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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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广州市财政收入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分析和识别影响财

政收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第二部分是对广州市 2015 年财政总收入及各类别收入进行预测。第一部分

中，将财政收入组成成分分成四大类，并找出各自的初始影响因素。然后汇总各类初始影响因素，

对财政收入做回归筛选出九个主要影响因素，再对这九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三个

主成分。第二部分中，对财政收入的各个项目建立 ARMA 模型，据此预测 2014 年、2015 年的收入。

最后收集 2014 年的数据与其预测值作比较，计算预测误差，发现预测模型是有效的。整个挖掘过程

主要通过 R、SAS、SPSS 软件实现。 

 

关键词：财政收入   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  应用回归  时间序列预测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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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Forecast Model of Financial Revenue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Abstract:The thesis based on the datas of financial revenue of Guangzhou governmen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The first part is to analyse and identify key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financial revenue.The 

second one is to forcast the sum and every single component of the year 2015. In the first part,we separate 

financial income into four categories to find out their own equations,after which it comes to remain nine 

main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pplied regression.The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 is is used to 

summarize out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Besides,we establish several ARMA models to predict each 

revenue item of 2014 and 2015 in the second part.Finally,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the predicted and 

the true values to find out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s.R,SAS and SPSS softwares are utiliz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data mining. 

 

Key words: financial revenue   Cluster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pplied 

Regression   Prediction of Time Series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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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挖掘目标 

本次挖掘目标是利用广州市在 1999-2013 年财政收入、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真实数据，采用数

据挖掘技术，分析、识别影响财政收入的关键因素，构建广州市财政收入分类体系以及财政收入预

测模型，实现对广州市 2015 年的财政总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的预测，从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出发，

在财政收入以及支出预算方面向广州财政局提出建议，帮助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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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析方法与过程 

2.1. 总体流程 

 
 

【步骤一】对源数据进行缺失值补充及标准化； 

【步骤二】运用聚类分析的思想，将财政收入各个组成成分分成四大类：三大经济税（包括增值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对象所征收税、税外收入和政府性基金； 

【步骤三】通过文献查找，定性分析影响对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对象所征收税、税外收入和政府性基

金的其他潜在因素（附件提供的因素除外），并到广州市统计信息网等网站搜集相关数据； 

【步骤四】尝试运用前进法、后退法、逐步回归法筛选影响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

得税四大税的关键因素； 

【步骤五】汇总财政收入的十九个影响因素，运用前进法回归，得到影响总财政收入的九个主要因

素，将这九个主要因素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并检验； 

【步骤六】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别对广州市 1999-2013 年各个项目建立相应的 ARMA 模型，并据此对

2014、2015 年财政收入的各个项目收入进行预测；                                                                                                                                                                                                                                                                                                                                                                                                                                                                                                                                                  

【步骤七】将用时间序列模型预测得到的广州市 2014 年财政收入的各项目收入数据与实际数据对

比，计算预测误差，对模型可行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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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步骤 

2.2.1  数据预处理 

（1）缺失值处理 

缺失值处理是指对样本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数据缺失进行的一种补救，方法包括删除法、随机

插补、均值插补、回归法等。在我们得到的数据中，由于营业税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与批发零售业

零售额所反映的对象相同，都是体现批发零售业的发展，而且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有 5 个缺失值，所

以我们决定剔除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样本。 

另外，针对样本中的其他缺失值，为了避免样本的进一步减少和信息的丢失，我们采用填补的

方法进行补救。由于各个变量的取值不是随机数据，且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所以，拟合

含有缺失值的变量和其相关变量之间的一个回归会是一个比较合理和有效的补救方法。将有缺失值

的变量作为因变量，相关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最终以得到的预测值作为我们所需要的填

补值。 

根据以上分析，利用 R 软件，我们对企业所得税中的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企业亏

损面、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和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以及个人所得税中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从

业人员的缺失值进行填补。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加粗部分为填补值）： 

 

表 1  部分企业所得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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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

