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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位于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东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
毗邻，西接安徽，北接山东，地跨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地
理位置优越，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开放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江苏省陆地边界线 3,383 公里，面积 10.72 万平方千米，占中国的 1.12%。
江苏下辖苏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市、常州市、徐州市、盐城市、
泰州市、扬州市、镇江市、淮安市、连云港市和宿迁市等 13 个地级市。
2019 年末，江苏省常住人口 8,070.0 万人。



全省经济与财政情况
江苏省经济实力很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 2 位，人均 GDP 位
居全国第 3 位；第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放缓。
2019 年，江苏省 GDP 实现 99,631.5 亿元，全国排名第二，人均
GDP123,607 元，全国第三，经济实力很强。同期，江苏省三次产业结
构调整至 4.3:44.4:51.3，第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速，
现代服务业势头强劲；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有所下降，投资
结构继续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放缓，仍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江苏省财政实力很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全国排名第二且质
量较好；江苏省省政府财政自给率有所下降，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
较高水平。
2019 年，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 8,802.36 亿元，全国排名
第二，增速为 2.0%，税收收入占比 83.3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
较好。2019 年，江苏省财政自给率为 70.01%，同比有所下降，但在全
国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的依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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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经济和财政情况：
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GDP 均在全国百强之内，其中苏州、南京和
无锡经济规模均超万亿元，2019 年扬州超过盐城跃居江苏省地区生
产总值第七位；苏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苏北、苏中地区除徐州和南
通外，经济体量相对较小。
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在全国百强之内，全

省经济实力很强。其中苏州市以 19,235.80 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领跑
江苏省，南京和无锡紧随其后，分别实现 14,030.15 亿元和 11,852.32
亿元，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45.29%；扬州超过
盐城跃居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第七位。2019 年，苏南地区 GDP 占江
苏省的 56.66%，苏北地区 GDP 占江苏省的 22.97%，苏中地区 GDP
占江苏省的 20.37%。
江苏省各市财政存在较大差异，苏州、南京、无锡领先于其他市，
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比普遍较高。财政自给率方面，各
市差距比较大，但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2019 年，苏州、南京与无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千亿级，其中，
苏州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1.81 亿元，居全省第一；南京和无
锡以 1,580.03 亿元和 1,036.33 亿元分列第二、三名，与第四名及之后
的城市拉开较大差距。财政自给率方面，苏州财政自给率在 100%以
上，南京、无锡和常州财政自给率达到 90%以上，镇江、南通、扬州
和泰州次之，财政自给率在 60%以上，徐州、扬州、连云港、淮安、
宿迁和盐城财政自给率不足 60%。



债务压力
江苏省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整体负债
率、偿债率低于全国水平。
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4,878.38 亿元，
全国排名第一。江苏省经济规模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规模较大，
政府债务负债率仅为 14.93%，位居全国第五，低于全国政府负债率
（21.47%）6.54 个百分点；政府偿债率为 169.03%，在全国排名第二
十六位。
2019 年，南京市政府债务余额规模最大，镇江政府债务余额增幅
较大；盐城、镇江、宿迁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分地区看，苏中、
苏北地区地方政府偿债率和负债率较高。
截至 2019 年末，南京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2,585.47 亿元，在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一，随之其后的为南通市和苏州市。镇江 2019
年政府债务余额 1,096.87 亿元，同比增长 56.21%。盐城、镇江、宿迁
偿债率在 300%以上，政府负债率在 20%以上，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
大。苏北和苏中地区政府债务偿债率在 200%左右，政府负债率在
14%～22%之间，均较高，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大。



城投平台概况
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及带息债务余额均在全国
位居第一位。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地级市城投平台带息债
务规模远大于苏北、苏中地区。苏北地区的盐城和淮安城投平台带息

债务规模较大，在 3,500 亿元以上;苏中地区南通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
模 5,402.12 亿元，领跑苏中地区。南京和苏州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相
对较高，债务压力较重。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营业收入集中在 50
亿元以下，净利润集中在 5 亿元以下，部分城投平台净利润为负。江
苏省城投平台主体信用级别在集中在 AA 和 AA+级别，AA+和 AAA
级别城投平台集中在苏州、南京、无锡等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

