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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实行GST：不是一劳永逸的改革
文/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刘小雪

截至 2019 年 7 月 1 日，印度实行统一的商

品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就满两年了。如今，新旧税制衔接带给印

度经济的短期冲击已消退，统一税率带来统一市

场的长期利好变得更为清晰，也更为投资者和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可。在

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中，印度之所以能够从

2016 年到 2018 年一举实现三连跳，与上述因素

有很大关系；从 2016 年的第 130 名升至 2017 年

的第 100 名，而后又跃至 2018 年的第 77 名，进

步速度世界瞩目。印度总理莫迪也已经表示，印

度近期的目标就是要进入世界营商排名前 50。

GST 对印度很重要

对印度而言，统一的商品与服务税最重要的

在于“统一”，即用一个税种取代此前实行的 17

个税种（其中属于中央税的有 8 种，邦级税的有

9 种），并定下四档税率——5%、12%、18% 和

28%。相同的产品、服务无论所在国内何地都要

接受同样的税率。

与其他国家的增值税相比，印度GST仍

然过于复杂，分中央征收中央税（Cen t r a l 

GST，CGST）和邦政府征收邦税（St a t e 

GST，SGST）；当商品跨邦销售时，还要由

中央政府征收综合GST（IGST）。但与以往支

离破碎的税收体系相比，现在的GST已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在印度，涉及税法的改革属于修

宪，必须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支持，

在多党联盟执政的政治格局下，这不啻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因而，从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首度提出GST议案（2000年）到“强人”莫迪

推动下GST最终落地（2017年），这场改革整

整耗费了17个年头。

此番推出的 GST 改革还充分利用了信息技

术，要求纳税人网上申报，退税方案即时生成，

60 天退税款若不到位便可要求政府支付利息。

如此，将有助于增加税收体系的透明，减少腐败。

网上申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跨邦运输的货物将

由税务部门通过网上信息系统集中清缴 IGST，

各邦边界检查站前再也不会有卡车排起长龙等待

缴费通关的局面。另外，作为一种消费型增值税，

GST 准许企业一次全部抵扣当期购进的用于生

产应税产品的固定资产价款，这无疑对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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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不可或缺的制造业非常有利。鉴于“印度制