零售额 

32 2470523 91780 1316593 

31 2561326 51918 2219297 

31.25 3403870 144803 7059236 

31.99 3733922 80922 1053156 

29.87 4785787 167217 1154425 

30.69 5459314 154958 1434440 

31.63 6331382 186678 3621757 

28.95 6870406 219390 4196301 

24.88 7507109 376839 7068265 

30.85 8754491 458096 17829885 

23.16 10134050 485760 17019222 

20.42 12805288 653736 26192835 

22.55 15613171 668043 21639131 

20.9 17417072 703733 21396742 

19.7 21828895 877889 22659148 

 

表 2  部分个人所得税表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 地方财政收入 个人所得税 

9310691 1873488 1881388 133621 

10216241 1755512 2199077 185625 

11122943 1997579 2719058 25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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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3416 2071574 2690984 159684 

14859261 2236902 3005475 153080 

17880638 2255380 3384477 167379 

20452183 2351538 4088545 198017 

24415160 2039164 4767231 231794 

28257805 2190420 8389925 295316 

32278717 2205292 8431405 353372 

34051588 2284029 11076649 389824 

40022658 2387940 13991612 472154 

45769763 3102356 15351387 462098 

47206504 3268488 15796804 439592 

52273431 3245858 20881374 489777 

 

（2）标准化处理 

因为不同的数据之间具有不同的量纲，这会影响模型的建立和模型的精确度。所以，在建立回

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对各大税影响因素的样本数据进行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标准化处理，以达到

消除量纲的目的。 

 

2.2.2 对财政收入的组成成分进行分类 

为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财政收入的组成成分和影响因素，我们对财政收入的各个组成成分（包括

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16 个组成成分）进行分类。运用聚类分析样本距离分

类的思想和 SAS 聚类模块，得到如下聚类结果： 

 

 
图 1  聚类分析历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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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聚类分析树状图 

 

由聚类的历史图看到，当分类数为 3 时，CCC 达到峰值，所以认为将财政收入的组成成分分为三

类为宜。即第一类：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第二类：政府性基金收入；第三类：其他收入。

又因为第三类中的其他收入包含税收和非税收，为了更好地解释其经济意义，我们把第三类其他收

入再进行细分，分为对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对象所征收税和税外收入，所以，最终分类结果如下： 

第一类：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第二类：政府性基金收入 

第三类：对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对象所征收税（个人所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房产税、印花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契税） 

第四类：税外收入（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其他收入） 

其中，第一类反映实体经济的主要收入；第二类反映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

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表示国有资源的经营收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性基金收入大部分

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统一筹集和使用，市财政分配的主要对象；第三类反映的是在社会建设、

拥有个人资产等时候对个人征收的各种税；第四类反映的是税外收入，是在一般生产经营活动中征

收的其他收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相对不稳定性。 

 

2.2.3 定性分析和寻找影响财政收入组成类别的潜在因素 

财政收入的组成成分众多而复杂，要研究影响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就要从财政收入的各个组

成成分入手。根据上面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对这四类组成成分进行定性分析，以寻找和挖掘出影

响各类财政收入的因素（第一类反映实体经济的税收的影响因素已经给出，见附件）。 

第二类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是为实现特定经济社会领域的政策目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

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依法向特定群体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一种非税收入，主要有出让土地、

发行彩票等方式，政府性基金种类繁多,与一般税、特殊类型税、规费、受益费等有着明显区别,其

基本特征表现为特别政策性、被课征群体特定性、特殊的法律关联性、非对待给付性和专款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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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使得每年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涨跌基本与当时的政策干预有关，并且大多数资料

显示，政府性基金收入很大程度上与土地出让收入直接相关，而这又与当地政府出台的有关土地出

让方面的政策相联系。因此，政府性基金收入基本与当地相关政策和社会整体情况有关。 

第三类财政收入是对与社会生产有关的对象所征收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房

产税等。其中，房产税、契税主要与房屋买卖、房屋交换等行为有关，故反映房地产发展、商品房

销售情况的因素均会对它们产生影响，如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等。城市维护建设

税是指为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所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是有经营收入

