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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

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描绘

了今后 30 多年我国发展的美好蓝图。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和完善宏

观调控、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促进多层次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

政府债券管理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结合点 ；同时，政府债

券是金融机构开展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

手段，政府债券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中的核心

基础。因此，加强政府债券管理，发展政府债券

市场，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部作为政府债券主管部门，一直以来，

坚持市场化方向推进政府债券管理改革，着力加

强政府债券市场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债券的财政

金融功能。2017 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

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财政部政府债

券管理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进一步深化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创新，积极发

展政府债券市场，规范有序组织国债、地方债发行，

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为财政经济健康运

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深化管理改革创新

拓展政府债券功能

财政部国库司总会计师　王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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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挥政府债券在保障债券市场

平稳运行中的压舱石作用

政府债券是债券市场最主要的产品，在债券

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7 年末，地方债、

国债余额分别占债券市场余额的 20%、18%，为

债券市场中第一、第二大券种。政府债券市场平

稳运行对于债券市场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017 年债券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国际方面，

美联储加息、缩表推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逐步回

归常态，推升了全球利率中枢。国内方面，金

融防风险、去杠杆任务艰巨，货币政策稳健中

性，金融监管趋严，债券刚兑有序打破。受此影响，

2017 年债券市场波动较为剧烈，多个发行主体取

消部分债券发行，国债、信用债利差有所扩大。

财政部积极应对债券市场环境变化，统筹财

政筹资需求和债券市场运行情况，科学调配国债

发行，确保国债发行平稳有序。2017 年发行国债

面值约 3.3 万亿元（不含特别国债、境外发行国

债），同比增长约 8%。其中，发行记账式国债约

2.98 万亿元，储蓄国债约 3200 亿元。2017 年地

方政府共发行地方债约 4.36 万亿元，同比下降约

28%。其中，发行新增债券约 1.59 万亿元，同

比增长约 36% ；存量债务置换自 2016 年达到高

峰后平稳回落，全年发行置换债券约 2.77 万亿元，

同比回落约 43%。国债、地方债的顺利发行，不

仅有力地保障了积极有效财政政策的实施，同时

积极发挥政府债券的压舱石作用，促进了债券市

场平稳运行。

国债管理市场化改革取得新成效

国债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国债收

益率曲线为其他各类债券提供定价基准。2017 年

财政部着力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

曲线，稳步推进国债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

储蓄国债发行机制，取得新成效新进展。

（一）着力健全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

2016 年公布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初步形成

涵盖短端、中端、长端较为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在此基础上，2017 年，财政部进一步加强夯实国

债收益率曲线基础的机制建设，提高国债收益率

曲线有效性。

一级市场方面，完善招标规则，改进招标参

数，促进价格发现，提高国债定价的准确性 ；继

续按周发行 3 个月贴现国债，按月发行 6 个月贴

现国债，健全国债收益曲线短端 ；对 1 年、2 年、

3 年、5 年、7 年、10 年、30 年期国债均新发一

次、续发两次，减少债券碎片，改善国债流动性；

会同人民银行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预发行工

作，促进国债一、二级市场价格衔接。

二级市场方面，会同人民银行平稳启动国债

做市支持操作，通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运用随买、

随卖等工具，开展国债做市支持操作 7 次，操作

金额 65 亿元，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提供了国

债和资金支持，促进了二级市场做市交易。

（二）稳步推进国债市场对外开放

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加入 SDR 货

币篮子，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投资我国

国债的需求不断增强。2017 年末组建的新一届记

账式国债承销团中，外资银行达到 4 家，分别为

汇丰、渣打、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新增）。2017 年，

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推出了“债券通”，以香港债

券市场基础设施为连接平台，进一步拓宽了境外

机构投资境内债券的渠道。2017 年末，外资机构

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余额 9741 亿元。其中，持

有国债余额 8335 亿元，占比 86%，同比增加

2105 亿元，增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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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储蓄国债发行管理机制

