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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广州市财政收入分析预测模型 

 
摘 要： 通过挖掘、整理 1999-2014年与广州市财政收入关联的经济、

社会等指标统计数据，利用 SAS和 SPSS软件，分析了广州市财政收入的构

成及其比例，建立了因素分析的回归模型，分析了在财政收入结构中，企

业所得税、印花税、罚没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是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方

面，进一步分析识别出了影响财政总收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第三产业、交通业，其中，影响增值税的关键因素是商品进口总值、 工

业增加量，影响营业税的关键因素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建筑业总产值、住

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影响个人所得税的关键因素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

企业所得税的关键因素是商品进口总值、工业增加量。 

在因素分析基础上，构建了灰色预测和回归预测模型，预测结果误差

5%左右，其中广州市 2015年财政总收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预测区间分别是（29031430.82,31087829.18）、

（2890442.273,2986829.727）、（1934437.078,2069874.922）、

（1492866.117,1527933.883）、（576012.5216,592216.6784）。 

    通过对广州市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就业、环境、医疗卫生和

社会福利、财政收入及支出等数据的挖掘，再用 R软件等对影响财政收入

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

社会的相互关系，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平衡性、行

业或部门财政支出分配的弹性、政策制定与监管落实的严肃性等方面的建

议，为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支出政策提供指导依据。  

 

关键词：广州市财政收入；广州市财政支出；逐步回归；灰色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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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sis title 
 
 

Abstract: Through mining and sort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about social and economy associated with 

fiscal revenue of Guangzhou from1994 to 2014.Using SAS and SPSS software, analyzed the composition 

and proportion of fiscal revenue in Guangzhou City, we set up a regression model of factor analysis.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stamp tax, incomes from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the 

consumption tax and value-added tax are the major aspects on affecting the fiscal revenue. 

Further analyzing and identifying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total fiscal revenue are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value-added tax, the third industry,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mong them,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lue-added tax are the total value of imports and industrial added quantit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business tax are the third industrial added value, total output value of 

construction, accommodation and catering industry retail sales.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s the added value of the second industry.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porate income tax are the 

total value of imports, industrial added quantity. 

On the basis of factor analysis,we constructed the grey forecasting model and regression prediction 

model, the prediction result error is about 5%. 

Among them,the prediction intervals of Guangzhou 2015 total fiscal revenue, value added tax, 

business tax, enterprise income tax, personal income tax are （ 29031430.82,31087829.18 ）、

（ 2890442.273,2986829.727 ）、（ 1934437.078,2069874.922 ）、（ 1492866.117,1527933.883 ）、

（576012.5216,592216.6784）. 

By the population of guangzhou c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employment, 

environment, health care and social welfar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data of mining.Then using R 

software analyzed the two aspects of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financial 

income.We clea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scal revenue expenditure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utting forward the advice to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bureau about the balanc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udget , industry or sector spending allocation of elastic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 to carry out the seriousness.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next year's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Key words:  local fiscal revenue  stepwise regression  grey forecas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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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掘目标 

本次建模的目标是通过收集、整理 1999-2014 年的与广州市财政收入关联的经济、社会等指标

的统计数据，分析广州市财政收入的来源、构成及其比例，建立因素分析回归模型，分析相关经济

数据对广州市财政收入及其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以此确定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在因素分析

基础上，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构建灰色预测模型和回归预测模型，对广州市 2015 年的财政总收入及

各个类别收入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同时，为尽量避免和克服年度预算收支规模确定的随意性和盲

目性，结合广州市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收入及支出等情况，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几点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建议，为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支出政策提供指导依据。 

2. 分析方法与过程 

2.1. 总体流程 

    为了对问题进行有序有效分析研究，将建模过程和建模方法进行整体设计，具体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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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方法流程图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步骤 1：通过广州市统计信息网、文献数据库、图书馆文献资料等多渠道了解问题背景，收集

梳理相关经济社会统计统计数据，从“广州市政府预算支出”、“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等文本中提取、整理信息与数据。对个别缺失、异常数据进行预处理。对部分统计数据的单位

进行换算处理，对个别指标进行整合计算。 

    步骤 2：建立回归模型，分析、识别影响广州市财政总收入、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等收入的关键影响因素。 

步骤 3：基于财政收入的因素分析，构建灰色预测模型、回归预测模型，对广州市 2015 年地方

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营业税、增值税等指标进行预测与分析。 

步骤 4：结合广州是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挖掘近几年财政收入、预算的数据信息，挖掘影响

财政收入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人口、环境、就业等指标数据，并从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角度进

行分析，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建议，为下一年广州市的财政预算支出政策提供指导依据。 

2.2. 具体步骤 

结合上述总体流程图 1 和图 2，对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收入预测和财政

收支分析等内容，对每一问题解决进行具体说明与解释。 

步骤 1：数据的挖掘、抽取与整理 

通过广州市信息统计网、“广州市 1999-2013 年预算报表”、百度文库、中国知网、广州市政府

信息平台、“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方面多渠道多方面搜集、挖掘和梳理数据。主

要数据整理如下： 

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总收入相关指标的数据（见附件 1），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

政收入的税收与非税收的数据（见附件 2），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收相关指标的数

据（见附件 3），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的非税收相关指标的数据（见附件 4），1999-2013

