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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政府信用风险评价

及债务限额估算方法探讨

摘要：针对地方政府信用风险评估问题，本文从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水平评价和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估算两方面展开，对所使用的信用评分模板和项目评估法分别做了详细介绍，

并对 31 个省（区、市）及 5 个计划单列市的相关数据统计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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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俭

2018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其中，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是重中之重。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基础是科学、合

理地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风险计量的角度

看，地方政府风险评估应重点关注地方政府信用

风险水平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两个核心问题。

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水平评价 ：信用评分模板

根据国内外金融业的实践经验，地方政府信

用风险水平可通过主体评级模型进行评估，而通

用的评级模型包括专家判断模型、评级模板模型

和统计模型。统计模型可以准确评估出信用风险

水平，即违约概率，但因我国地方政府违约样本

不足，不满足构建违约概率模型的数据充分性要

求，无法准确地估算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水平的

绝对值。相比而言，结合专家经验构建的评级模

板（即信用评分模板）对数据要求较低，可以依

据专家经验确定评级模板的评价维度、评价指标

和指标权重，从而得出地方政府的信用评分，确

定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水平的相对排序。

（一）基本原则

地方政府信用评分模板的目标是根据专家经

验建立地方政府基本情况和行为特征与违约之间

的函数关系，从而预测未来的违约行为。因此，

在设计评价维度和指标时，应紧密围绕着能否对

地方政府还款、履约能力进行预测这一目的，遵

循“POWER”原则：一是有预测力 (Predictive)，

评价维度和指标应具备经济意义，且与地方政府

还款、履约能力存在比较强的线性关系，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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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预测；二是客观性（Objective），指标

尽量客观和定量化，且保证数据可获得性，提高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三是重要性（Weighted），

地方政府履约能力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指标设

计时既要考虑评价因素的全面性，更要从中挑选

出 核 心 的 要 素； 四 是 专 家 经 验（Expertise），

评分模板的基础是专家经验，需要业务专家结

合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合理依据；五是代表性

（Representive），选取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指标，

建立最优的且指标最少的评分模板来评估地方政

府的信用风险水平。

（二）评价体系

地方政府评价体系由政府治理、经济发展、

财政实力、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五个风险维度、

20 项风险指标构成，综合评价地方政府的治理能

力、系统重要性、经济实力，以及财政的充足性、

平衡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评估出政府

信用评分，从而得出地方政府信用风险的排序。

一是政府治理。地方政府实际上是“类企业”，

利用政府治理的结构和机制，协调诸多利益相关

者的关系，主要包括上级政府、本级政府部门、

企业、居民等主体的关系，明确不同利益相关者

的权利、责任和影响，对这些利益关系的处理影

响着地方的发展方向和绩效，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越强，一定程度上其偿债能力越强。政府治理的

评价指标包括经济管理、宏观税负率、行政效率、

政府透明度和系统重要性。

二是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和地方财政息

息相关。一方面，财政收入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的，财政收入参与了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而国

民收入则是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的。另一方面，财

政会影响经济发展，地方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

与税收政策等来调节总需求，提高经济效率，促

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包括经济实力、

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

三是财政实力。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可以直

接支配的资源，是财政实力最综合、最直接的体现。

评估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既要静态地考虑财政

收入的绝对水平，也要动态地考虑财政收入的相

对变化，其评价指标包括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

入增长前景和收入稳定性。

四是财政管理。财政管理是地方财政一项经

常性的重要工作，涉及对财政活动的全过程进行

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能否保证财政

良性循环地运行，有效保障财政收入合理增长，

确保财政收支平衡，直接反映出地方财政的风险

水平，其评价指标包括财政自给率、收入结构和

支出弹性。

五是债务管理。债务管理涉及地方政府债务

的数量、期限、偿债能力等方面，评估指标包括

负债率、债务率、偿债率、流动性和债务期限结

构。负债率是债务总额和经济规模的比率，反映

对外债的依赖程度，国际安全标准是欧盟《马斯

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的 60%。债务率是债务总额

和财政总收入的比率，反映债务负担的大小，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为

90% ～ 150%。偿债率是未来一年地方政府应偿

还的债务与财政总收入的比率，反映是地方政府

短期偿债压力的大小，国际安全标准是 20%。

根据风险维度和风险指标的设计原则，确定

绝对权重（见表 1），然后根据评价内容，对各

指标进行打分，范围 1 ～ 10 分，分数越低，风

险越低，加权平均后得到地方政府综合风险评分。

（三）评价结果

通过对 31 个省（区、市）及 5 个计划单列

市的相关数据统计，从地方政府综合风险评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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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看，呈现“东强西弱，南低北高”的区域结