造”迄今进展缓慢，全社会就业创造不足，任何

被他国证明曾经有效的政策都值得印度借鉴。至

于 GST 能否降低印度的财政赤字，各方未有定

论，但这本身也不是 GST 推出的主要目的。印

度政府更多希望，随着 GST 的推出，原则上通

过降低税率、简化缴税过程来促进税基的扩大，

从而使占印度 GDP20% 的非正规经济能够实现

“正规化”。

GST 的出台无疑改变了印度的整个税收体

系，不仅有助于创建共同的单一市场，还有助于

扫除此前存在的税制复杂、重复征税、税收累积

等弊端，提高征收效率，增加国家税收收入。这

也是为什么国内外学界和国际金融机构都一致认

可GST，当然政界尤其是反对党颇有杂音。

短期冲击确实存在

GST 的出台必然会增加税务部门和纳税人的

学习成本，短期内甚至还会引发一定混乱。其中，

大量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印度相关法律规范规定，制造型小微企业

投资额最高不超过 250 万卢比（约合 34040 美

元），服务型的小微企业不超过 100 万卢比（约

合13617美元），印度现拥有6300万家小微企业。

另外，印度还有 33 万家小企业，5000 家中等规

模的企业。这些企业当中，小微企业普遍缺少无

纸化报税电子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为此不

得不增加对设备的一次性投入。与此同时，保税

额度的增加也提升了对企业工作人员技能的要求；

企业要么增加一名专职会计，要么求助外部中介

机构，这又是一笔额外的长期费用。

不仅小微企业适应新税法很难，那些规模更

大一些的中小企业也不容易。印度研究机构对两

个城市 40 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商业机构所做调查

显示，中小企业缴税成本较税改之前翻了一番。

早在 2016 年，莫迪推出的废钞令就已让习惯现金

结算的中小企业深受冲击，GST 的出台更令上述

部分企业雪上加霜。而近两年，中小企业发展不力，

已经直接导致印度失业率的上升。

因涉及数千种商品、近百种服务，过于复杂

的 GST 体系也增加了企业适应新税法的难度。

一般，国家的增值税只有一个征

收主体、一档税率，而印度的税

改因受各方政治诉求的牵扯以及

政党政治对抗的影响，最终通过

的是一个各方相互妥协的版本，

有两个税收主体——中央和地方

4 档税率，若再加上 0 档税率以

及单独适用于珠宝和贵金属的税

率，则共计 6 档税率。考虑到每

一档税率包含数百类商品和数种

服务类别，同一类商品或服务又

可能因微小差别而被归入不同税

档，这其间的随意性和缺乏逻辑

性常常使得纳税人无所适从。比

如，机票的经济舱和公务舱适用

不同税率；但对于超级经济舱该

中央征收中央税

CGST

综合 GST

IGST

邦政府征收邦税

SGST

印度
GST

与其他国家的增值税相比，印度 GST 仍然过于复杂
《经济》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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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入哪一档税率，法律又无明确规定。

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选择哪种税率，都存

在一定程度的价格扭曲，可能进一步引致资源错

配。多档税率也增加了纳税的难度，比如手机的

各种配件适用税率就不同，企业必须予以分辨，

复杂的应税过程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核算成本，

也增加了税务监管部门核查企业依法纳税的难度，

因为企业总是倾向于在多档税率中选择低档从而

变相偷税漏税。另外，在 GST 运行的初始阶段，

税务部门使用的网上申报系统不稳定，在报税集

中时段，大量用户的涌入会拖慢系统甚至会导致

其崩溃，令企业无法正常完成交易，从而影响下

一阶段的商业活动。

对政经大局影响有限

2017 年 7 月 1 日 GST 正式实施。这之前，

印度经济受废钞的影响已处于下行阶段。当年第

一季度（1-3月），该国经济增长速率降至6.1%，

第二季度更是低至 5.6%，为 3 年来最低谷。GST

推出后，印度经济增长率不降反升，并从此一路

上扬，直至 2019 财年第一季度（4 月 -6 月）的

8.2%。

这至少证明了 GST 对市场的短期冲击并没

有影响到整个经济，而集中在中小企业的怨声也

只说明，在新旧税制衔接过程中不同纳税人的转

换成本不一样，市场的这一部分主体相对承受了

更多。反对党趁此机会利用媒体夸大部分纳税人

的困难，目的就在于指责莫迪政府好大喜功，

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推出新政。但正如

前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苏勒巴马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所言，“覆盖面如此之广、又如

此复杂的改革，永远不可能有准备完全、万无一

失的时候”。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治可行性往往才是决

定政策何时出台的关键。

可以说，莫迪在 2017 年推出 GST 恰是“适

得其时”。2014 年大选过后人民党（印度人民

党，莫迪所在党派）在下院就已拥有绝对优势，

而在上院随着人民党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几

个人口大邦胜选之后，它与国大党（印度国民

大会党）的差距也在缩小，这就增加了 GST 通

过的可能性。另外，2017 年是莫迪五年执政期

的中间时段，即使 GST 带来的短期冲击影响到

执政党的声誉，待到 2019 年大选时选民的记忆

也会被冲淡，而莫迪的竞选团队正好可以大力

宣传税改的重大意义。

从 GST 推出至今看印度税收的变化，最明显

的一点是税基扩大。实施 GST 的第一年，登记在

册的纳税人口就从 640 万增加到 1120 万，增长了

近 40%，灰色经济也相应地出现萎缩。同时，税

收占 GDP 的比重开始稳步攀升，从 2016 财年的

10.6% 上升到 2018 财年的 11.9%，2019 财年预

计将达到 12.1%。

只是，这一时期该国财政赤字率并没有降低。

印度政府今年年初制定的 3.4% 的赤字目标已明

确不可能达到。一方面，大选当前，政府要通过

减免农业贷款、减免税收等措施来安抚和讨好选

民，使得财政支出增幅超过了收入的增幅。另一

方面，也非常令人关注的是，印度的经济增速从

2019 年第二季度开始再度放缓，连带税收增幅也

低于预期，特别是直接税这部分。

虽然经济学家都认为 GST 对印度经济而言是

一个长期利好政策，但目前看来，它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有限，既不能保证印度经济实现五个

季度的连续增长，也不能使其平均增速稳定在高

于 7% 的水平上。从 2018 年第三个季度（7 月 -9

月）开始，印度经济增速进入又一轮下滑态势，

一路降至 6.5%。而年初，亚洲开发银行、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它能实现 7.3%-

7.5% 的增速。乐观预期的又一次落空，说明印度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瓶颈远远不是一项税改就能解

决的。不过无论如何，至少这个国家在朝着正确

的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