年地方财政收入与 GDP、三大产业（见附件 5），1999-2013 年地方总收入与各个产业指标（见附件

7），1999-2013 年增值税的相关指标（见附件 10），1999-2013 年营业税相关指标（见附件 12），

1999-2013 年企业所得税（见附件 14），1999-2013 年个人所得税相关指标（见附件 16），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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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关指标的预测值（见附件 19），2008-2014 年 GDP、地方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数值（见附

件 20），2007-2014 年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见附件 21），2007-2013 年地方财政支出的相

关指标（见附件 22），2008-2013 年人口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见附件 24），2007-2013

年就业人口与财政收入、支出的增长率（见附件 25）,2007-2013 年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收入、支出

增长率（见附件 26），2007-2013 年社会福利与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数据（见附件 27） 

步骤 2：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1、缺失值处理：用插值和平滑法对个别缺少的数据进行填补。如：1999和 2000 年企业所得税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1999-2001 年企业所得税中限额以上连锁店零售额、

1999-2003 年增值税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等。 

2、异常值处理：从折线图或增长率分析判断某些指标值异常，严重影响回归分析模型和预测模

型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因此用一阶差分法对这些值进行处理。如：企业所得税中 1999 年建筑业企业

利润总额、2012 年非税收收入，等。 

3、指标单位的统一与换算：将所有指标单位统一和换算为“万元”，如以“美元”为单位的指

标，按照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并将亿元转化成万元。如：增值税中商品进口总值单位为“美元”，

按照每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以“亿元”为单位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 

4、指标的整合：某些量纲、单位不统一的指标进行整合。如，在个人所得税影响因素分析中，

“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与“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整合为“城镇职工年总收入”，等。 

5、增长率计算：根据问题分析需求，计算出相关指标的增长率。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

额与增长率，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收入与支出增长率，等。 

步骤 3：财政收入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对财政收入的构成进行科学合理分析，将其相关指标进行分类整理，具体见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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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3  财政收入的指标构成 

1、财政收入相关数据分析 

用 Excel 对广州财政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作折线图、一般预

算中对税收和非税收作折线图、对税收收入中的指标作折线图、非税收收入中的组成指标作折线图、

用 R 软件对 1999-2014 年广州市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比例作饼图，并对其构成

比例和增长率进行分析说明。 

2、建立数学模型，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1）影响财政总收入关键因素的识别。首先，由附件 1-4 的数据，以财政总收入为因变量，

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所有财政收入构成指标为自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

型，用 SA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拟合出最优的回归方程，以此说明财政收入构成的主要部分。 

然后，由附件 5 和附件 7 的数据，以财政总收入为因变量，筛选对其影响较大的第一、二、三

产业产值，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产值 8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分别建立逐步回

归模型，用 SPS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检验，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 

（2）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识别。由附件 10 的数据，以增值税为因变量，筛选对其影响较大

的商品进口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批发零售业零售额、工业增加值占 GDP、批发零售

业增加值 6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用 SA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检验，识别其关键

影响因素。 

（3）影响营业税关键因素的识别。由附件 12 的数据，以营业税为因变量，筛选对其影响较大

的公路货运量、公路客运量、建筑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等 9 个因

素作为自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用 SA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检验，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 

（4）影响企业所得税关键因素的识别。由附件 14 的数据，以企业所得税为因变量，筛选对其

影响较大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978=10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企业

亏损面、建筑业总产值等 9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用 SA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检

验，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 

（5）影响个人所得税关键因素的识别。由附件 16 的数据，以个人所得税因变量，筛选对其影

响较大的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总收入、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总工资、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地

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5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用 SAS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

检验，识别其关键影响因素。 

步骤 4：财政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的预测 

在步骤 3 中问题解决的基础上，利用附件 1-4 的数据，根据 1999-2014 年相关指标数据，构

建灰色预测模型和回归预测模型，对 2015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总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营业税、

增值税等各个类别进行预测，并进行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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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为降低预测误差，将灰色预测与回归预测值进行加权处理（权重分别为 0.5）。 

最后，给出 2015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总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营业税、增值税等各个指标

的预测区间。 

步骤 5：结合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提出建议 

1、经济因素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以 GDP 为主要经济因素，进行其与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数据见见附件 20 和附件 21。 

2、非经济因素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1）对人口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分析，数据见附件 24。 

（2）对就业情况与财政收入、支出的增长率的分析，数据见附件 25。 

（3）对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分析，数据见附件 26。 

（4）对社会福利与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数据见附件 27。 

     （5）其他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如，政策倾向性、自然灾害，等 

3、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结合 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数据，分析广州市地方财政收支均衡状况。 

结合 2015 年财政预算和收入的预测值，进行收支状况分析。 

4、综合分析，提出建议 

通过对广州市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就业、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财政收入及支

出等数据的挖掘，对影响财政收入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的分析，明确财政收入支出与经

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广州市财政局提出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平衡性、行业或部门财政支出分

配的弹性、“营改增”等政策制定与监管落实的严肃性等方面提出科学合理化的建议。 

2.3. 结果分析 

    1、用 Excel 和 R用软件进行相关指标源数据分析 

①用 Excel 对财政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做柱状图分析 

 
                        图 2.3.1  1999-2014 年财政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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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总收入是由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构成。从 1999-2014 年财

