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代价
贪污造成税收损失，而且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保罗·莫罗、保罗·梅达斯、让-马克·福尼尔
2013 年，在对洗钱案件进行例行调查时，巴

当然，这种幕后交易不仅出现在巴西这样的

西的调查人员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贿赂和操纵投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一个轰

标案牵扯到国有石油巨头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动的案件，日本多名政客收受贿赂，批准美国军用
这项逐渐为公众所知的“洗车行动”经调查发现， 飞机采购合同。这个丑闻成为通过立法手段来禁
在过去几年间，巴西部分大型建筑工程公司为从巴

止美国企业在海外行贿的一个诱因。但无论此类

西国家石油公司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向其行贿， 丑闻在何处发生，腐败，或者说以权谋私，都会

26

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一丑闻牵涉了数十名政府

使国家的各种活动扭曲变味，并最终以牺牲经济

官员和政客。

增长和民众的生活质量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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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角落

就其影响面而言，腐败可对公共财政产生极
大的危害，因为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但在商品和

腐败问题往往更为严重，因为在使用自然财富时，
这些国家的机构较为羸弱，且问责制度糟糕。

服务或者投资项目方面却需要投入更多。然而，腐

腐败也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类

败的代价远不止收入减少这么简单 ：政府的重点

企业中，管理工作很容易受到公务员和当选官员

支出发生扭曲，这削弱了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包

的影响。因此，在腐败问题较严重的国家，能源、

容性增长的能力，同时也减少了投向教育、医疗和

公用事业和交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

有效基础设施的公共资源— 这些投资会提高经

和运作效率更低。几个涉及这类企业的知名腐败

济效益和全民的生活水平。

调查案印证了滥用公共资源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法国的埃尔夫 - 阿奎坦（私有

公信力受损

化之前）以及南非国家电力和国家运输公司。而且，
研究表明，腐败是私营公司比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

腐败如何限制收入？一方面，腐败会损害政

高的原因之一。显然，在那些腐败问题不太严重的

府公平、高效地征收税费的能力。腐败的立法者

国家，所有制类型与企业业绩差异的关系就会小

在受贿后，可能会推出免税和其他存在税收漏洞

得多（Baum and others，即将发布）
。

的法规，从而有可能减少税收收入。税收制度越
是复杂和不透明，这种制度就越容易为官员利用，
在管理中擅自决策，为了一己之私索取贿赂或回
扣。例如，1996 年《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案件

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暴利成为行贿，
甚至是政府俘获的主要诱因。

中，市政工作人员涉嫌收受贿赂，制造出逃税者已
纳税的假象。更广泛地讲，税法的歪曲和税收官

政府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工作是另一个热点领

员的贪腐会降低公众对国家的信任，影响公民缴

域，因为这种采购涉及大量资金。在由 36 个发达

税的意愿。

经济体组成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公共采购平均

遏制腐败可产生重大的财政利益。我们的研

占 GDP 的 13%。与公共投资有关的采购是腐败重

究发现，在被认为腐败问题较少的国家，财政收

灾区，因为大型项目往往有其独特之处，这使成

入更高 ；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但腐败问题

本比较更为困难，也使贿赂更易被掩盖、成本更

最严重的政府相比，腐败问题最少的政府的税收

易被提高。

收入占 GDP 的比例要高出 4%。过去 20 年间，有

正因为这一点，腐败往往涉及那些投资大的

些国家在反腐斗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如果所有

复杂项目（例如，建筑和国防设备）
。相比之下，在

的国家都采取类似的举措减少腐败，那么它们的

老师和医务工作者的工资上收取贿赂要难得多。因

税收收入将增加 1万亿美元，
占全球 GDP 的1.25%。 此，在腐败高发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可能较
低，从而使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生活水平更难得

热点领域

到提高。在低收入国家中，用于教育和医疗的专项
预算要比腐败问题更严重的国家低 1/3（见图，下

域中是最为普遍的。其中一个热点领域是自然资源，

一页）
。
在腐败问题更普遍的国家，学生的考试分数

尤其是石油和采矿。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暴利成

往往也更低，这不足为奇。虽然这些国家的学生在

为行贿，甚至是政府俘获的主要诱因。在政府俘

教室里学习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的学生没有差别，但

获中，公共政策和法规会受到那些企图控制国家

教学质量更差。这不仅仅是教育支出少的原因。在

资源的腐败活动的影响。的确，资源富足国家的

某些国家，获得公立学校的教职经常会受到贿赂或
《金融与发展》 2019年 9月号

图片: istock/ dimdimich

虽然腐败几乎无处不在，但其在几个热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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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o, 7/23/19

