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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核心话题

新政治经济学

个税起征点地区差别化不可行

基辛格、三角关系
与世界秩序

公平对待所有纳税人， 是至关

前， 人们仍然宁可留在北上广

个税的节目中，央视财经评论员
章弘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有地

重要的一个原则。 公平对待的
最起码的原则是， 同等情况同

而不愿意回到兰州这样的落后
地区。 可以设想，如果北上广等

区差别，“比如说住在上海和兰
州的人，相对来讲收入完全不一

等对待。 而起征点全国统一，达
到这个起点就要纳税， 就是同

一线城市的起征点比兰州这样
的西部三线城市高出许多，那

样，所以我觉得个人所得税的起
征点应该考虑到每一个人收入

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最直观的体
现。 高收入地区起征点高，而低

么，像兰州这样的地方，就更不
可能争取到人才了。 章弘所谓

收入地区起征点低， 这种区别
性歧视性的对待， 完全不符合

“一个人去不去上海，肯定不光
考虑税收的起征点” 是站不住

在央视财经频道一个讨论

文 / 梁发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的水平不一样，而不应该是全国
统一的。 ”
章弘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
新鲜，多年来，一些发达地区的

目前这种一刀切的个
税起征点政策，客观上
具有抑制人口过度聚
集发达地区大城市的
效果，其正面意义不可
忽视。

文 / 孙兴杰

“特普会”在美国引起了轩然
大波，甚至加速了“通俄门”的调
查，一向坚持否认勾结的特朗普改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脚的， 由于我国个税实行超额
累进税，起征点的不同，对高收

重要的目的， 就是调节收入分
配。 这种调节中，当然包括高收

入者的税负是有相当影响的，
并非无足轻重。 如果个税起征

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的收入分
配。 如果高收入地区高起征点，
低收入地区低起征点， 那么，调

点地区差异化， 人才和投资都
必然涌向条件更好， 税率更优
的发达地区。 另外，一旦发达地

节分配的功能就会失效，甚至产
生逆向调节的效果。
一些论者认为，发达地区由

区享有更高的起征点政策，一
定会引发避税浪潮， 比如本来

点，说：“各个城市的物价、平均
收入水平不一样， 如果按照行
政区划来做区别对待， 它会产

于经济发达， 但生活成本高一
些，所以，应该将起征点设置得
更高。 发达地区生活成本更高，

发达地区注册企业或分部，将
职工工资转移到发达地区发
放， 享受高起征点带来的税收

生一个问题， 比如北上广深这
样的城市抬高了， 大家都会涌

确实是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
发达地区居民从政府得到的公

优惠。 所以， 起征点地区差异
化，等于是国家通过税收手段，

入这些城市。 但如果对应人力
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按区域划

共服务也会更为便利、 更为周
到、更为全面。 这些地方有更好

驱赶人才和投资向发达地区流
动和聚集， 是国家通过税收政

分来区别对待调节， 这等于给
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流动设置
了特定的壁垒， 这种壁垒不利

的学校，有更好的公共医疗服务
机构，有更好的公共文化娱乐和
公共体育设施，社会保障和社会

策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惩罚和打
击。 这样的结果，大概也不是国
家所乐见的。 事实上，目前这种

救助也更完善。 所以，生活在发
达地区的居民，尽管生活成本高

一刀切的个税起征点政策，客
观上具有抑制人口过度聚集发

一些，但是生活质量更高，享受
到的公共服务也更好。 相反，生

达地区大城市的效果， 其正面
意义不可忽视。

活在不发达地区的居民，尽管表
面看起来生活成本低，但他们过
的是低质量的生活，享受的公共

话说回来， 发达地区生活
成本较高尤其房价较高确实也
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对于

征点而不是相反。
目前情况下， 我国的个税
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中央与
地 方 之 间 分 配 比 例 为 60% ：
40%，中央拿走了大头。 也就是
说，我们每个人缴纳的个税，其