一、江苏省经济财政情况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东濒黄海，东南与浙江和上海毗邻，
西接安徽，北接山东，地跨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从中穿过，地理位置优越，为我国
经济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开放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江苏省陆地边界线 3,383 公里，面
积 10.72 万平方千米，占中国的 1.12%。下辖苏州市、南京市、无锡市、南通市、常州
市、徐州市、盐城市、泰州市、扬州市、镇江市、淮安市、连云港市和宿迁市等 13 个地
级市，22 个县级市、19 个县、55 个市辖区，815 个乡镇，县（市）中包含昆山、泰兴、
沭阳 3 个江苏试点省直管市（县）。根据国家商务部公开资料，江苏省共有 26 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2019 年末，江苏省常住人口 8,070.0 万人。
（一）经济情况
江苏省 GDP 全国排名第二，人均 GDP 全国第三，经济实力很强。
江苏省经济实力很强。2019 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99,631.5 亿元，全国排
名第二，仅次于广东省；增速为 6.1%，同比下降 0.6 个百分点；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23,607 元，全国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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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19 年，江苏省第二、三产业已实现共同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速，现代服务业
势头强劲。
从产业结构来看，江苏省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7 年的 4.7:45.0:50.3,调整至 2019 年
的 4.3:44.4:51.3，
第二、
第三产业占有所提升；2019 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4,296.3
亿元，同比增长 1.3%；第二产业增加值 44,270.5 亿元，同比增长 5.9%；第三产业增加
值 51,064.7 亿元，同比增长 6.6%。目前，江苏省第二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已实现共同发
展。一是先进制造业发展提速，2019 年，电气机械、医药、专用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 16.9%、19.0%、8.2%；代表新型材料、新型交通运输设备和高端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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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产品的新产品产量实现较快增长；城市轨道车辆、光缆、太阳能电池、碳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等新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同比增长 87.7%、5.7%、26.8%和 8.5%。二是现代服务业
势头强劲，2019 年，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5.9%；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同比增
长 8.7%。江苏省聚集了众多各行业的龙头企业，2020 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最新发布“2020 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中，江苏省 45 家企业上榜，包括苏宁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表1

2019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单位：亿元）
指标

数值

全国排名

99,631.5

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123,607

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802.4

2

43,379.7

2

4.3:44.4:51.3

-

地区生产总值

进出口总额（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2019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大公整理

2019 年，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有所下降，投资结构继续优化；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放缓，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9 年，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1%，增速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分类
型看，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3.2%；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9.4%。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3,972.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6%。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12,545.0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4.2%。
投资结构继续优化。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9.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3.4%，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 6.3%。第二产业投资中，工业投资增长 3.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4.6%；
制造业投资占项目投资比重为 59.8%，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 37.3%。工业技术改
造投资增长 8.6%，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63.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3.3%。电子及通
讯设备、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医药、仪器仪表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69.0%、23.7%、33.8%
和 79.5%。第三产业投资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8.6%，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增长 1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2%，增速同比下降 1.7 个百分点；按行业分，批
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增长 5.9%；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长 8.7%。全省限额以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2%。从消费品类值看，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平稳，限额以上饮
料类、烟酒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和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3.4%、4.1%、1.6%
和 8.0%。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中西药品类、化妆品类、书
报杂志类分别增长 10.6%、8.2%、19.8%。汽车类下降 1.6%；石油制品类下降 1.9%。网
上零售占比提升。
江苏省全省完成进出口总额 43,379.7 亿元，全国排名第二，同比下降 1.0%。其
中，出口 27,208.6 亿元，同比增长 2.1%；进口 16,171.1 亿元，同比下降 5.7%。从出
口主体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出口额分别同比下降 22.0%、同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13.7%。利用外资保持增长。江苏省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3,410 家，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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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9%；新批协议注册外资 62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实际使用外资 261.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1%。新批及净增资 9,000 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 377 个，同比增
长 6.8%。全年新批境外投资项目 827 个，中方协议投资额 89.5 亿美元。加快推进“一
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全年新增“一带一路”沿线对外投资项目 289 个，同比增长 23.0%，
中方协议投资额 34.3 亿美元。
2020 年 1～10 月，江苏省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0.9%，降幅较 1～9 月收窄
0.8 个百分点，年内降幅逐月收窄；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9.2%，增速较 1～9 月
加快 0.4 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6.4%，加快 1.3 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长 11.0%，回落 0.3 个百分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3.8%，降幅较 1～9
月收窄 0.9 个百分点。
（二）财政情况
江苏省财政实力很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全国排名第二且质量较好，税收收
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占比较高；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基金预算收入在
财政本年收入中的占比较高，易受国家宏观政策、土地存量、城建规划等外部因素的
影响，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转移性收入是江苏省财政本年收入的有益补充。
2019 年，江苏省财政本年收入完成 19,945.79 亿元。其中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继续增长，实现 8,802.36 亿元，
全国排名第二，增速为 2.0%，财政实力很强。同期，税收收入实现 7,339.59 亿元，在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占比高达 83.3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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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基金预算收入方面，2019 年江苏省基金预算收入为 9,249.59 亿元，同比增长 12.5%，
主要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长所致。基金预算收入在财政本年收入中的占比为
46.37%，成为江苏省财政本年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易受国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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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政策、土地存量、城建规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转移性收入方面，2019 年江苏省转移性收入 1,893.84 亿元，在财政本年收入中的
占比为 9.46%，作为江苏省财政本年收入的有益补充。
2020 年 1～10 月，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7,835 亿元，同比增长 2.3%。其
中，税收收入完成 6,521 亿元，同比增长 0.7%。主要税种增值税实现 2,488 亿元，同
比减少 7.3%；企业所得税完成 1,307 亿元，同比增长 1.9%；个人所得税完成 325 亿元，
同比增长 9.8%；土地增值税完成 513 亿元，同比增长 4.6%；契税完成 787 亿元，同比
增长 35.0%。同期，非税收入实现 1,314 亿元，同比增长 11.5%。
江苏省财政支出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
2019 年，江苏省财政本年支出为 26,723.28 亿元，同比增长 6.74%；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为 12,573.55 亿元，同比增长 7.9%，政府性基金支出为 9,907.65 亿元，
同比增长 9.4%。
2020 年 1～10 月，江苏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555 亿元，同比增长 5.3%，
其中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农林水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是主要的支出，分别为 1,865 亿元、427 亿元、1,355 亿元、
802 亿元、1,335 亿元、797 亿元和 461 亿元。
近年来，江苏省省政府财政自给率1有所下降，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
2019 年，江苏省财政自给率为 70.01%，地方财政自给能力有所下降，但在全国范
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的依赖程度较低。2020 年 1～10 月江苏省
财政自给率较 2019 年末有所回升，达到 74.23%。在不断增长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压力
面前，江苏省基金预算收入和政府债务余额有所上升，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需求形成
一定补充。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上北广浙江天山福山辽河重海安湖湖内陕河四江广云新贵宁吉黑甘青西
海京东江苏津东建西宁北庆南徽北南蒙西南川西西南疆州夏林龙肃海藏
古
江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图3