意愿增强。同时，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政府也
有可能解决工资和养老金拖欠的问题，进一步增

倾斜的重点

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在腐败高发国，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较低。
（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最有效的反腐方式是什么？重大的政治变革

30

偶尔会带来改革和快速发展的机会。格鲁吉亚的

反腐的第25百分位（高腐败）
反腐的第75百分位（低腐败）

情况正是如此。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进步可能是循

24

序渐进的。成功离不开政治意愿、毅力和多年坚
持完善制度的决心。为了更好地了解对倡导廉洁和

18

问责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特征，我们对很多国家进
行了研究。我们的分析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具体的

12

启示 ：
6

当各国完善几个相互支持的制度来解决腐

●

败问题时，成功的几率就会提高。它们应首先关注
0

低收入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体

发达经济体

风险较高的领域—例如，采购、税收征管以及
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财

资料来源：IMF，《政府财政统计》；IMF员工的估算。
注：截至2016年的数据。

政治理框架离不开一个重要支柱，即有道德修养
的专业行政部门。机构、部委和上市企业的负责人

关系的影响。在几个发展中国家中，教师旷工这种
不太严重的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巴西的一项研究
发现，由于腐败问题，联邦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
的教育资金会有部分流失，而且学生的退学率较高，
考试分数也更差。

必须从高层入手，定下明确的基调，倡导有道德的
行为。

政府需紧跟不断发展的科技并抓住机会纠

●

正错误行为。我们的分析发现，当政府在信息与通
信技术方面投入资金，且不断增加透明度时，索贿
的几率就会下降。例如，在智利和韩国，电子采购

格鲁吉亚的成功之路

系统已成为提高透明度和杜绝腐败的强大工具。
●

提高透明度、促进出版自由有利于加强问责

减少腐败并非易事，但能带来不少好处。那

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巴拉圭正在借助在线

些大幅度减少腐败的国家可获得回报 ：税收收入

平台，让民众监督投资项目的物资和资金进展。我

激增。格鲁吉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3 年， 们的跨国分析表明，在反腐过程中，出版自由能进
格鲁吉亚新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

一步实现财政透明的好处。仅发布数据是不够的，

解决严重的腐败问题。结果，在五年间，即便在

还要确保数据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说明。在巴西，

税率降低的情况下，该国的税收收入从占 GDP 的

对于那些被怀疑滥用公款的官员来说，审计结果

12% 攀升至 25%。

的公布会影响他们的仕途，尤其是在有广播站的

格鲁吉亚的成功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税收遵从
文化 ：认为应该杜绝逃税的民众所占比例从 50%

地区。
除了努力强化国内体制之外，国际合作也至

跃升至约 80%。随着服务的完善，
包括犯罪率下降、 为关键。全球有 40 多个国家都规定本国企业为了
停电次数减少、对政府重拾信心，促使民众缴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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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海外业务而行贿是违法行为。各国也可以大力

经济生产

自然资源财富

随着资金流入、流经和流出公共部门，
腐败造成了多个领域的漏洞。

自然
资源
生产

应交税费

与国有企业签订生产共享协议

债务和援助

腐败立法人员在受贿后，
以免税和投资激励作为回报

应交税费

腐败立法人员在受贿后，
以免税和投资激励作为回报

税收征管

采购

腐败的税收官员与纳税人合谋，
帮助后者逃税

借款和赠款

总收
集资
源

腐败官员挪用的资金

定价过高的劣质
产品和服务
预算执行
“幽灵”员工和
退休人员

有关投资项目和补贴
的决策完全取决于贿
赂和赞助
未受监测账户的资金盗用

有关
支出
的预
算选
择

工资和养老金

财政部：
财务
管理

设计: IMF FISCAL MONITOR, APRIL 2019

可供支出的资源
金融监管不力
导致贪污犯罪
预算外资金和上市企业
缺乏管控
侵占预算资金和自有资金
利益冲突

打击洗钱，减少跨国犯罪机会，以防罪犯将腐败

部副主任，保罗·梅达斯（PAULO MEDAS）是

所得藏在不透明的金融中心。

该部副处长，让-马克·福尼尔（JEAN - MARC

反腐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它是恢复民

FOURNIER）是该部的经济学家。本文基于IMF

众对政府信心的必要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反

的《财政监测报告》（2019年4月）第二章“遏

腐也会带来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反腐应从国

制腐败”。

内政治意愿入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动廉洁和
问责制，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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