的单位和个人，故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就业人数、教育水平以及人口数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土地使

用税是指对土地使用权征收的一种税，它和车船使用税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固定资产的总量。

而印花税则关系到经济、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居民消费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故它会

对财政收入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政府财政支出是与财政收入相辅相成的因素，正是因为政府要

为实现一定职能而投出资金，才有了财政收入的必要。 

第四类财政收入是指税外收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主要是指国家为了使国有企业能够按照国家

计划生产、经营一些社会需要，但由于客观原因使生产经营出现亏损的产品，而向这些企业拨付的

财政补贴。而专项收入，是指根据特定需要设置有专门用途的收入。行政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司

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行使其管理职能，向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收取的费用。罚没收入是指执法、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违法违章者实施经济的罚款

收入。这些收入均属于税外收入，是对税收的补充收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相对不稳定性，所以

影响因素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变动，即地区生产总值和政策干预。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便可以确定影响财政收入组成成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除外）的其他潜在因素（数值型变量），通过广州市统计信息网等网站搜集相关数据，得到数

据汇总见表 3： 

表 3  财政收入第二三四类组成成分的影响因素错误！链接无效。2.2.4  影响增值税、营业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四大税的关键因素 

根据附件二提供的数据，我们尝试运用前进法、后退法和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变量，建立影响

四大税的因素模型。 

◆增值税 

表 4  增值税原始影响因素 

指标变量 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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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增值税 

（1）数据预处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35005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8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5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65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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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剔除重复变量 

由于营业税表格中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与批发零售业零售额所反映的指标相同，都是体现批发零

售业的发展，并且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有 5 个缺失值，所以决定剔除批发零售业增加值样本。 

2）数据标准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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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增值税数据进行均值为 0，方差为 1 的标准化。 

（2）模型建立与检验 

由经济背景知识得到，增值税和城商品进口总值等五个变量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五个

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尝试建立回归模型。 

表 5  模型参数表 

 
 

 

表 6  方差分析表 

 
得到模型如下： 

Y=-0.5152 +1.4956  

                               （6.16）  （51.87）  

由方差分析表中得到，模型通过 F 检验，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总体是显著的。由模型参数表

得知变量 ， 系数均通过 t 检验，拒绝原假设，参数均显著。VIF 小于 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

着多重共线性。所以，回归方程成立。 

 

（3）对回归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在影响增值税的因素中，由线性模型结果得到，商品进口总值、工业增加值可以作为代表因素。

增值税作为一个流转税，其水平受进出口额影响较大，为鼓励出口，我们国家实行出口退税优惠政

策，所以商品进口总值是影响增值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工业的发展促进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

务等的发展，这其中需要对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征收增值税，所以工业增加值是另外一个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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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 

表 7  营业税原始影响因素 

指标变量 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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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会住宅投资额 

 建筑业总产值 

 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 

Y 营业税 

（1）数据预处理 

缺失值处理和标准化处理：见步骤一 

（2）模型建立与检验 

     为研究营业税与公路运货量、公路客运量等九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找出影响营业税的关键因素，

我们建立回归模型加以探究。  

表 8  模型参数表 

 
表 9  方差分析表 

 
得到模型如下： 

 

                                     (13.97)   (57.64)   R2=9524 

由方差分析表中得到，模型通过 F 检验，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总体是显著的。由模型参数表

得知变量 X6，X9系数均通过 t 检验，拒绝原假设，参数均显著。所以，回归方程显著成立。 

 

（3）对回归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在众多影响营业税的因素中，通过逐步回归筛选得出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即全社会住宅投

资额、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全社会住宅投资额越大，房地产业发展越快，对营业税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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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拉动作用。虽然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系数为负数，但是全社会住宅投资额、限额

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系数相加为正，而房产业和餐饮业都属于第三产业，可以认为第三产业