2017～2019 年全国各省市财政自给率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

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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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苏省各市经济财政情况
（一）各市经济情况
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经济实力较强，GDP 均在全国百强之内，其中苏州、南京和无
锡经济规模均超万亿元，2019 年扬州超过盐城跃居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第七位。
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在全国百强之内，全省经济实力很强。
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万亿级别的地级市有三个，其中苏州市以 19,235.80 亿元的地
区生产总值领跑江苏省，南京和无锡紧随其后，分别实现 14,030.15 亿元和 11,852.32
亿元，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45.29%；扬州超过盐城跃居江苏省地
区生产总值第七位。增速方面，13 个地级市中 8 个地级市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
于全省水平，徐州和连云港增速与全省持平，苏州、盐城和镇江经济增速低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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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省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各省市《2019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大公整理

从省内各地区来看，苏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苏北、苏中地区除徐州和南通外，
经济体量相对较小。
从区域上来看，江苏省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苏南地区受益于长江三
角洲较好的区位优势和政策扶持，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苏北和苏中地区。2019 年，包
含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和镇江在内的苏南地区 GDP 占江苏省的 56.66%，占比同比
有所下降，但对江苏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贡献度仍较大；除镇江外，其他 4 市经济总
量均位于江苏省前列。2019 年，包含徐州、盐城、淮安、连云港和宿迁在内的苏北地
区 GDP 占江苏省的 22.97%。苏中地区则包含南通、扬州和泰州，2019 年该地区生产总
值占江苏省的 20.37%。苏北、苏中地区除徐州和南通外，经济体量仍相对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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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在苏北经济发展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产业包括装
备制造、化工、钢铁、能源等传统工业基础较好，同时第三产业
（二）各市财政情况
江苏省各市财政存在较大差异，苏州、南京、无锡领先于其他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基本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比普遍较高。
2019 年，江苏省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千亿级的有三个城市，分别为苏州、
南京与无锡，与第四名及之后的城市拉开较大差距。其中，苏州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2,221.81 亿元，居全省第一；南京和无锡以 1,580.03 亿元和 1,036.33 亿元分列第
二、三名。三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占全省比重的 53.33%。从一般公共预算质量来
看，除了徐州、盐城、泰州、镇江和连云港外，其余江苏省地级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均在 80%以上，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比普遍较高。
财政自给率方面，各市差距比较大，但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苏州财政自给率
在 100%以上，南京、无锡和常州达到 90%以上，盐城、宿迁和淮安处于全省较低水平。
从财政自给率来看，苏州财政自给率在 100%以上，财政实力较强；南京、无锡和
常州财政自给率达到 90%以上，呈较高水平；镇江、南通、扬州和泰州次之，财政自给
率在 60%以上；徐州、扬州、连云港、淮安、宿迁和盐城财政自给率不足 60%，其中盐
城和宿迁财政自给率为 43.65%和 42.04%，财政自给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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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9 年江苏省各市财政收入质量和财政自给率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大公整理