政总收入条形图上可以看出一般预算收入的变化曲线明显高于政府性基金收入，高于上级补助收入

曲线；一般预算曲线在 2003 年以前变化较平缓，2003 年以后增长趋势较大，一直到 2012 年变化趋

势变得缓慢。这是由于从 2004 年广州市政府才开始组织财政收入。加强税收征管，加大协税护税力

度，做到应收尽收；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管理[1]。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趋势较平缓，直到 2007 年增

长的幅度特别大，2008 年至 2011 年持续加速增长，2011 年到 2012 年出现通幅度下降，2013 年到

2014 年又开始快速增加，这是因为在 2011 年 7 月 5 日广州市政府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规范广州市调节基金征集使用管理，印发《广州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规定规定》，使政府性基金

收入的受到了限制上级补助收入是由中央政府根据国情返还，保持稳定增减。 

②用 Excel 对一般预算收入中税收和非税收做折线图和比例饼图。 

 
                        图 2.3.2   税收和非税收构成情况折线图 

 
    图 2.3.3 税收和非税收构成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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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政收入一般仅包含税收和一般预算非税

收收入的预算内收入
[2]
。在一般预算收入趋势图里，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持续增高。非税收收入的

趋势变化较为平缓；税收收入的增长曲线远远高于非税收收入，这就意味着税收收入对一般预算的

影响远远大于非税收收入的影响。图 2.3.3 是通过 R 软件做的 1999-2014 年税收与非税收的饼形图，

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出，税收收入都大于非税收收入。结合图 2.3.2 与图 2.3.3 可以得出，税收收入

对一般预算的的影响远远大于非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在税收收入与非税收收入之间，税收收入为影

响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③对税收收入的相关指标做折线图 

 
图 2.3.4  财政收入中各税种的变化情况 

税收收入是由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多个部门组成[2]。从税收收入趋势

图中可以大致看出大部分税种都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明显的为增值税。其中，营业税在 2011 年以前

持续上升，到 2011-2014 年呈现递减趋势，这主要是由于 2011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将扩大“营改增”试

点至 10 省市，广东省包括在内。进入 2015 年下半年后，中国或将全面告别营业税
[3]
。 

2、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分析 

（1）影响财政总收入关键因素的分析与识别 

从影响指标看，将其分为两类情况进行分析。 

由附件5的数据，用spss软件对地方财政收入 y 和国内生产总值 1x 、第一产业 2x 、第二产业 3x 、

第三产业 4x ,进行逐步回归，将软件运行结果（见附件6）进行整理，得到表2.3.3. 

表2.3.3   影响财政总收入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 值 

回归 5.160E14 1 5.160E14 539.920 .000a 

残差 1.243E13 13 9.558E11   

总计 5.285E14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值 P 值 

1 (常量) -1145149.257 461884.823  -2.479 .002 

x4 .212 .009 .988 23.2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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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逐步回归和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指标的系数都为正，属于正相关，与

客观实际相符合。当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 F 值为 539.920，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表明，

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比较高，显著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4x 的 P 值远远小于 0.05，得到最优的

回归方程为 


41145149 0.212y x                                （1） 

从而得到，第三产业
4x 对税收的影响最大。 

同时，由附件 7 中指标数据，利用 SPSS 软件对地方财政收入 y 和农业
1x 、工业

2x 、商业
3x 、

交通业
4x 、建筑业

5x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运行结果（见附件 8）进行整理，得到表 2.3.4. 

表2.3.4   影响财政总收入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 值 

回归 5.197E14 1 5.197E14 770.167 .000a 

残差 8.772E12 13 6.748E11   

总计 5.285E14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值 P 值 

1 (常量) -1549495.158 399405.357  -3.880 .002 

x4 .320 .012 .988 27.752 .000 

经过逐步回归和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指标的系数都为正，属于正相关，与

客观实际相符合。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770167，P 值远远小于 0.05。得到最优

的回归方程为 


41549495.158 0.320y x                           （2）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交通业
4x 对税收的影响较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第三产业和交通业两个指标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认为是它

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从财政收入的构成来看，将地方财政收入与所有构成要素进行分析 

①用 SAS 软件对地方财政收入 y 和增值税 1x 、营业税 2x 、企业所得税 3x 、个人所得税 4x 、城

市维 护建设税 5x 、房产税 6x 、印花税 7x 、城镇土地使用税 8x 、车船税 9x 、契 税 10x 、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 11x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2x 、罚没收入 13x 、专项收入 14x 、其他收入 15x 、消费税和增值

税 16x 、上级补助收入 17x  、税收返还收入 18x  、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19x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运

行结果（见附件 9）进行整理，得到表 2.3.5. 