面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挑战，财政部会同人

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了储蓄国债定价机制，更加注

重参考同期限定期存款、理财产品等同类产品的

收益水平。6 月、7 月，在保本型理财产品预期收

益率有所上升、前期储蓄国债销售不十分理想的

情况下，两次主动上调储蓄国债发行利率，促进

了储蓄国债顺利发行。进一步扩大储蓄国债（电

子式）网上银行销售机构范围，目前网银销售成

员已经达到 27 家，拓宽了储蓄国债销售渠道，投

资者购买便利性进一步增强。

地方债发行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2017 年，财政部积极推进地方债发行机制改

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建设取得新突破。

2017 年地方债余额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比例接

近 90%，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

机制基本建立。

（一）提高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

2017 年，财政部继续强化地方财政部门发

债工作的市场化意识，督促各地严格按市场化原

则，依法合规开展地方债承销团组建、信息披露、

信用评级、公开发行等工作，促进了地方债发

行定价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年地方债发

行利率与债券市场整体利率走势保持一致，加

权平均发行利率为 3.95%，同比上升 103 个基

点。地方债与国债利差扩大，地方债公开发行

利率比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平均高 35 个基点，同

比扩大 20 个基点。各省份地方债定价进一步分

化，东部少数省份部分期次与国债利差不足 10

个基点，西部省份部分期次与国债利差超过 70

个基点。

（二）增强地方政府债券流动性

一是推动地方政府尝试开展地方债续发行。

印发《开展地方政府债券续发行业务试点操作指

南》，建立地方债续发行制度框架。全年共有云南、

广东、四川、广西、河南 5 个省份通过续发行方

式发行地方债合计 116.64 亿元，增加了单只地方

债规模，提高了地方债流动性，促进了地方债市

场发展。

二是扩大地方债质押范围。积极推动交易场

所完善地方债质押式回购安排，全年质押式回购

规模约为 30.4 万亿元，同比增加 2.7 万亿元。鼓

励地方财政部门在地方国库现金管理中更多接受

地方债作为质押品，并积极推动人民银行在相关

货币政策操作中更多接受地方债作为质押品。目

前人民银行已将地方债纳入自动质押融资业务质

押债券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地方债的质押功能，

促进了地方债流动性改善。

（三）拓宽地方债发行渠道

初步建立了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为主，

以沪深两个交易所为辅的地方债发行渠道。2017

年在做好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交所发行

地方债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深交所发行地方债，

并实现向个人投资者分销地方债，全年共分销 1.2

亿元，较好地发挥了各发行场所对不同类型金融

机构的动员作用和对个人投资者的辐射作用，促

进了地方债投资者多元化。

（四）实施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改革

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

品种，建立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机制。2017

年，28 个省份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2406.98 亿

元，12 个省份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440.04 亿

元，深圳市试点发行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轨道交通专项债券 20 亿元，发行工作总体平稳

有序，市场反应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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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政府债券管理工作展望

新的一年，财政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政府债券管理方面将积极拓

展政府债券功能，深化国债、地方债发行市场化

改革，发挥政府债券在现代债券市场建设和市场

调控中的核心作用。

（一）拓展政府债券功能

在满足财政筹资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政

府债券在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市场定价、储备货

币资产、利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功能。落实 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

究建立国债管理和货币政策操作的沟通协调机制，

促进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完善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和利

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基准性金融资产作用，充

分发挥国债的金融核心功能。试编中国地方债收

益率曲线，并逐步加以完善，为地方债发行、交

易定价提供参考基准。

（二）加强政府债券市场建设

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券市场监测和国债做市支

持机制，积极推动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国债预

发行。继续推进政府债券续发行工作，不断完善

国债续发行机制，扩大续发行券种范围，增大单

期国债二级市场交易规模 ；指导各地加大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续发行力度，减少债券碎片，促进地

方债流动性改善。推动政府债券二级市场建设，

丰富国债期货品种，完善国债期现货价格联动机

制，建立具有足够广度、深度和高流动性的国债

二级市场 ；会同有关部门借鉴国债做市商制度有

关经验，研究探索地方债做市商制度。稳步推动

政府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完善政府债券市场基础设施

积极推进政府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统一互联工

作，推动形成托管结算机构、交易平台互联互通

的市场架构，强化对政府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统

筹监管，为财政可持续筹资和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研究完善有利于投资者交易而非

持有到期的会计、税收等制度，提高投资者二级

市场交易的积极性，促进国债投资主体多元化。

完善以银行间为主、交易所为辅的地方债发行渠

道，提高发行定价的一致性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程

度。

（四）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

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

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在严堵违法违规举债

“后门”的同时，开好“前门”，规范地方政府发

债行为。指导各地加快置换债券发行进度，引导

各地适当增加第一季度置换债券发行量，2018 年

按时完成存量债务置换工作。指导各地密切关注

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势，进一步加强发行

计划管理，按照各季度发行规模大致均衡的原则

合理制定发债安排。鼓励各地按季公布地方债发

行计划，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便利承销机构提前

做好债券认购准备，保障地方债顺利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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