方治理环境较差时，地区研发操纵公司比例与

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借鉴刘慧龙和吴联生（２０１４）［３］、王百强
等（２０１８）［４］的做法，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地方治理环境。根据李延喜等（２０１５）［４５］的研究，采
用２０１４年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代替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数据。当公司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低于同
年度样本中位数时，将该公司归为地方治理环境较差组。

表５　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的检验

变量 （１）ｅｔｒ （２）ｅｔｒ （３）ｅｔｒ （４）ｅｔｒ

ｙｆｂ
００９３６

（２６４）
０００７０
（０１８）

００１９７
（０４６）

０１０１８

（３０２）

ｌｅｖ
００３９５

（２６４）
００１３５
（１２９）

００１４９
（１３１）

００２６４

（２０５）

ｒｏａ
－０１９２３

（－３４０）
－０２５３５

（－７３９）
－０２６７２

（－７１２）
－０１９２４

（－４０５）

ｃａｐｉｎｔ
－０００６７
（－０４０）

－００１４５
（－１２４）

－００２０７
（－１６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２９）

ｉｎｔａｎ
００６９３
（１１９）

００７０４

（１８７）
０１０７６

（２６５）
００２３９
（０４７）

ｉｎｖｉｎｔ
００２６１
（０９３）

００７９９

（５０５）
００８８４

（５０６）
００２３１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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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１）ｅｔｒ （２）ｅｔｒ （３）ｅｔｒ （４）ｅｔｒ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６０
（１４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５７）

０００３８
（１０４）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２７

（５８３）
０００９６

（６７４）
０００８１

（５２８）
００１４４

（７４９）

ｌｏｓｓ
－００２１０

（－２１２）
－００２２９

（－２４５）
－００２１９

（－２１７）
－００２１９

（－２４１）

ｐｏｐ
０１２５３
（０７９）

－０１１５９
（－１５１）

－００９２１
（－１０６）

００７８２
（０４５）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ｄｕ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ｅｇ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１３４０９
（－０９８）

０７２１２
（１２４）

０５６７２
（０８６）

－０９５６５
（－０６３）

Ｎ ３０１５ ５９６５ ５２０４ ３７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０

Ｒ２ ０１９９９ ０１８８７ ０１９２６ ０１９３８

　　注：、、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ｔ值。

表５显示了在不同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下，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企业税负
关系的异同。列（１）和列（２）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组中，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
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率间的系数为００９３６，且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小组中，研
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率间的系数为０００７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地方财
政创收压力较大时，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会

更强。列（３）和列（４）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地方治理环境较好组中，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
公司所得税率间的系数为００１９７，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地方治理环境较差组中，研发操纵公司占比
与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率间的系数为０１０１８，且在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当地方治理环境较
差时，地区研发操纵公司比例与辖区内其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关于申请企业所需满足的研发强度标准所诱发的公司研发操纵

行为，导致公司所在地税源萎缩，地方政府为缓解财政创收压力会将税负转移至其他公司，这使得辖

区内其他公司实际所得税率提高。本文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地区
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实际税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某地区研发操纵

公司占比越大，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越高；且与国有公司相比，辖区内其他公司中的非

国有公司承担了更高的所得税负。进一步基于地方财政压力和地方治理环境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当地方财政创收压力较大时，地区研发操纵公司占比与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间的正

向关系更强；当地方治理环境较差时，地区研发操纵公司比例与辖区内其他公司所得税的实际税率之

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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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高新技术资质申请企业的事前审查，并加强对

那些研发强度在法规门槛附近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复查和不定期抽查，严防企业迎合政策标准的研发

操纵行为。其次，税务机关、税务工作人员在税收征管和执法工作中须保持应有的谨慎性和公正性，

提高对高新技术企业纳税申报材料的关注和审核，尤其是专业性和复杂性较高的研发投资活动等抵

税信息，避免因研发操纵类高新技术企业导致的税源流失、税负扭曲现象发生。再者，要加强地方治

理环境建设，净化政府工作和税收工作环境。地方政府应依法加强对辖区内税收征管和税务执法工

作的协调和支持，同时也应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减少对税务机关工作的干预，让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

时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纳税和平等竞争的外部营商环境，真正发挥税收的分配、

监督和调节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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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李增福，汤旭东，连玉君．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６，（９）：１３６－１４８，

１６０，１８８．
［３４］Ｌｉｎ，Ｊ．Ｙ．，Ｆ．Ｃａｉ，ａｎｄＺ．Ｌｉ．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Ｂｕｒｄｅ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ｅｆｏｒｍ［Ｊ］．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８８（２），４２２－４２７．
［３５］王跃堂，王国俊，彭洋．控制权性质影响税收敏感性吗？———基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检验［Ｊ］．经济研

究，２０１２，４７（４）：５２－６３．
［３６］Ｂｒａｄｓｈａｗ，Ｍ．Ｔ．，Ｇ．Ｌｉａｏ，ａｎｄＭ．Ｍａ．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ａｘ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

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
［３７］罗党论，魏翥．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避税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南方经济，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３９．
［３８］Ｗｕ，Ｌ．，Ｙ．Ｗａｎｇ，Ｂ．Ｘ．Ｌｉｎ，Ｃ．Ｌｉ，ａｎｄＳ．Ｃｈｅｎ．ＬｏｃａｌＴａｘＲｅｂａｔ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ｓ，ａｎｄＦｉｒｍ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７，２６（５）：５５５－５８３．
［３９］Ｈｏｏｐｅｓ，Ｊ．Ｌ．，Ｄ．ＭｅｓｃａｌｌａｎｄＪ．Ａ．Ｐｉｔｔｍａｎ．ＤｏＩＲＳＡｕｄｉｔＤｅｔ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Ｊ］．Ｔｈｅ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２，８７（５）：１６０３－１６３９．
［４０］Ｄｙｒｅｎｇ，Ｓ．Ｄ．，Ｍ．ＨａｎｌｏｎａｎｄＥ．Ｌ．Ｍａｙｄｅｗ．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ａｘ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Ｊ］．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０，８５：１１６３－１１８９．
［４１］魏春燕．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客户的避税程度［Ｊ］．审计研究，２０１４，（２）：７４－８３．
［４２］刘思义，翁若宇，杨道广．自然灾害、财政压力与企业避税———基于台风灾害的实证分析［Ｊ］．会计研

究，２０１８，（３）：３４－４１．
［４３］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Ｊ］．金融研究，２０１３，（３）：１１４－１２９．
［４４］李睿，梁超．财政压力、信贷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１５，（３）：６９－７４．
［４５］李延喜，曾伟强，马壮，陈克兢．外部治理环境、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Ｊ］．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５，１８（１）：２５－３６．
责任编辑、校对：张友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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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方：研发操纵与税负扭曲———基于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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