表 2.3.5   影响财政总收入构成要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r > F 

回归 5.275842E14 4 1.318961E14 1493.10 <.0001 

残差 8.833728E11 10 88337284366   

总计 5.284676E14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II 型 SS F 值 Pr >F 

Intercept    -2021786 316564 3.603221E12 40.79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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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x7  

x13  

x16  

2.47683 

37.13999 

10.84101 

0.83846  

1.12437 

5.17531 

3.38581 

0.09728  

4.28662E11 

4.549401E12 

9.056487E11 

6.562257E12 

4.85  

51.50 

10.25 

74.29 

0.0522 

<.0001 

0.0095 

<.0001 

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最大的四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相关，符合客观实际。 

假设显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1493.10，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

拟合程度比较高，显著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7 13 16x , , ,x x 的 P 值都远远小于 0.05，

3x 的 P 值

为 0.0522，稍稍大于 0.05，而数据在实际统计中会有少数误差，所以
3x 的拟合度还可以。得到最优

的回归方程为 


3 7 13 162021786 2.47683 37.13999 10.384101 0.83846y x x x x                 （3）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
3x 、印花税

7x 、罚没收入
13x 、消费税和增值税

16x  与财政收

入的拟合度较高。 

因此，在财政收入结构中，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罚没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是影响财政收入

的主要方面。 

（2）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识别。 

由附件 10 的数据，利用 SAS 软件对增值税 y 和商品进口总值
1x 、地区生产总值

2x 、工业增加

值
3x 、批发零售业零售额

4x 、工业增加值占 GDP 
5x 、批发零售业增加值

6x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

运行结果（见附件 11）进行整理，得到表 2.3.6. 

表 2.3.6   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r > F 

回归 4.771117E12 2 2.385558E12 343.45 <.0001 

残差 83351519987 12 6945959999   

总计 4.854468E12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II 型 SS F 值 Pr >F 

Intercept  60505  56873 7861579718 1.13  0.3083 

x1 

x3  

-0.0157637 

0.05519 

0.007445 

0.00591 

31156143146 

6.051809E11 

4.49 

87.13  

0.0557 

<.0001 

 

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增值税最大的两个指标的系数符合客观实际。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343.45，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比较高，显著

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1 3,x x 的 P 值都远远小于 0.05， 1x 的 P 值为 0.0557，稍稍大于 0.05，

而数据在实际统计中会有少数误差，所以 3x 的拟合度还可以。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为  


1 360505 0.01575 0.05519y x x   

                         （4）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商品进口总值 1x 、工业增加量 3x 对增值税的影响较大。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商品进口总值和工业增加值两个指标对增值税的影响最大，认为是

增值税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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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营业税关键因素的识别 

由附件 12 的数据，利用 SAS 软件对营业税 y 和公路货运量
1x 、公路客运量

2x 、建筑业增加值

3x 、第三产业增加值
4x 、全社会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x 、全社会住宅投资额
6x 、建筑业总产值

7x 、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8x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

9x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运行结果（见附件

13）进行整理，得到表 2.3.7. 

表 2.3.7   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r > F 

回归 6.474036E12 3 2.158012E12 932.02 <.0001 

残差 25469667772 11 2315424343   

总计 6.499505E12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II 型 SS F 值 Pr >F 

Intercept  55670  31412 7272504397 3.14 0.1040 

x4 

x7 

x8 

0.04923 

-0.06026 

0.05869 

0.00499 

0.01484 

0.01870 

2.252746E11 

38176583067 

22800821647 

97.29 

16.49 

9.85 

<.0001 

0.0019 

0.0094 

 

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营业税最大的三个指标的系数符合客观实际。 

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932.02，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拟

合程度比较高，显著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4 7 8, , ,x x x 的 P 值都远远小于 0.05。得到最优的回

归方程为  


4 7 856670 0.04923 0.06026 0.05869y x x x                               （5） 

由回归方程综合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增加值
4x 、建筑业总产值

7x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8x 对

营业税的影响较大，认为是营业税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4）影响企业所得税关键因素的识别 

由附件 14 的数据，利用 SAS 软件对企业所得税 y 和第二产业增加值 1x 、第三产业增加值 2x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3x 、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78=100） 4x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

的利润总额 5x 、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企业亏损面 6x 、建筑业总产值 7x 、建筑业企业

利润总额 8x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 9x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运行结果（见附件 15）进行整

理，得到表 2.3.8. 

表 2.3.8   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r > F 

回归 1.462542E12 2 7.312712E11 287.90  <.0001 

残差 30480601021 12 2540050085   

总计 1.493023E12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II 型 SS F 值 Pr >F 

Intercept  -1293604 448417 21138865924 8.32  0.0137 

x4 

x8 

2666.98347 

0.79489 

805.04931 

0.12469 

27876481739 

1.032227E11 

10.97 

40.64  

0.006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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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企业所得税最大的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相关，符合客观实际。在显

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287.9，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比较

高，显著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4 8,x x 的 P 值都远远小于 0.05。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为  


4 81293604 2666.98347 0.79489y x x                                 （6）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商品进口总值
1x 、工业增加量

3x 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较大，认为是企业所得

税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5）影响个人所得税关键因素的识别 

由附件 16 的数据，利用 SAS 软件对个人所得税 y 和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总收入
1x 、城镇单

位职工年平均总工资
2x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3x 、地区生产总值
4x 、第二产业增加值

5x ，总体

作逐步回归，将软件运行结果（见附件 17）进行整理，得到表 2.3.9. 