三、江苏省债务负担情况
（一）全省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江苏省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但因经济规模和财政实力
较强，江苏省整体负债率、偿债率低于全国水平。
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4,878.38 亿元，规模很大且同比
增长 11.99%，增速较快；其中，江苏省本级债务余额 523.04 亿元，各地市政府债务余
额 14,355.33 亿元；一般债务余额 6,620.5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8,257.86 亿元。
江苏省经济规模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规模较大，政府债务负债率2仅为 14.93%，
位居全国第五，规模同比小幅上升，低于全国政府负债率（21.47%）6.54 个百分点；
政府偿债率3为 169.03%，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排名第二十六位。

2
3

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余额/GDP
偿债率=政府债务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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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国各省市政府债务、负债率和偿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综合来看，江苏省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很大，但整体政府负债率、偿债率低于全国水
平。
（二）各市债务情况
2019 年，南京市政府债务余额规模最大，镇江政府债务余额增幅较大；盐城、镇
江、宿迁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分地区看，苏南地区政府债务规模较大，苏中、苏
北地区地方政府偿债率和负债率较高，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相对较大。
从政府债务规模来看，截至 2019 年末，南京市在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政府债务余额为 2,585.47 亿元，随之其后的为南通市和苏州市。江苏省政府债务余额
达到千亿元以上的城市有 7 个，其中 5 个来自苏南地区，苏南地区城市整体政府债务
余额规模较大；其中，镇江 2019 年政府债务余额 1,096.87 亿元，同比增长 56.21%，
增幅较大。此外，政府债务规模排名后五名的城市中三个来自苏北地区，苏北地区政府
债务规模相对较小。从政府债务偿债率和负债率来看，盐城、镇江、宿迁偿债率在 300%
以上，政府负债率在 20%以上，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大。政府债务规模较大的苏南地区
城市，
（除镇江外）受益于当地发达的经济，偿债率和负债率相对较小，政府偿债压力
相对较小，其中苏州在全省范围内偿债率和负债率均处于最低水平；苏北和苏中地区
政府债务偿债率在 200%左右，政府负债率在 14%～22%之间，均较高，政府偿债压力相
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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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9 年江苏省各市政府债务余额、偿债率和负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江苏省城投数量较多，城投带息债务规模很大，将城投带息债务纳入考虑范围后，
南京和苏州广义政府债务规模在省内居高；从城投债务在广义政府债务中的比重来看，
江苏省各地级市城投债务在广义政府债务中的占比普遍在 70%以上，占比较高。
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较多，城投债务规模很大。截至 2019 年末，剔除未披露 2019
年审计报告的城投平台,江苏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余额合计 56,089.14 亿元。

表4

2019 年江苏省各市广义政府债务和广义负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如果将城投平台带息债务纳入政府债务，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中，
南京市广义政府债务余额规模最大，为 13,308.47 亿元，其中城投平台带息债务
10,723.00 亿元；其次为苏州，苏州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为 7,368.61 亿元，广义
政府债务规模在江苏省排名相比政府债务余额排名有所上升。此外，江苏省广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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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余额在 5,000 亿以上的有 5 个城市，其中 4 个城市在苏南地区。从城投债务在广
义政府债务中的比重来看，江苏省各地级市城投债务在广义政府债务中的占比普遍在
70%以上，占比较高；其中，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淮安、泰州和连云港占比均在
80%以上，
南通、常州、盐城、镇江、泰州、淮安、泰州、扬州和连云港广义政府偿债率4较
高，政府债务压力较大；从区域上来看，苏北和苏中地区债务压力大于苏南地区。
从广义政府偿债率来看，南通、常州、盐城、镇江、泰州、淮安、泰州、扬州和连
云港广义政府偿债率在 1000%以上，偿债率较大，当地债务压力较重；其中，连云港、
泰州、常州和淮安城投债务在广义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较高，分别为 80.71%、81.16%、
82.95%、87.29%，需关注地方城投经营情况和短期偿债压力。广义政府负债率方面，淮
安和镇江广义负债率在 100%以上，经济发展面临一定债务压力。综合来看，部分城市
政府面临较大债务压力；苏北和苏中地区债务压力大于苏南地区。