服务有限。税收是享受公共服务
的对价，享受了更多更好公共服

这些问题， 按照此次个税修法
的设想， 可以通过专项费用扣

务的人们，没有理由比没有享受
这种服务的人，享受更多的税收

除来求得解决。 租房费用、房贷
利息支出等扣除项目， 显然不

宽免。
经济发达地区 如 北 京 、 上

可能实行全国一刀切， 各地会
通过不同的房租和房价状况制

中 60%是进入中央财政， 统筹
用于全国各地的公共事务。 中
央向全国人民征收个税，那么，

海等地，尽管生活成本高，但人
们仍然纷纷涌入，人满为患。 即

定差异化的政策， 一定程度上
化解发达地区由于高生活成本

样的建议， 我们都能看到特朗普
对俄外交政策的调整。 另外，这样
的建议可能因为有基辛格而更具
有可采纳性。 无论世界秩序的演
变，还是大国政治的变迁，尤其是

使目前一刀切的个税政策面

带来的个税问题。

源于欧洲的“均势” 秩序的全球

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应
该将起征点设定得高一些，而收
入低的落后地区如兰州等，起征
点就应该设计得低一些。
在央视的这期 节 目 中 ， 财
经专家贾康不同意章弘的观

于市场经济实际的绩效水平的
提高，而且它会带来副作用，就
是妨碍了人才流动。 ”但章弘并
不认同贾康的说法， 反驳说：
“税收起征点不会是人才流动
的壁垒，一个人去不去上海，肯
定不光考虑税收的起征点。 ”
贾康的说法是对的，章弘的
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
都行不通。但贾康只是从功利主
义的角度，谈到如果差别化实行
起征点会给人才流动造成障碍。
这其实是个税不能实行差别化
起征点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更
重要的原因，需要提出来讨论。
如果个人所得税完全是一

种地方税， 由当地居民缴纳，用
于当地公共事务，那么，实行地
区不同的起征点，让上海起征点
高于兰州起征点，法理上这是完
全可以的。 但实践中，这种各地
不同的起征点会引发各地税收
竞争， 为了吸引人才和投资，经
济不发达地区反而可能提高起

在不发达地区的企业， 转而在

化， 都会让大国关系再次回到灵
活调整的时代。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原则。
另外，征收个税的一个非常

人，在人大会议或媒体建议个税
起征点实行地区差别化，收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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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基辛格被认为是“老朋
友”，然而，基辛格并不
是因为友情而访问中
国， 改善中美关系，他
所钟爱的是“均势”。

口说，这并不是犯罪。可以看到，美
俄关系改善或者缓和的主要障碍
来自于特朗普本人。俄罗斯是不是
介入到美国大选，这个关系到美国
的核心利益，也是美国人的心理底
线。 在互联网时代，特朗普得益于
推特这样便捷的通讯手段，同时也
受制于此。
对于基辛格来说， 意识形态
是可以搁置在一边的， 也因为如
此， 基辛格在美国似乎是个不太
受欢迎的人。 他是一个赤裸裸和
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美国之外，
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要高得多，
基辛格曾经因为中东穿梭外交而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他最
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访问中国， 打开了中国大
门。 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了中美
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构建， 从而
改变了世界。 现在中美关系又到
了一个分水岭， 不断崛起的中国

“特普会”引发了关于中美俄
三角关系的讨论， 要说到大国关
系、尤其是大国战略三角关系，是
绕不开基辛格的。 最近媒体披露，
基辛格向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外交
“锦囊妙计” 就是缓和美俄关系，
或者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 以此
来平衡中国的发展与崛起。 无论
基辛格是不是向特朗普提供过这

成为美国面临的课题。
基辛格被认为是
“
老朋友”，然
而，基辛格并不是因为友情而访问
中国，改善中美关系，他所钟爱的
是
“
均势”。 基辛格著作等身，但是
思想的原点还是他的博士论文，那
就是研究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秩
序的重建。他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的拥趸，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构建
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梅特涅的
过人之处， 至少基辛格是这么看
的。 从梅特涅到俾斯麦，再到基辛
格，构成了国际关系史
“
均势”理念
和外交操作的脉络。
下转