表 2.3.9   影响增值税关键因素的方差分析表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r > F 

回归 507713473 1 507713473 795.36 <.0001 

残差 3191710  5 638342   

总计 510905183 6    

模型   B 标准误差 II 型 SS F 值 Pr >F 

Intercept  6453.47872 646.88751 63530708 99.52  0.0002 

x5  0.00068938 0.00002444 507713473 795.36 <.0001 

 

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个人所得税最大的一个指标的系数为正数，符合客观实际。 

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方程的 F 值为 932.02，P 值远远小于 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拟

合程度比较高，显著性明显。根据 T 检验得到参数
5x 的 P 值都远远小于 0.05。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

为  


56453.47872 0.0068938y x                          （7）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增加值 5x 个人所得税的影响较大，认为是个人所得税的最关键

影响因素。 

 

3、 财政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的预测 

结合需求 1 各指标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灰色预测模型和回归预测模型，对财政总收入、税收

收入、非税收收入等指标进行预测。 

（1）建立灰色预测模型 

    设原始灰色序列为 (0) (0) (0) (0)

0 [ (1), (2), , ( )]X x x x n  ，对原始灰色序列作 1 次累加生成新序列

X(1)=(x(1)(1), x(1)(2), „, x(1)(n))，其中， (1) (0)

1

( ) ( )
i

k

x i x k


 ，则灰色 GM(1,1)模型为 

                        

(1)
(1)d ( )

( )
d

x t
ax t b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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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1)(t)是 t 时刻 1 次累加值，a 称为发展灰数，b 称为内生控制灰数。则式（8）的解为 

                         

(1) (0) ( 1)( ) ( (1) ) a tb b
x t x e

a a

   
                                  （9） 

参数的估值(a,b)T=(BTB)-1BTY，且 

(0)

(0)

(0)

(2)

(3)

( )

x

x
Y

x n

 
 
 
 
 
  



，

(1) (1)

(1) (1)

(1) (1)

[ (2) (1)] / 2 1

[ (3) (2)] / 2 1

[ ( ) ( 1)] / 2 1

x x

x x
B

x n x n

  
 
  

 
 
    

 

 

由此得到模型还原值为 

                  
(0) (1) (1)ˆ ˆ ˆ( 1) ( ( 1) ( ),     1,2,x k x k x k k n                                  （10） 

根据式（10），得到原序列对应的预测序列值
(0) (0) (0) (0)ˆ ˆ ˆ ˆ[ (1), (2), , ( )]X x x x n   

    利用附件 1-附件 4 数据，对 1999-2014 年个指标序列，进行灰色预测，所有模型预测参数与预

测结果见表 2.3.10. 

表 2.3.10     2015 年财政收入各指标灰色模型预测值 

指标 a b 预测值 相对平均误差% 

财政总收入 -0.179978222 1553284.591 30833134.35 6.70% 

一般预算收入 -0.133188839 1754691.424 15688854.71 4.75% 

 政府性基金收入 -0.223460452 1751381.8 13150536.93 1.95% 

上级补助收入 -0.139783539 420508.1007 4241597.474 0.73% 
税收收入 -0.127101108 1411172.458 11510896.3 2.21% 

非税收收入 -0.178034767 191264.7186 2889034.491 7.61% 

增值税 -0.129898385 346172.6908 2875592.945 3.21% 

营业税 -0.079772008 570533.3129 2084179.366 6.55% 
企业所得税 -0.123904581 192645.3795 1550247.237 2.04% 
个人所得税 -0.094643471 131067.945 623391.2313 2.62% 

城市维护建设税 -0.200275649 63796.35337 1412035.322 9.61% 

房产税 -0.152038937 73927.087 905644.816 0.55% 

印花税 -0.163036738 29063.09701 407406.0416 9.18% 
契 税 -0.155946548 75292.99531 1099476.248 5.8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126845866 215846.3006 616351.0238 1.6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0.193151244 255810.5316 1299120.97 8.81% 
罚没收入 -0.07222718 154786.7597 286636.3597 1.16% 

专项收入 -0.215648859 124053.1092 824568.4133 5.22% 

由预测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预测结果中，个别指标预测误差较大，如，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误差为

9.61%，印花税的误差为 9.18%，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误差为 8.81%，其余指标预测值均在 5%左右，总体来说，预测

结果比较可靠。 

(2) 建立回归预测模型 

根据财政收入中各指标的变化趋势，构建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营业税 个

人所得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指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结构为： y at b  ，并进

行参数检验与分析。对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入、税收收入、

非税收收入、专项收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契税指标建立

指数回归模型，模型结构为：
bty ae ，并进行参数检验与分析。其中，预测时 t=2015 

利用附件 1-附件 4 数据，对 1999-2014 年个指标序列，进行回归预测，所有模型预测参数与预



泰迪杯大学生数据挖掘竞赛论文报告                                              www.tipdm.org 

     第 13 页 

 

测结果见表 2.3.11。 

表 2.3.11     2015 年财政收入各指标回归预测值 

指标 模型结构 a b 2015 年预测值 相对平均误差% 

财政总收入  0.179969896 -345.446717 29286125.36 0.14% 
一般预算收入  0.139530567 -264.5787853 15796617.19 0.00% 

 政府性基金收入  0.195156619 -376.9341706 12072217.07 0.66% 

上级补助收入  0.138650038 -264.1237322 4223162.284 0.16% 

税收收入  0.129466231 -244.6145508 11523553.99 0.02% 

非税收收入  0.184865462 -357.4758928 3361884.546 0.10% 

增值税  0.139806906 -266.7962332 3001679.826 0.07% 
营业税  96983.09265 -193500798.6 1920133.1 0.21% 