的增长使得营业税也呈现上升趋势。 

 

◆企业所得税 

表 10  企业所得税原始影响因素 

指标变量 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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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 

Y 企业所得税 

（1）数据预处理 

缺失值处理和标准化处理：见步骤一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同理，通过建立逐步回归模型，研究 X1-X9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并筛选关键因素。 

表 11  模型参数表 

 
表 12  方差分析表 

 
得到回归方程： 

 

（7.26） （11.31） （4.98）  R2=0.9838 

由此可见，方程总体和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故该方程显著成立。 

 

（3）对回归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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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逐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众多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因素中，通过筛选得出了三个有代表性的

因素，即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和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其他变

量和这三个变量均呈高度相关关系，故将它们从模型中剔除。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

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它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所以它对企

业所得有着重要影响。而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

的一种税，建筑业企业和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利润总

额和零售额直接影响着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表 13  个人所得税原始影响因素 

指标变量 变量名称 

 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地区生产总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 

Y 个人所得税 

（1）数据预处理 

缺失值处理和标准化处理：见步骤一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同理，通过建立逐步回归模型，我们研究 X1-X6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并筛选关键因素。 

表 14  模型参数表 

 
 

表 15  方差分析表 

 
得到模型如下： 

Y=1.3651 -0.4633  

            （67.45） （7.77） =0.9379 

由方差分析表中得到，模型通过 F 检验，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总体是显著的。由模型参数表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5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5005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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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变量 ， 的系数均通过 t 检验，拒绝原假设，参数均显著。综上，回归模型是有效的。 

 

（3）对回归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在影响个人所得税的因素中，由线性模型结果得到，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非私营

单位从业人员数可以作为代表因素。可支配收入与就业水平是衡量社会福利水平高低的标准，经济

发展，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对个人所得税收产生重大的影

响。 

 

综上，得到影响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四大税种的影响因素汇总如下： 

表 16  四大税种的影响因素汇总 

税种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影
响
因
素 

商品进口总值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

务收入 

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城市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 

工业增加值 全社会住宅投资额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城镇非私营单位

从业人员数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

售额 

 

 

2.2.5  建立影响财政收入总模型 

（1）汇总影响因素 

根据 2.2.3 和 2.2.4 得到影响财政收入的 19 个因素，运用前进法回归进行筛选和剔除，最终得

到影响总财政收入的九个代表因素，见表 17。 

表 17  财政收入影响因素汇总 

 组成类别 各类别影响因素（影响总财政收入

的 19 个因素） 

回归后得到 9 个代表因素 

财
政
收
入
四
个
组
成
类
别 

第一类：增值税、营

业税、企业所得税 

商品进口总值  

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 

政府财政支出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 

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业增加值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工业增加值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 

全社会住宅投资额 

城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 

第二类：政府性基金

收入 

教育、经济水平 

政策影响 

第三类：对与社会生

产有关的对象所征

收税 

商品房销售面积 

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 

房屋施工面积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 

地区生产总值 

政府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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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第四类：税外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政策变动 

 

（2）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 

由于影响财政收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很大的相关性，信息重叠严重，所以，我们采用主成分分

析的方法进行降低维数，用较少的几个综合变量来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使这些独立的、互不相关

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地代表原来的信息量。主成分是原变量的线性组合，是对原来变量信息的一种提

取，既不增加总信息量，也不减少总信息量，只是对原信息进行了重新分配，它解决了原始数据的

相关性问题，实现数据的降维。借助 SPSS 软件，得到以下结果： 

表18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8.688 96.529 96.529 8.688 96.529 96.529 

2 0.155 1.724 98.254 0.155 1.724 98.254 

3 0.085 0.946 99.200 0.085 0.946 99.200 

4 0.047 0.526 99.725 0.047 0.526 99.725 

5 0.011 0.123 99.848 0.011 0.123 99.848 

6 0.007 0.075 99.923    

7 0.004 0.042 99.965    

8 0.003 0.029 99.994    

9 0.001 0.006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表19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成份 

