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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市财政收入分析预测模型 

 

摘 要：本文从经济理论及实践考察出发，确定影响财政收入的关联指标为税收、

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数和其他收入。经广州市年历年统计年鉴，整

理出各项指标数据，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数学模型识别出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为：

税收、其他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函数拟合计算出 2015 年各关键因素的预

测值，从而得出 2015 年财政收入预测值为 23741728 万元。通过各关键因素对财政收入

的影响程度并结合广州市近年来财政收支的实际预算情况，从经济和非经济视角对广州

市未来几年的财政收支预算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经济理论；关键因素；多元回归分析；函数拟合；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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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model of financial revenue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the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y of determine 

the impact on fiscal revenue related indicators for tax, GDP, whole society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employment and other income. After years of Guangzhou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sorting out the index data, and by using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athematical model recognition is the key factor in 

affecting fiscal revenue: taxes, other income, whole society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By fitting a function calculated 2015 the key factors of predictive 

value, so as to obtain the fiscal revenue in 2015 predictive value for 

23741728_wan million yuan. Through the key factors on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of fiscal revenue and combined with the Guangzhou City in recent years the actual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udg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non economic of Guangzhou City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udget put forward related sugges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theory; key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fitting;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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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掘目标 

本文建模的目标是通过挖掘广州历年统计年鉴中财政收入的关联指标，经过财政收

入经济理论研究及实践考察，确定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并通过传统的多元回归数学模

型识别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为做出下一年有效的财政收入预算，为下一年的政策

提供指导依据，本文通过函数拟合预测出各关键因素的预测值，并利用财政收入与各关

键因素的相关函数，计算出未来几年财政收入预测值。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州市近几

年的财政收入及支出等情况，从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角度，对广州市提供相关合理建

议。 

2. 分析方法与过程 

2.1. 总体流程 

 

图 1 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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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页 

 

 

主要步骤描述： 

步骤一：数据预处理，梳理 1999 年—2013 年数据，并对关联指数据标进行分类； 

步骤二：判断数据是否线性相关，即判断各指标数据与财政收入数据的相关性，

以便建立相应回归模型； 

步骤三：建立回归模型，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原理、步骤，结合财政收入与各指标

的关系，建立相应数学模型； 

步骤四：模型求解，运用 MATLAB 求出财政收入与各指标的函数表达式； 

步骤五：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函数返回的相关系数 2R 值、 _F 检验值、 f 阈值、

显著性系数 p 值进行标准检验； 

步骤六：剔除多余变量，若假设检验不符合标准，即存在多余变量或异常点，应

对其进行剔除； 

步骤七：关键因素表达式，根据剔除后的模型求出财政收入与关键因素之间的函

数表示； 

步骤八：关键因素及财政收入预测，根据多年的数据，可先对各关键因素函数拟

合并求预测值，进而运用步骤七得出的函数表达式计算出财政收入。 

 

2.2. 具体步骤 

步骤一：确定关联指标 

研究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经济变量。回归变量的选择是建立回归

模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遗漏了某些重要变量，回归方程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而

考虑过多的变量，不仅计算量增大许多，而且得到的回归方程稳定性也很差，直接影响

到回归方程的应用。影响市财政收入的因素很多，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对财政收入的解释

以及对实践的观察，确定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主要有税收、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就业人数和其他收入。 

（1）税收。 税收由于具有征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点，可以为政府履行

其职能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各政府都将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的收入形

式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2）生产总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区域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GDP 会促进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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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量，并与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一定的同

向性。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

产活动主要通过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源，进而拉动财政税收收入整体增长。 

（4）就业人数。就业人数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影响财政

收入的增加。 

（5）其他收入。结合广州市财政的特点，本文将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政府基金收入等均纳为其他收入。因此，其他收入作为财

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对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 

步骤二：数据预处理 

（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均以广州统计局提供的《广州统计年鉴》为源，使用 1999—2013 年财政

收入、税收、广州市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投资、就业人数和其他收入的数据。确保数

据可靠真实。 

（2） 数据分类 

根据本文对各项指标的定义，通过广州市历年的统计年鉴整理各指标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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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多元回归分析 

（1） 回归分析基本原理 

回归分析是一种处理变量的统计相关关系的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虽

然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没有严格的、确定的函数关系，但可以设法找出最能代表他们之

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形式。按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量对应关系可划分为一个因变量对多个

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及多个因变量对多个自变量的回归分析；按回归模型可划分为线性回

归分析和非线性回归分析。 

（2） 回归分析基本步骤 

1、 数据分析 

为了确定因变量财政收入Y 与自变量税收
1X 、生产总值

2X 、全社会固定投资

3X 、就业人数 4X 和其他收入
5X 的线性关系，首先利用原始数据作出Y 对 1X 、 2X 、

3X 、 4X 、
5X 的散点图，如图 2所示： 

 

图 2 财政收入与关联指标散点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因变量财政收入Y 与各自变量 iX 是线性相关的，故应建立一

个应变量对多个自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2、 建立回归方程 

根据传统的回归模型，本文以财政收入Y 为因变量，税收 1X 、生产总值 2X 、

全社会固定投资 3X 、就业人数 4X 和其他收入 5X 5 个经济指标为自变量，建立多元

函数： 

             5544332211 XCXCXCXCXCCY            式（1） 

其中 C 为常数， )5,4,3,2,1( iCi 为各指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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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ATLAB 软件对上述基本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54321 8704.02930.00206.00021.03628.18445.738237 XXXXXY    式（2） 