企业所得税  0.11574112 -219.0172084 1470552.208 0.28% 
个人所得税  27940.45294 -55755174.7 544837.975 0.15% 

城市维护建设税  0.163772628 -315.9606433 1177188.671 0.71% 

房产税  0.152456146 -293.4746701 912974.7181 0.01% 

印花税  0.186112604 -362.0301313 436596.7148 0.19% 
契 税  0.15055871 -289.5328286 1027841.768 0.22%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0732.92857 -141800907.7 333086.2143 0.8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08326.2143 -217216430.3 1060891.5 0.31% 

罚没收入  13835.10714 -27605916.36 271824.5357 0.21% 

专项收入  0.20183773 -393.1525618 792461.4126 0.24% 

 

(3) 预测值处理 

为降低预测误差，将灰色预测与回归预测值进行加权处理（权重分别为 0.5），最后给出 2015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总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营业税、增值税等各个指标的预测区间。 

表 2.3.12     2015 年财政收入各指标最终预测区间 

指标 2015 年平均预测值 相对平均误差% 预测区间下界 预测区间上界 

财政总收入 30059630 3.42% 29031430.82 31087829.18 

一般预算收入 15742736 2.38% 15368680.38 16116791.62 

政府性基金收入 12611377 1.31% 12446739.15 12776014.85 

上级补助收入 4232380 0.45% 4213480.322 4251279.678 

税收收入 11517225 1.11% 11389049.06 11645400.94 

非税收收入 3125460 3.85% 3005000.068 3245919.932 

增值税 2938636 1.64% 2890442.273 2986829.727 

营业税 2002156 3.38% 1934437.078 2069874.922 

企业所得税 1510400 1.16% 1492866.117 1527933.883 

个人所得税 584114.6 1.39% 576012.5216 592216.6784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94612 5.16% 1227806.417 1361417.583 

房产税 909309.8 0.28% 906747.2597 911872.3403 

印花税 422001.4 4.68% 402234.9375 441767.8625 

契 税 1063659 3.03% 1031379.849 1095938.151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474718.6 1.21% 468974.8108 480462.389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180006 4.56% 1126207.137 1233804.863 

罚没收入 279230.4 0.69% 277314.9105 281145.8895 

专项收入 808514.9 2.73% 786435.9278 830593.8722 

注：表中标注为蓝色是主要的预测指标值。 

 

4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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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国

家的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省的广州市发展迅速，是“千年商埠”，商业中

心之一。当然在地区生产总值飞跃的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收。财政收入是地区经济的宏观

调控，财政收入的合理支配，是促进地区经济稳步增长的关键。对广州市地方财政从经济因素和非

经济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 

1、经济因素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从经济因素方面的 GDP 与地方财政支出（见图 2.5.1）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和地方财政支

出的差值（见 2.5.2）两方面来分析。数据见见附件 20 和附件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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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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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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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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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长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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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收入

 
                    图 2.5.1   GDP、地方财政支出及地方财政收入关系图 

考虑 GDP、地方财政支出及地方财政收入（数据见附件 20）三者在今年的增长，通过 GDP 的增

长变化可以反映出广州市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模型。从总体是可以看出，GDP 的变化趋势与地方财政

收入基本保证一致，且 GDP 波动较小，地方收入和支出的波动较大。2012 年以前国内生产总值带动

着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并且 2009-2012 年之间支出明显大于收入，GDP 处于下降趋势且变

动较大，及此时的广州市政府处于收支并不平衡。 

2012 年以前广州市政府处于 2012 以后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一致，地方财政收入大于地方财政

支出，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较为稳定。 

利用 R 语言中计算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见程序代码 1） 

> cor(a$国内生产增长率,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method="spearman") 

[1] 0.75 

> cor(a$国内生产增长率,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method="spearman") 

[1] 0.07142857 

> cor(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method="spearman") 

[1] 0.4642857 

从数据中可以得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75，拟合度最高，

次之是地方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收入为 046，最低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总值与地方财政收入，为 0.07，

拟合程度最低。 

2、非经济因素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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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主要有人口（利用人口增长百分比分析）、就业（利用从业人数增长率代替分析）、医

疗卫生（利用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代替分析）、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利用福利财政性支出代替分析）、

以及自然环境五个方面。 

（1）对人口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分析 

人口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其重要的反作用的，因为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也是社会生产行

为的主体，没有一定的人口，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生活，也没有社会生产[4]。数据见附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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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2 人口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广州市近几年人口变动不大，但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口发展与财政收支是反作

用关系，2011 年与 2013 年人口增长率上升时，财政收支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 

> cor.test(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a$人口增比,method="spearman",use="complete.obs")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and a$人口增加百分比 

S = 48, p-value = 0.4972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3714286  

 

> cor.test(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a$人口增加百分
比,method="spearman",use="complete.obs")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and a$人口增加百分比 

S = 66, p-value = 0.03333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8857143  

通过 R 软件证实了人口对财政支出的反作用关系，斯皮尔曼相关系数都为负值。而且人口对财

政收入的影响很大，相关系数高达-0.8857143. 