F1  F2 F3 F4 F5 

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 0.112 -0.974 1.232 3.186 0.54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0.114 -0.312 0.762 -0.525 5.344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 0.113 -0.037 -2.346 1.377 0.236 

政府财政支出 

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

收入 

0.114 -0.240 1.182 -1.866 -3.238 

0.114 -0.307 -1.012 -1.800 0.648 

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 
0.115 -0.296 0.177 -1.243 3.194 

工业增加值 0.114 -0.214 -1.049 0.109 -2.473 

限额以上连锁店零售额 0.108 2.248 0.446 0.714 1.508 

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0.115 0.238 0.624 0.171 -5.668 

提取方法 :主成份，构成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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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释的总方差表可以知道，当我们提取前五个主成分时，累积贡献率达到 99.8%以上，即前

五个主成分几乎包含了样本的全部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包含了 96.529%的信息。 

从成份得分系数矩阵可以看到，第一主成分前面的系数均在 0.11 左右，各因素所占比例相等，

故可认为 F1 为影响财政收入综合指标；第二主成分中限额以上连锁店(公司)零售额前面系数明显大

于其他变量，连锁店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而第三产业又以服务业为代表，故 F2 代表第三产业影响指

标；第三主成分中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系数明显大于其他变量，且为负数。通过分析，普通高等

院校毕业生数越大多，该地区教育程度越高，一个地区的教育和经济又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故普

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越多，地方财政收入越大。因此，F3 为负向指标，代表该地区教育影响指标；

第四主成分中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占绝大部分比例，因此可以认为 F4 为房地产影响指标；第五主成

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较大比重，故可认为 F5 是社会固定资产影响指标。 

综上所述，主成分分析概括了所有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从宏观上来讲，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是众多而复杂的，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房地产发展以及社会固定资产

都是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原因。主成分分析的结果也从侧面验证了我们通过定性分析找到的九

个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商品房销售合同金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数、

政府财政支出、限额以上餐饮业主营业务收入、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增加值、限额以

上连锁店零售额和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相关定性分析见 2.2.3 和 2.2.4）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3）主成分分析模型的检验 

1）首先对主成分分析适用性进行检验，即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有将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如果

原始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程度很小，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化的数据结构，进行主成分分析是没有

意义的。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另外，从SPSS输出

的KMO检验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结果中也可以看出， ,说明这些变量

是适合做主成分分析且效果是不错的。 

表20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790 

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343.115 

df 36 

Sig. 0.000 

表21  KMO检验标准 

适用于主成分分析的程度 KMO 取值范围 

非常适合 0.9<KMO 

适合 0.9<KMO<0.8 

一般 0.8<KMO<0.7 

不太适合 0.7<KMO<0.6 

不适合 KMO<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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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次进行主成分方差的检验，即检验相关矩阵的特征值不同且均为正值。从表 15 解释的总

方差中可以简单看出，五个主成分均有不同的方差且显著大于 0，故通过该检验。 

3）最后进行主成分个数的选取和检验。我们采用累积贡献率的方法，当 k=5 时，累积贡献率达

到 99.8%以上，故我们选取前五个主成分已经涵盖了几乎全部样本信息，足以替代原始变量刻画总

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综上所述，我们建立的影响财政收入主成分模型是合理的。 

 

2.2.6  建立各项税收入的时间序列模型并预测 

时间序列是指同一种现象在不同时间上的相继连续的观察值排列而成的一组数字序列。时间序

列预测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预测一个现象的未来变化时，用该现象的过去行为来预测未来。即通过

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就可以揭示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将这种规律延伸到未来的一段时间，从而

对该现象的未来做出预测。 

   表 22 中所提及的地方财政收入等 20 种项目都是具有滞后性的数据，根据这一特点，我们可以

利用广州市 1999-2013 年的财政总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这 20 种项