其中： 9997.02 R ,F_检验值= 7.6988 ，阈值 1410476.2 f ,显著性 p值 10105027.1   

3、 回归分析结果检验 

第一：异方差检验 

可利用 MATLAB 作出各组数据的残差图，见图 3： 

 

图 3 各组数据残差图 

从残差图 3 可以看出，除第一个数据和第七个数据外，其余数据的残差离

零点均较近，且从残差的置信区间均包含零点，这说明回归模型结果能较好的

符合原始数据，将第二个及第七个数据视为异常点。 

第二：指标显著性检验 

     从 stat 输出的与显著性概率相关的 p 值 10105027.1  >0.05,这说明回归

方程中有些变量可以剔除。 

第三：其他检验 

在 stat 返回的 4个值中， 9997.02 R ，说明模型拟合的很好；,F_检验值

= 7.6988 >阈值 1410476.2 f ，符合检验要求。 

       综上可看出，应对模型进行修正即：去除异常点和剔除不必要指标。 

4、 模型的修正 

首先将数据中的第一个和第七个异常点数据去除，去除后从残差图 4 可见模型

分析数据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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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组数据残差图 

然后对多余经济指标进行剔除，可在 MATLAB 软件包中建一个 M 文件，运用

stepwise 函数进行指标逐个插入，指标选入结果见 5:(蓝色表示选入，红色表示剔

除) 

 

图 5 关键指标选入图 

从修正后的模型结果得出：指标显著性参数 05.01036945.3 17  p ，符合检

验要求。 

最后根据修正后的回归模型，建立多元函数关系式： 

                    533211 XCXCXCCY                  式（3） 

用 MATLAB 对该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 

            531 9049.00314.00943.149.40201 XXXY         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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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果分析 

从修正后的回归分析模型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变量财政收入Y 与因变量税收

1X 、全社会固定投资
3X 、其他收入

5X 三个经济指标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根据各变量系

数可知，对财政收入影响最大的税收，其次是其他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

入影响相对较弱。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其内容非常丰富，它包含广州市 10个税种的收入

（由于农业税在 2006 年取消，故不算之），根据广州市历年统计年鉴各税种数据见附

件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税收的主要来源取决于增值税
1x 、营业税

2x 、企业所得

税
3x 、城市维护税

5x ，且它们每年收入与税收保持高度正相关，故可利用上面建立的多

元回归模型，以税收 y 为因变量，以这四个税种收入 )101( ixi
为自变量，求得其回 

归函数为： 

         5321 1802.18746.11173.15582.128.153152 xxxxy       式（5） 

故将式（5）代入式（4）可得: 

535321 9049.00314.02915.10514.22227.17051.1724.207795 XXxxxxY   

式（6） 

故从税收细化来看，增值税 1x 、营业税 2x 、企业所得税 3x 、城市维护税 5x 是影响

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由于其他收入具有广泛性，本文不再对其他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进行细化分析。 

2.4 函数拟合及预测 

结合上述步骤对影响财政收入关键因素的分析，对于预测未来几年财政收入的问题

也得到解决。本文先通过对关键因素的预测从而实现对年度财政收入的预测。具体过程

如下： 

（1） 对各关键影响因素发展趋势进行函数拟合 

1、对税收（增值税）函数拟合得到： 

18152123945 102106106103717868584.71  xxxxxy   式（7） 

其中拟合程度 9926.02 R ，2015 年预测值为：2556425 

对税收（营业税）函数拟合得到： 

151229364 10310510410141.160  xxxxy           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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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9915.02 R ，2015 年预测值为：1794048 

对税收（企业所得税）函数拟合得到： 

151229364 10310610410166.172  xxxxy            式（9） 

其中 97.02 R ，2015 年预测值为：1207906 

对税收（城市维护税）函数拟合得到： 

17152123945 109102102101285428447.28  xxxxxy    式（10） 

其中 9777.02 R ，2015 年预测值为：1232896 

2、对其他收入函数拟合得到： 

211921631349566 10910310310210810238.136  xxxxxxy  

式（11） 

其中 9843.02 R ，2015 年预测值为：15195370 

3、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函数拟合得到： 

                1182 107107187117  xxy                       式（12） 

其中 9945.02 R ，2015 年度预测值为：52953324        

4、将各预测值代入到式（4）可得 2015 年广州市财政收入为 23741728 万元 

 

3. 结论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识别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得出税收、

其他收入、全社会固定投资为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函数拟合先对各

关键因素进行预测，得出广州市 2015 年税收（增值税）预测值为 2556425 万元、税收

（营业税）预测值为 1794048 万元、税收（企业所得税）预测值为 1207906 万元、税收

（城市维护税）预测值为 1232896 万元、其他收入预测值为 15195370 万元、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预测值为 52953324 万元、财政收入为 23741728 万元。 

根据本文得出的各指标预测值，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广州市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及

支出情况，考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广州市的财政收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保持税收收入占 GDP 的合理比例，提高税收征管执行力度。税收是广州市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税务机关要加强税务源

监控，强化税务知识培训，完善税务法律体系，转变工作作风，依法治税、依法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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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各部门配合，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 

（2）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加广州市固定资产的投资，带动财政收入增

长。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国有经济目前在整体上

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但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越来越大的比

重，并且积极鼓励发展的行业实现“消费型”增值税，调整消费税、营业税，增加居民

消费能力，提高税收对财政的贡献率。 

（3）转变招商引资模式，提升招商引资质量，重点引进高附值、税收贡献大的

产业，围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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