筑梦想家园 敏捷集团紧跟国家战略助力美好生活
文 / 夏雪

自 1978 年以来，改革开
放已走过了 40 年历程。 40
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
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40 年 改 革 开 放 带 来 经
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同时，也
开创了中国的城市奇迹，城
镇 化 率 由 1978 年 的 17.9%
提高到 2017 年的 58.5%，城
镇常住人口达到 8.1 亿人，
城 市 数 量 由 193 个 增 加 到
657 个。 在推动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房地产行业， 在改革
开放浪潮中经历了萌芽、发
展、 疯狂， 到如今中央定调
“房住不炒”，回归理性；四十
年风云变幻中， 涌现了一大
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为人
居品质的提升贡献力量。
1993 年，敏捷集团诞生
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
州，五年后国家取消福利分
房制度，敏捷集团紧抓机遇
投身民生住宅建设，随着改
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敏捷
集团也适时调整战略，历经
20 年的稳健发展，从广州番
禺做到了布局全国，已成长
为业务涵盖民生住宅建设、
城市更新 、 社 区 服 务 、 酒 店
及商业运营、 物业租赁、文
旅开发、优质教育等多元化
业务的全国知名综合性企
业集团。

造好房子，
帮更多人实现置业梦想
住房在中国历来被视为“安
身立命”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
代 表 性 的 住 房 样 式 便 是 “筒 子
楼”， 因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
个单间， 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
状如筒子而得名，当时也被称作
“福利房”，一般是国有或集体企
业、事业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而
建造的住宅建筑，有不少筒子楼
是用废弃的办公室或厂房改造
而成。
“筒子楼” 的弊端显而易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住房制度
改革也在探索中不断前进， 在调
整中逐步展开。 1998 年 7 月，国务
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
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实行住房分
配货币化， 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
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
镇住房供应体系。
至此福利分房制度被彻底取
消，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发生了一
次根本性的转变， 住房商品化时
代来临， 敏捷集团适时地抓住机
遇，开启民生地产新时代。

消费者提供更多、 更好的高性价
比住宅产品， 旗下楼盘在同样的

阶段性“成果”，城镇化率提高到
了 46.62%。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市三旧项目改造。 位于广州增城
的敏捷·绿湖国际城是敏捷集团

同推动我国住宅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

质量和配套下， 给予了购买者更
多实质性配套服务优惠。 造出好
房子， 帮助更多的人实现置业梦
想，为他们创造优质生活，是敏捷
集团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的
契合点。 ”在敏捷集团官方网站的
荣誉主席谭炳照致辞中也复盘了

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
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
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
展。 为此，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 将继续稳妥推进城镇
化， 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
为重点。

在城市更新业务领域的标杆之
作。 近年来，增城立足建设现代化
中等规模生态之城的目标定位，
打造成集总部经济、金融会展、创
意文化、电子商务、生态旅游、医
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绿色现代田
园生态之城，极大推动城镇、村集

秉承“筑梦想家园，让生活更
美好”的理念，2018 年敏捷集团品
牌战略定位升级为“新时代美好
城镇综合服务商”，坚持高质量发
展， 并积极打造多元化全产业链
服务生态圈， 助力人民美好生活
再升级。

公司一贯坚持的理念。
2005 年， 敏捷集团确立了以

敏捷集团紧随国家城镇化发
展步伐，于 2009 年进入全国拓展

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事实上， 近年来敏捷集团通

同时， 不断探索创新性企业
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管理规范化、

珠三角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相继

阶段，截至目前，其业务覆盖以珠

过提升产品品质， 积极推行智慧

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有效地提升

进入广州城区、增城、中山、肇庆、
四会等地， 公司规模化发展驶入
快车道。 2006 年，敏捷走出广州
的第一个项目落子中山， 打造出
坦洲百万平方米超大型社区——
—
锦绣阳光花园， 再次受到市场热
烈追捧。
此后， 敏捷集团相继推出了
多个优质项目。“我成为敏捷的业
主已经有十多年了， 当初在考虑
买房的时候， 也曾去参观过不少
楼盘， 可就是没有一个能打动我
的。 后来经朋友介绍，到绵绣银湾
来看楼，当时就眼前一亮，竟有相
逢恨晚之感。 这里文化气息浓厚，
风格独特，产品精致，太喜欢了！

三角为核心，辐射海南、天津、湖
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内蒙
古等省市自治区的多个城市。
据了解， 敏捷集团以区域成
片建设开发为主要业务模式，即
通过选点人口聚集度高、 产业发
展前景好的重要城市， 聚焦在具
有潜力的市政规划的重要区域，
成片建设开发， 带动当地相关产
业及服务业发展。 由此，在进行全
国拓展的同时， 敏捷集团积极探
索多元化全产业链服务模式，推
动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为敏捷集团进入文旅产业
领域的首开之 作——
—敏 捷·黄 金
海岸， 位于广东海陵岛， 从 2005