目进行合理拟合（但不排除有误差的存在），从而对 2015 年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各项项目做出合理的

预测。 

    首先，分别对不同项目进行差分处理后得到平稳序列，再进行 )(AR p 、 )(MA q 的尝试，最终

确定模型后对其进行 t 检验与白噪声检验，发现所有模型都通过检验，并由模型得出每种项目 2014、

2015 年的预测值，结果见表 22（其中， 为随机扰动项，显著性水平为 =0.05）： 

 

表22  广州市20种财政收入相关项目模型与预测 

项目 模型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地方财政收入

合计 1

2 969.0  tttx 
 

23903002.1 23881374 

一般预算收入 1

2 7726.01.1330221  tttx 
 

12263140.2 12748265.1 

增值税 ttt xx  1

22
 

2400498 2858204 

营业税 ttt xx  1

33 91185.0
 

1745923.9 162213808 

企业所得税 ttt xx  1

33 92362.0
 

1166921.9 1155923 

个人所得税 1

2 76747.0  tttx 
 

528608 562515.2 

城市维护建设

税 1

2 9542.0  tttx 
 

1003324.2 1013703 

房产税 ttt xx   3297166197.0 1

 
682827.9054 717020.1734 

印花税 1

2 91409.028679  tttx 
 

271828.4941 289625.0207 

城镇土地使用

税 1

2 97588.0  tttx 
 

186491.6671 178772 

车船使用税 2179771.1   ttttx 
 

222007.2651 260686.4938 

契税 1

2 99449.0  tttx 
 

655368.3272 69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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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计划

亏损补贴 ttt xx   1.474668709.0 1

 
777029.6 582109.2 

行政性收费收

入 ttt xx  1

22 64712.0
 

799933.7 856874 

罚没收入 
1

2 67945.0  tttx 
 

259259.7 234994 

专项收入 1

2 9195.0  tttx 
 

472385.0635 493419 

其他收入 
ttt xx  1

22 91143.0
 

437458.1668 508331.9882 

基金预算收入 
1

4 78069.0  tttx 
 

9935105 10463330 

附：上级补助收

入 1

2 93225.0  tttx 
 

2984366.2 3041249 

税收返还收入 1

3 68117.0  tttx 
 

409556.9 406982 

注：由于篇幅限制，此处只给出增值税的模型建立和检验结果，如下图： 

 

 
图 3  增值税时间序列模型分析 

 

2.2.7  预测模型的检验 

从广州市 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5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得到 2014年财政收入部分数据的真

实值，将 2014 年的真实值和 2014 年的预测值进行比对，计算预测精度=（2014 预测值-2014 真实值）

/2014 年真实值，检验预测模型的的有效性，检验结果如表 23： 

表 23  预测精度检验 

项目 2015 年预测值 2014 年预测值 2014 年真实值 预测精度 

地方财政收入合计 23881374 23903002.1 24539000 -2.59% 

一般预算收入 12748265.1 12263140.2 12415000 -1.22% 

增值税 2858204 2400498 2537000 -5.38% 

营业税 162213808 1745923.9 1480000 0.36% 

企业所得税 1155923 1166921.9 1372000 -7.77% 

个人所得税 562515.2 528608 560000 -5.6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13703 1003324.2 1117350 -9.21% 

房产税 717020.1734 682827.9054 744900 -8.33% 

印花税 289625.0207 271828.49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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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土地使用税 178772 186491.6671 124150 50.21% 

车船使用税 260686.4938 222007.2651 —— —— 

契税 698657 655368.3272 869050 -8.28% 

国企计划亏损补贴 582109.2 777029.6 —— —— 

行政性收费收入 856874 799933.7 744900 7.39% 

罚没收入 234994 259259.7 124150 108.83% 

专项收入 493419 472385.0635 516600 -8.56% 

其他收入 508331.9882 437458.1668 476600 -8.21% 

基金预算收入 10463330 9935105 10740000 -7.49% 

附：上级补助收入 3041249 2984366.2 —— —— 

税收返还收入 406982 409556.9 —— —— 

所得税基数返还 —— —— ——  

    由表格可以看到，除了城市土地使用税、罚没收入以外，其他财政收入的各个项目的预测误差

都小于 10%，但是城市土地使用税、罚没收入真实值和预测值相差甚远。 

1）增值税等其他财政收入的各个项目的预测误差都小于 10%，说明对各个项目建立的预测模型比较

准确，由此可得，据此预测 2015 年的数据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2）专项收入、其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2014 年的真实值都比预测值稍高，可以看出非税收入增