构特征。上海、北京、深圳 3 个一线城市稳居前

三位，各个风险维度都表现优异；长三角和泛珠

三角地方政府实力整体较高，风险偏低；中部和

西北地区风险水平中规中矩，适度关注；东北和

西南地区地方政府风险最高，其在经济发展和债

务管理方面表现相对最差，应该重点关注。

从行政层级排名分布来看，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风险水平较低，各方面评价都比较好。计划

单列市虽然经济总量不高，影响经济发展维度评

价，但在最主要的债务管理维度表现突出，主要

由于计划单列市发债较晚，整体债务水平很低。

个别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近年来预算收入和经济

发展的波动较大，甚至出现了经济统计方面的负

表 1  地方政府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风险维度 维度权重 风险指标 指标权重 评价内容

政府治理 15%

经济管理 3% 预算支出 /GDP

宏观税负率 3% 税收收入 /GDP

行政效率 3% 公共服务支出 /GDP

政府透明度 3% 地方政府透明度指数

系统重要性 3% 综合考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 20%

经济实力 7% GDP/ 总人口

经济增长 5% GDP 增长率

城镇化率 4% 城镇人口 / 总人口

产业结构 4% 地区第三产业产值 / 地区生产总值

财政实力 15%

人均财政收入 5% 财政总收入 / 总人口

收入增长前景 5% 财政总收入增长率

收入稳定性 5% 近 5 年财政总收入增长率的波动率

财政管理 20%

财政自给率 8% 预算收入 / 预算支出

收入结构 6% 税收收入 / 预算收入

支出弹性 6% 经常性支出 / 预算支出

债务管理 30%

负债率 5% 债务余额 /GDP

债务率 8% 债务余额 / 财政总收入

偿债率 6% 未来一年应偿还的债务 / 财政总收入

流动性 6% 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日均存款余额 /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债务期限结构 5% 债务期限分布的赫芬达尔指数（HH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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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新闻，其风险不容忽视。

从风险水平的严重程度来看，东北和西南个

别地区的风险最高，各个风险维度表现都欠佳，

其债务率甚至突破了 140%，偿债率指标也提示

近期偿债压力较大，整体上看应该重点关注这些

地区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估算 ：项目评估法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地

方政府能够偿还债务的最大值。目前，国内外金

融机构通用的估算企业债务限额（亦称风险限额）

的办法是基数乘数法，基数一般为所有者权益，

乘数需要通过统计估算，其理论依据是企业价值

期权理论，核心参数为违约概率、资产负债率和

资产波动率。我国地方政府违约样本不足，且尚

未编制权责发生制的综合财务报告体系，因此无

法估算出违约概率、资产负债率和资产波动率，

不能采用估算企业债务限额的基数乘数法。我国

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体系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偿债基础主要来自于预算收入，因此可采用项目

评估方法论估算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即根据平

均债务期限内，地方政府主要的、稳定的、持续

的财政收入中可自由支配部分的现值而确定。

（一）基本方法

在地方政府预算体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收入占比很小，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则专项用

于社会保险，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项用于一般

预算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是非稳定的收入来源、

数量有限且信息相对不透明，因此偿债基础主要

来自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首

先，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

安排用于民生、经济、国家安全、行政管理等方

面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按规定在一

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或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两

套预算的职能和特征差异很大。其次，从债务类

型和国家管理趋势来看，也是将一般债务和专项

债务区分处理。因此，计算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时，

应区分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如下：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 一般债务限额 + 专项债

务限额 = 

第 i 期一般预算可偿债资金

第 i 期基金预算可偿债资金

其中，n1、n2 为平均债务期限参数，r1、r2 为

债务折现率参数。

（二）参数估计

1. 可偿债资金

首先，在一般公共预算项下，可偿债资金 =

可支配财力 ×（1- 经常性支出占比）。其中，

可支配财力 = 近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税收返

还 + 一般转移支付，经常性支出占比根据地方政

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计算，为简化处理，可假

定各期可偿债资金和基期保持一致。

其次，在政府性基金预算项下，可偿债资金

= 可支配财力 ×（1- 成本性支出占比）。因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波动较大，为估算相对稳定的收