四、江苏省发债城投平台概况
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和带息债务余额均位居全国第一位；以南京、
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地级市城投平台数量及带息债务规模远大于苏北、苏中地区；
苏北地区的盐城和淮安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较大，苏中地区南通城投平台带息债务
领跑苏中地区。
截至 2019 年末，根据大公整理，江苏省城投平台共 375 家，带息债务余额总计
56,089.14 亿元，均在全国位居第一位。从城投平台数量分布上来看，苏州以 50 家居
首，南京以 45 家位居第二；从带息债务规模来看，南京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最大，
为 10,723.00 亿元，苏州城投平台带息债务 7,368.61 亿元，位居第二位。
12,000

60

10,000

50

8,000

40

6,000

30

4,000

20

2,000

10

-

0
南
京

苏
州

南
通

常
州

无
锡

淮
安

城投带息债务（左轴）

图7

盐
城

镇
江

泰
州

徐
州

扬
州

城投数量（右轴）

连
云
港

宿
迁

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及债务规模情况（单位：亿元、家）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4

广义政府偿债率=（政府债务余额+城投带息债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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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来看，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地级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远大
于苏北、苏中地区。苏北地区的盐城和淮安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较大，在 3,500 亿
元以上;苏中地区南通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 5,402.12 亿元，领跑苏中地区。
南京和苏州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债务压力较重。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
江苏省 375 家城投平台中资产负债率小于 40%的平台有 31 家，
40%～50%之间的有 51 家，50%～60%之间的有 102 家，60%～70%之间的有 172 家，资产
负债率 70%以上的平台有 19 家。综合来看，江苏省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在 60%以上的
居多；南京和苏州的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其中南京市资产负债率在 60%～70%
之间的有 30 家，70%以上的城投平台有 10 家，债务压力较重。

表5

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及资产负债率情况（单位：家）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营业收入集中在 50 亿元以下，净利润集中在 5 亿元以
下，部分城投平台净利润为负。
江苏省城投平台 2019 年营业收入规模总体在 250 亿元以下，其中营业收入在 200
亿元以上的仅有一家，总体营业收入集中在 50 亿元以下。净利润方面，江苏省城投平
台总体净利润在 30 亿元以下，集中于 5 亿元以下，14 家城投平台净利润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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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江苏省城投平台主体信用级别在集中在 AA 和 AA+级别，AA+和 AAA 级别城投平台
集中在苏州、南京、无锡等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
截至目前，除去没有披露主体信用级别的平台，江苏省城投平台主体信用级别在
A+～AAA 之间。其中，A+级别的平台 1 家，AA-级别的平台 1 家，AA 级别的平台 222 家，
AA+级别的平台 122 家，AAA 级别的平台 25 家。分区域来看，AAA 的城投平台分布于苏
州、南京和无锡，扬州的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盐城的盐城
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 2020 年新晋的 AAA 级别城投平台；AA+以上平台集中在苏
州、南京、无锡和南通等城市。综合来看，江苏省平台主体信用等级集中在 AA 和 AA+
级别，占城投平台总数的 92.72%；AA+和 AAA 级别城投平台集中在苏州、南京、无锡等
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

表6

2019 年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及信用评级情况（单位：家）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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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江苏省经济实力很强，财政实力很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全国排名第二且质
量较好；江苏省省政府财政自给率有所下降，但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GDP 均在全国百强之内，苏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苏北、苏中地区除徐州
和南通外，经济体量相对较小。江苏省各市财政存在较大差异，苏州、南京、无锡领先
于其他市，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比普遍较高。财政自给率方面，各市差距
比较大，但总体处于较高水平。
从债务负担来看，江苏省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整体负
债率、偿债率低于全国水平。2019 年，南京市政府债务余额规模最大，镇江政府债务
余额增幅较大；盐城、镇江、宿迁政府偿债压力相对较大；分地区看，苏中、苏北地区
地方政府偿债率和负债率较高。
从江苏省发债城投平台情况来看， 截至 2019 年末，江苏省城投平台数量及带息
债务余额均在全国位居第一位。以南京、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地级市城投平台带息
债务规模远大于苏北、苏中地区。苏北地区的盐城和淮安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较大，
在 3,500 亿元以上;苏中地区南通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规模 5,402.12 亿元，领跑苏中地
区。南京和苏州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债务压力较重。2019 年，江苏省城投
平台营业收入集中在 50 亿元以下，净利润集中在 5 亿元以下，部分城投平台净利润为
负。江苏省城投平台主体信用级别在集中在 AA 和 AA+级别，AA+和 AAA 级别城投平台集
中在苏州、南京、无锡等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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