速较高，而且近两年来增速较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广州地区的经济形势稍稍严峻，需要用非

税收入来弥补差额。 

3）罚没收入在 2014 年远远低于以前的水平，相对于其他收入，罚没收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

且，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逐步规范各种非税收入，逐步推广“费改税”，同时，公民素质也在不断

提高，所以罚没收入大幅度下降，和预测值相去甚远，仅仅依靠定量分析得到罚没收入的预测值似

乎不是很合理。 

4）城镇土地使用税在 2014 年预测值远高于当年的真实值，着很大程度上可能归结于真实值获取时

所存在的误差。我们利用 2014 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各项目的比重得到各个项目的真实值，这

过程中比重数据处理可能存在误差，导致得到的数据不准确。 

综上，对各个项目建立的预测模型总体上是准确的，得到 2015 年广州市财政收入各个项目的预

测值可以认为是有效的。 

 

2.3. 结果分析 

2.3.1  分析、识别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 

通过建立财政收入总模型，得到五个影响财政收入的主成分因子，分别是综合指标、第三产业

影响指标、教育影响指标、房地产影响指标和社会固定资产影响指标，另外，通过定性分析，政策

变动也是其一影响因素。 

第一，综合指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财政收入是一个国家各项收入得以实现的物质保证。一个

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大小往往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其次，财政收入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

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问题，实现社会总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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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给的平衡。财政收入的杠杆既可通过增收和减收来发挥总量调控作用，也可通过对不同财政资

金缴纳者的财政负担大小的调整，来发挥结构调整的作用。因此，财政收入受各个方面综合影响，

以经济影响尤为甚，其发展趋势和当前经济大环境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经济发展会促进国民收入，

从而会提高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储蓄水平，使得和财政收入增长保持一定的同向性。在经

济体制及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加，随着经济衰退而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吸

收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在扩大内需引导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第三产业的

新格局已经呈现。从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居前三位分别是零售业、交通运输业

和金融业。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心，商品零售业在经济运行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城市软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游客、商人等到广州来进行商务、旅游活动，促进旅游业、餐

饮业等发展，从而促进零售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的增长。另外，近年来，随着地铁 12 条线路同

时开工，广汕铁路外绕线、南沙港铁路建设、白云机场扩建、广州港出海航道南北段维护等工程的

开展，交通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增加，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拉动第三产业的增长。金融业方面随

着广州南沙新区、中新知识城等重大平台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企业投融资

需求不断增加，广州金融业发展加快。新兴产业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成为第三产业发展

的主体。随着广东华南新药创新中心、浙江大学华南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项目的引进，意味着新一代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有着巨大的内推力。 

尽管我国目前三个产业之间的界限不太明确，但是会相互渗透的，所以第三产业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能促进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一、第二产业也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三大

产业的结构转型。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长空间逐渐减小，而第三产业

的增长空间还相对较大，所以第三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促进财政收

入的增长，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务业这两个领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 

第三，教育指标对财政收入的影响。21 世纪初，高等院校逐渐扩大招生规模，2004 年随着大学

城的全面建成与投入使用，十一年来，累计培养高校毕业生数达到近五十万，另外，国家“千人计

划”、“长江学者”、广州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等项目的实施对吸纳人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增大教育

投入促进人才培养，从而促进创新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支持新能源汽车研发、超级计算机中心、