（2）对就业情况与财政收入、支出的增长率的分析 

就业（利用从业人数增长率代替分析，数据见附件 25），见图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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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就业因素与地方财政收支 

就业波动比人口要更加明显，从折线图中可以看出，就业因素与地方财政收支为正相关、 

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是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每年包括数量巨大的

大学毕业生、下岗、失业和农民的剩余劳动力都需要在劳动力市场进行就业。因此，在未来的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就业问题无意识政府面临的重要目标之一[5] 

用 R 软件进行检验（见代码 4） 
> attach(a) 

> cor.test(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a$就业人数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and a$就业人数增长率 
S = 30, p-value = 0.8028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1428571  

 

> cor.test(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a$就业人数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and a$就业人数增长率 
S = 26, p-value = 0.6583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2571429  

就业对于财政收支的影响正如折线图中所显示的为正相关，而且就业对于财政收入的影响略大于

支出。 

（3）对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的分析 

医疗卫生（利用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代替分析，数据见附件 26），见图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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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  医疗卫生机构与财政收入、支出增长率 

用 R 软件做检验（命令见代码 5） 

> cor.test(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a$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and a$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 
S = 40, p-value = 0.01667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1  
 
> cor.test(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a$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and a$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 

S = 36, p-value = 0.1333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8 

地方财政支出与医疗卫生的相关系数达到了-1，而地方财政收入与医疗卫生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0.8，三者之间都为负相关 

（4）对社会福利与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利用福利财政性支出代替分析数据见附件 27），见图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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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  社会福利与地方财政收入、支出 

用 R 软件做相关性检验（命令见代码 6） 

> cor.test(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a$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and a$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 
S = 22, p-value = 0.4972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3714286  

 
> cor.test(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a$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method="spearma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rho 
 
data:  a$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and a$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 

S = 20, p-value = 0.4194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rho is not equal to 0 
sample estimates: 
      rho  
0.4285714  

通过 R 语言中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收支与社会福利都呈现正相关。 

     （5）其他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支出的分析， 

2013 年全年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我市受灾人口共计 63902 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7155 人，倒

损房屋间数 1934 间。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7.17 千公顷，农作物绝收面积 1.77 千公顷。发生各类

地质灾害共 87 起，因灾死亡 7 人，直接经济损失 7.45 亿元。据统计，2014 年广州因自然灾害造成

26 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3.4 亿元。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影响是非常

大的。 

还有政策倾向性等因素。 

3、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结合 1999-2014 年广州市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数据，分析广州市地方财政收支均衡状况。 

结合 2015 年财政预算和收入的预测值，进行收支状况分析。 

 
图 2.5.6 历年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此图为 2007-2014 年地方财政收入减去地方财政支出的差值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分

布除了在 2009 年为正值，支出大于收入，其余均处于坐标轴以下，及收入大于支出。曲线在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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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波动较大，在 2011 年以后波动较小。 

通过 R 软件对差值做单样本方差分析（见代码 2） 

> t.test(b$差值,mu=0) 

        One Sample t-test 

data:  b$差值 

t = -3.9947, df = 7, p-value = 0.005225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rue mean is not equal to 0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 

 -2256236.1  -578330.7 

sample estimates: 

mean of x  

 -1417283 

从结果总可以看出，差值的均值处于-1417283，收支并不平衡，且 95%的置信区间比较大，与

折线图结果相符。用 spss 软件对地方财政支出 y 和公共财政支出
1x 、一般公共服务

2x 、国 防
3x 、

公共安全
4x 、教 育

5x 、科学技术
6x 、文化体育与传媒

7x 、社会保障和就业
8x 、医疗卫生

9x 、环

境保护
10x 、城乡社区事务

11x 、农林水事务
12x 、交通运输

13x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14x 、工业

商业金融等事务
15x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16x 、粮油物资储备管理等事务
17x  、金融监管等事务支出

18x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
19x 、住房保障支出

20x 、其他支出
21x 、政府性基金支出

22x 、附:上解

上级支出
23x ，,总体（数据见附件 22）做逐步回归（见附件 23），得到最后的方差分析表（表 2.2.5）。 

 

表 2.3.13     2015 年财政收入各指标最终预测区间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值 P 值 

回归 5.197E14 1 5.197E14 770.167 .000a 

残差 8.772E12 13 6.748E11   

总计 5.285E14 14    

模型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F 值 P 值 

1 (常量) 6068596.495 .000 .887 .000 .000 

x12 

x9 

x21 

x8 

x13 

20.063 

3.091 

-1.901 

.014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158 

-.095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从经济意义的角度，影响地方财政收入最大的四个指标的系数都为正，符合客观实际。 

假设显著性水平为 ，方程的F值为770.167，P值远远小于0.05，由此看出，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比较

高，显著性明显。根据T检验得到参数 的P值都远远小于0.05。得到最优的回归方程为   


12 9 21 8 136068596.495 20.063 3.091 1.901 0.14 0.001y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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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林水事务
12x 、医疗卫生

9x 、其他支出
21x 、社会保障和就业

8x 、交通运输
13x 对

税收的影响较大。 

 

4、综合分析，提出建议 

通过对广州市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就业、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财政收入及支

出等数据的挖掘，对影响财政收入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的分析，明确财政收入支出与经

济、社会的相互关系，从广州市财政局提出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平衡性、行业或部门财政支出分