工程建筑，智慧物业，不断夯实三
大优势业务，加强酒店、商业、教
育多业态、 多配套服务的融合共
生，同时探索新时代下文旅产业、
长租公寓、城市更新创新模式，构
建起多元化发展的全产业链服务
生态圈，激发城镇经济新活力，创
造人居美好新生活是敏捷集团的
美好愿景。

公司整体管理效率。 同时，不断推
动智慧社区建设， 引入“移动交
付”模式，提升社区业主居住幸福
感， 为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
近十年的合作伙伴， 对敏捷
集团置评称其规范化的管理和专
业的团队素质， 也倒逼着自己的
团队在不断成长，受益良多。“蒙
娜丽莎陶瓷从 2008 年开始就与敏
捷合作了，至今近 10 年，从当初
第一个项目 20 万 ~30 万 元 的 合
作金额， 发展为今天超 2000 万元
的年销售量， 敏捷已经成为我们
在房地产业务板块中前 20 名的
客户。 我们与前 20 强房企都有较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也是人生的
一种追求、一种选择。 ”敏捷集团
位于广州的锦绣银湾项目业主张
东军说道。

年起到 2007 年连续 3 年被“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社评为“中国十大
宝岛”之一， 2015 年 10 月 8 号被
评为国家 AAAAA 级景区。 敏捷·
黄金海岸是敏捷集团斥资百亿打
造的综合性旅游大城， 是一个集
旅游、度假、会议、养生、休闲、商
务、 居住于一体的大型高端综合

1998 年，“五岁” 的敏捷集团
从建筑行业转身， 正式进入民生
住宅开发领域， 在广州番禺的第
一个项目锦绣生态园破土动工，
该项目开盘后因高性价比得到市

坚持区域化战略，
开启多元布局

场追捧，一炮而红，荣获当年“广
州最畅销楼盘”“广州年度销售套
数第一名”等奖项。
根 据 国 家 的 整 体 规 划 ，2050

2009 年，银行和信托公司掀
起授信潮，房企资金状况普遍好
转，全国楼市创下历史新高。 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 年全国

年之前， 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提
高到 70%以上， 这就意味着更多
的现代化住宅和商业设施需要被
不断建造出来， 以满足更多城市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93713 万 平 方
米，同比增长 42.1%；商品房销售
额 43995 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75.5%； 商品房成交均价约 4695

人口的居住和消费需求。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的
今天， 敏捷集团始终坚持追求为

元 / 平方米， 全年房价涨幅达到
24%。
城镇化发展也在这一年取得

性文旅项目， 具有里程碑重要意
义， 标志着敏捷集团业务真正进
入多元化发展。 日前， 该项目从
吃、住、行、玩、购五大配套服务全
面创新升级， 真正为业主和客户
打造美好人居生活体验， 引领健
康生活方式。
凭借二十余年的房地产开发
经验， 及丰富的城市更新改造的
实战能力， 敏捷集团积极参与城

打造美好城镇
综合服务商
践行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持续深耕珠三角、 前瞻性布局粤
港澳大湾区， 稳健拓展全国是敏
捷集团一路历程的缩影。
国家领导人指出，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众多房企
为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纷纷做出响应。 诸如万科提出“三
好住宅”，碧桂园推出“BIG+ 碧家
国际社区”，宣称打造都市美好生
活，首开则提出“践行责任、构筑
美好”企业使命。
“美好生活” 战略背后是住
房领域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有
房企人士表示，满足人民群众美
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赋予我们
共同的使命与责任，需要全产业
链上科研、设计、开发、施工等各
企业联合起来加强交流合作，共

好的合作，但据我了解，敏捷在招
采方面的管理模式还是比较先进
的，现在采用集中招标、集中采购
的企业不多。 这种模式让整个流
程更专业、效率更高。 ”广东蒙娜
丽莎陶瓷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业务
部总监李建周说道。
公开信息显示， 历经 20 年的
稳健发展， 敏捷集团现已成为一
家涵盖民生住宅建设、城市更新、
社区服务、酒店及商业运营、物业
租赁、文旅开发、优质教育等多元
化业务的全国知名综合性企业集
团。 截至目前，公司总资产 900 亿
元， 已开发各类物业总建筑面积
近 2600 万平方米， 员工总人数超
过 20000 人。 2017 年实现年销售
额 29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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