广汽菲亚特等重大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和重大产业化发展项目，支持交通节能和生物医药、光伏产业、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崭露头角。教育是兴国之本，教育事业的发展对

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从长远角度来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深远而且持久的。 

第四，房地产业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广州时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房地

产业发展较为成熟。自 21 世纪以来，广州房地产业由“幼稚期”向“成熟期”转变，房产业是属于

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服务业，房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建材、装饰材料、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发展，成为继

金融保险业后又一经济增长亮点，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得城市建设资金有

了明显增加，城市整体环境有了巨大改变，从而土地以及房地产业的收益得到提高，形成了以地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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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良性循环。房地产业能提供的财政收入有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契税营业税等等。另外，自 2004

年广州申亚成功，房地产业的投资信息和消费信心大大增强，房屋漏雨的消费需求增加，亚运村、

新场馆和酒店建设等项目的开展不仅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

域房地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亚运经济周期，拉动财政收入。 

第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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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拉动财政收入整体增

长。 

第六，政策变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政策出台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无论是 2004 年的废

除农业税、2014 年“营改增”试点改革、“限购令”的出台，还是南沙港成立经济自贸区，都会影

响政府性基金收入、营业税、增值税、农业税等收入，对财政收入起到干预影响。 

2.3.2  预测广州市 2015 年的财政总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 

利用广州市 1999-2013 年的财政总收入及各个类别收入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这 20

种项目进行合理拟合，从而对 2015 年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各项项目做出合理的预测。特别地，2015

年将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试点改革，到 2015 年下半年，全国将全面告别营业税，所以 2015 年广

州市财政收入中的营业税收入会大幅下降，结合政策变动，最终预测值=0.5*初始预测值。 

表 24  2015 年财政收入预测表 

项目 2015 年预测值 

地方财政收入合计 23881374 

一般预算收入 12748265.1 

增值税 2858204 

营业税 81106904 

企业所得税 1155923 

个人所得税 562515.2 

城市维护建设税 1013703 

房产税 717020.1734 

印花税 289625.0207 

城镇土地使用税 178772 

车船使用税 260686.4938 

契税 698657 

国企计划亏损补贴 582109.2 

行政性收费收入 856874 

罚没收入 234994 

专项收入 493419 

其他收入 508331.9882 

基金预算收入 10463330 

附：上级补助收入 3041249 

#税收返还收入 406982 

所得税基数返还 —— 

 

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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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财政收入受综合指标、第三产业影响指标、教育影响指标、房地产影响指标、社会

固定资产影响指标、政策变动影响，对财政收入的预测对于克服年度地方预算收支规模确定的随意

性和盲目性，正确处理地方财政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从经济因素和

非经济因素角度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增收。财政收入方面，随着央行出台下降银行准存利率，限贷政策有所松动，但受限购

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成交销售持续低迷，房地产相关税收和土地出让形势不容乐观。明年起广州市

全面停征堤围防护费，进一步扩大“营改增“改革试点范围等，都将对财政收入造成较大的冲击。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南沙成立自贸区，对南沙的金融、航运、物流和制造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自贸区这个渠道进入南沙，则可辐射珠三角地区乃至全中国，服务对象得到扩大，这将会是一

个财政增收的突破口，政府应该抓住机遇，推进建设南沙港自贸区。 

第二，节支。财政支出方面，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推进地铁、南沙港铁路等建设都需要一定的

财政资金，财政支出压力不少。建议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办公经费、

展会等一般性支出，坚持从严从简，勤俭办一切事业，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民生。 

第三，统筹兼顾。统筹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等财政收入，充分发挥各类财政资金使

用效率。对各项民生事业的投入要量入为出，保障基础民生，大力振兴服务业，增加科技投入力促

科技强市。 

第四，建设宜居城市。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增大环保投入，推进宜居城市建设，有利于城

市名片的建设，从而促进旅游、服务业、商品零售业等的发展，完善城市功能。 

第五，信息公开。公开统一部门预决算内容，进一步提高部门预决算的透明度与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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