配的弹性、“营改增”等政策制定与监管落实的严肃性等方面提出科学合理化的建议。 

综上述因素分析，提出几点建议： 

1. GDP 的发展状况较大程度影响着财政收入的状况。而近几年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一

直为负值，财政收入长期小于支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健全税收制度，

狠抓企业或个人偷税漏税的现象，加强企业及个人对税收的管理，与此同时，应该增加税收

的弹性系数。当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的时候，应该多投资给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行业，

使经济均衡稳步发展。 

2. 人口的增长与财政收入成反比，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应该适当的控制人口的数量。 

3. 就业人数对财政收支的影响是成正比例关系，适当的增加就业人数可以提高财政收入。  

4. 医疗卫生行业对财政收入起到牵引作用，应改善医疗保障体制，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

增加对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 

5. 发生自然灾害后，财政支出会大规模扩大，事后难以降到原来水平，所以在之后的几

年内，政府为了缓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应该继续加大对预防自然灾害等的建设。 

6.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坚决实行政企分开；加快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督职能的同时，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只能；梳理以

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兼顾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

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1]。 

7. 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投入资金，以少量的财政资金引导更多的社会

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既发挥所谓的“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3. 结论 

通过挖掘、整理 1999-2014 年与广州市财政收入关联的经济、社会等指标统计数据，利用 SAS

和 SPSS 软件，分析了广州市财政收入的构成及其比例，建立了因素分析的回归模型，分析了在财政

收入结构中影响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进一步分析识别出了影响财政总收入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第三产业、交通业，其中，影响增值税的关键因素是商品进口总值、 工业增加量，

影响营业税的关键因素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建筑业总产值、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影响个人所得税

的关键因素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关键因素是商品进口总值、工业增加量。回归方

程的拟合度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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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素分析基础上，构建了灰色预测和回归预测模型，对广州市 2015 年财政总收入、增值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进行了预测，对预测结果进行加权处理，结果误差最大 5%左

右，表明模型可靠，符合广州的实际情况。 

通过对广州市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就业、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财政收入及

支出等数据的挖掘，再用 R 软件等对影响财政收入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明确了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平衡

性、行业或部门财政支出分配的弹性、政策制定与监管落实的严肃性等方面的建议，为下一年的

财政预算支出政策提供指导依据。 

总体来说，通过对该问题中数据比较全面的挖掘，有效的提取，科学的整理，其预测模型和

数据处理真实可靠，很好地解决了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广州市的财政收入分析预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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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页 

代码 1： 

> a<-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增长率.csv") 

> a 

  年份 国内生产增长率 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1 2008     0.16572938        0.174024975         0.07636666 

2 2009     0.10266574        0.061688274         0.31373703 

3 2010     0.17619096        0.403648112         0.26316289 

4 2011     0.15585377        0.205887976         0.09718501 

5 2012     0.09077760        0.001987846         0.02901477 

6 2013     0.13791610        0.270794427         0.32187334 

7 2014     0.08344477        0.162948095         0.17516213 

代码 2： 

> b<-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差值.csv") 

> b 

  年份     差值   

1 2007  -666910  

2 2008 -1547947  

3 2009   481688  

4 2010  -879985  

5 2011 -2582093  

6 2012 -2172325  

7 2013 -1953695  

8 2014 -2017000  

代码 3： 

> a<-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人口.csv") 

> a 

  年份 人口总数.人. 增加人口数 人口增加百分比 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1 2007      2382491         NA             NA        0.174024975         0.07636666 

2 2008      2425582      43091          0.018        0.061688274         0.31373703 

3 2009      2474396      48814          0.020        0.403648112         0.26316289 

4 2010      2526804      52408          0.021        0.205887976         0.09718501 

5 2011      2595686      68882          0.027        0.001987846         0.02901477 

6 2012      2646091      50405          0.019        0.270794427         0.32187334 

7 2013      2706068      59977          0.022        0.162948095         0.17516213 

代码 4： 

> a<-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csv")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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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就业人数增长率   就业人数.人. 

1  2008            0.06169            0.31374        0.07597      7145396 

2  2009            0.40365            0.26316        0.03381      7386999 

3  2010            0.20589            0.09719        0.06824      7891061 

4  2011            0.00199            0.02901       -0.05821      7431755 

5  2012            0.27079            0.32187        0.01093      7512997 

6  2013            0.16295            0.17516        0.01149      7599295 

 

代码 5： 

> a<-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2.csv") 

> a 

  年份 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医疗卫生机构增长率 医疗卫生机构 

1 2009            0.40365            0.26316        -0.01968174         2341 

2 2010            0.20589            0.09719         0.01964972         2387 

3 2011            0.00199            0.02901         0.44909929         3459 

4 2012            0.27079            0.32187         0.01503325         3511 

5 2013            0.16295            0.17516         0.06209057         3729 

 

代码 6： 

> a<-read.csv("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2.csv") 

> a 

  年份 地方财政支出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社会福利财政支出增长率 

1 2007         0.174024975          0.07636666                     NA 

2 2008         0.061688274          0.31373703             0.03626833 

3 2009         0.403648112          0.26316289             0.22475986 

4 2010         0.205887976          0.09718501            -0.09603271 

5 2011         0.001987846          0.02901477            -0.02298214 

6 2012         0.270794427          0.32187334             0.16149450 

7 2013         0.162948095          0.17516213             0.28601057 

  社会福利财政性支出 

1              18887 

2              19572 

3              23971 

4              21669 

5              21171 

6              24590 

7              31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