入，可支配财力根据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的算术平均值计算所得，而成本性支出占比采用

全国统一估算值。

2. 债务折现率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有 3395 只存量地方政

府债，余额共 14.46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8.90

万亿元，专项债券 5.56 万亿元。第一步，取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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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过往一年（250 个交易日）中债估价隐含收

益率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个券贴现率；第二步，

使用个券贴现率估算每只债券的现值；第三步，

分地区按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计算个券贴现率加

权平均值，权重为个券现值占比。

3. 平均债务期限

计算平均债务期限时，仍用上述计算债务折

现率的前两步计算个券贴现率和现值。然后，使

用个券贴现率估算个券久期。最后，分地区按一

般债券和专项债券计算个券的久期加权平均值，

权重为个券现值占比。

4. 经常性支出占比

经常性支出是维护政府实现其职能正常需要

和满足社会公共部门正常开支需要的财政支出，

具有较强的刚性。对于按照功能编制的政府支出

报表，经常性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 外交 + 国防 + 公共安全 + 教育 +

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 + 社会保障和就业 + 农林水

事务 +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 住房保障支出 + 粮

油物资管理事务）/ 一般预算支出。

5. 成本性支出占比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 2011—2016 年地方政府

表 2  2011—2016 年我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分析表（单位：亿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广义土地收入 32465.81 27744.58 40566.96 42050.05 31986.07 37007.02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31140.42 26652.4 39072.99 40385.86 30783.8 35639.69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93.53 897.32 1259.67 1413.89 1024.97 1189.57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31.86 194.86 234.3 250.3 177.3 177.76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 38232.31 34216.74 48030.31 50005.57 38219.95 42465.19

广义土地收入占比 84.92 81.08 84.46 84.09 83.69 87.15

资料来源：财政部

表 3  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分析表（单位：亿元、%）

年份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安排的支出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支出
广义成本性 

支出
广义土地

支出
成本性

支出占比征地和拆迁
补偿支出

补助被征地
农民支出

土地开发
支出

所有支出
小计

征地和拆迁
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
支出

所有支出
小计

2011 6775.12 602.11 1799.26 18260.64 365 110.52 669.37 146.73 9652.01 19076.74 50.60

2012 11755.36 312.95 2861.94 26337.49 529.34 217.86 1015.95 195.48 15677.45 27548.92 56.91

2013 12963.97 605.77 4885.09 25661.18 661.79 151.42 926.53 192.11 19268.04 26779.82 71.95

2014 17371.38 856.96 6610.39 34507.39 827.82 202.8 1168.21 201.52 25869.35 35877.12 72.11

资料来源：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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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决算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基金

共 40 多项，其核心是土地收支。广义土地收入是

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包括收支科目中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国有土地收

益基金收入”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考

虑到广义土地收入占

比超过 80%（见表 2），

同时政府性基金支出

中只有土地收入相关

支出列出明细，因此

可根据全国土地收支

估算成本性支出占比

作为统一参数。

土地收入的具体

支出方向大概包括成

本性支出、农业农村

支出、城市建设支出、

教育支出和安居保障

性支出等。其中，成

本性支出包括补偿性

支出和开发性支出，而补偿性支出包括征地拆迁

补偿支出、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以及支付破产

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等。2015 年后，土地收入

相关支出明细不再列示，可根据 2011—2014 年

广义土地成本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估算出政府性基

金成本性支出比例（见表 3）。

（三 ) 测算结果

根据 2017 年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数据进行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估算，结合 2018 年 4 月地方政

府债券余额情况，分析结果如下：

1. 一 般 债 券 整

体风险不大。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为 27.41 万 亿 元，

一般债券余额为 8.9

万亿元，限额占用

率 仅 为 32.46%，

整体风险不大。分

地区来看，各地区

的债务余额均在债

务限额范围内，大

部分区域限额占用

率不到 40%，部分

发达地区甚至低于

20%。

2. 专项债券风险需关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限额为 6.71 万亿元，专项债券余额为 5.56 万亿

元，限额占用率仅为 82.82%，整体风险需关注。

分地区来看，42% 的地区专项债券余额超过债务

限额，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基础是科学、

合理地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风险

计量的角度看，地方政府风险评估应重

点关注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水平和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两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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