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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 年地方政府债新增限额 4.37 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额度维持不变，
一般债新增额度略有收缩，资金投向领域不断完善。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回归
前置模式快速发行，财政部已提前下达 1.79 万亿元新增限额，前两个月累计发
行规模已超提前批次额度的 60%。后市来看，我们维持地方政府债将重回前置发
行模式、尽量提前完成全年发行任务的观点，预计地方政府债将保持相对较快的
发行节奏。
近日，《关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
（简称《报告》）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批准，其中，关于
地方政府债的相关安排部署如下：
第一，地方政府债新增限额 4.37 万亿元，一般债新增额度略有收缩，专项
债新增额度维持不变。2022 年，《报告》拟安排地方政府新增 0.72 万亿元一般
债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新增额度较 2021 年减少 0.1 万亿元，这是自 2021 年以来
一般债新增额度连续第二年出现回落，也是自 2017 年以来新增额度首次降至 0.8
万亿元以下。专项债新增限额 3.65 万亿元，在规模上与 2021 年持平，从历史情
况来看也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仅略低于 2020 年的 3.75 万亿元。
2022 年地方政府债新增限额的整体规模略低于去年，这一安排可能是受财
政政策调整影响所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亟需财政政策
施力发挥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作用，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长期存在，尤其在一系
列减税降费对冲政策后，地方可支配财力不足问题愈发凸显，而地方政府债在经
历连续数年大幅扩容后债务率已攀升至相对较高水平，可进一步增长空间有限。
2022 年，出于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等方面考虑，相比于扩
大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财政政策更倾向于通过加大中央转移支付来保障地方政府
的可支配财力。根据《报告》安排，2022 年中央转移支付规模将达到历史较高
水平的 9.8 万亿元，较 2021 年增加 1.5 万亿元，同比增幅达到 18%，将对一般
债新增额度收缩形成有效弥补。但另一方面，专项债仍是各级政府实施积极财政
政策、扩大有效投资的着力点，2022 年专项债继续保持较强供给力度，虽然表面
上看新增限额维持 2021 年水平不变，但考虑到 2021 年发行进度整体后置、部分
资金结转到下一年使用，2022 年实际可用资金或将高于 3.65 万亿元水平，能够
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充裕的资金保障，从而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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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地方政府新增额度的调整也将导致专项债所占比重创历史新高。
2022 年，一般债占全部新增限额的比重仅为 16.48%，而专项债比重将达到 83.52%。
事实上，从近几年地方政府债新增额度的安排情况看，专项债所占比重逐年递增，
一般债所占比重却逐年下滑。自 2015 年以来，一般债新增额度在 0.50 万亿元至
1.00 万亿元之间小幅波动，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专项债新增限额在
2015 年至 2020 年的六年间由 0.10 万亿元快速提升至 3.75 万亿元，此后 2021
年和 2022 年均保持在 3.65 万亿元的水平。伴随着专项债持续大幅扩容，其所占
比重亦快速攀升，2015 年专项债所占比重尚不足 20%，2017 年在连续两年大幅
提升后已达到近 50%的比重，2021 年和 2022 年所占比重更是均在 80%以上。
第二，专项债资金投向领域持续优化。根据《报告》部署，2022 年专项债坚
持“资金跟着项目走”，做深做细专项债项目储备，用好用足专项债作为重大项
目资本金政策，优化专项债投向领域。对于资金投向领域，2022 年专项债将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重点支持推进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项目建设，与财政部
于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 2022 年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
等文件中所圈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基本一致。同时，2022 年财政支出将优先支持
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重点专项规划等的重点项目，加大对科技攻关、
生态环保、基本民生、现代农业等领域及区域重大战略的支持力度，预计专项债
资金也将向上述领域倾斜。此外，除了传统基建项目领域，新基建在基础设施建
设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特别在当前传统基建项目趋于饱和、优质项目储备有
待改善，以及中央有序推进“双碳”战略和“东数西算”布局的背景下，亟需政
府资金发挥项目牵引作用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我们预计地方政府债在相关
领域的项目占比亦将有所改善。
第三，债券资金后续管理不断加强。根据《报告》，2022 年将持续加强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制定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工作方
案、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等制度，
促进债券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同时，专项债将适当提高使用集中度，向项目
准备充分地区倾斜，并加快债券发行使用，对违规使用专项债券的地区实施扣减
新增限额、暂停发行使用、收回闲置资金等处罚。
第四，隐性债务化解继续推进。2022 年中央坚决遏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
务的底线思维不变，将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坚决查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
题，始终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同时支持地方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防范“处置
风险的风险”。2 月 24 日，财政部广东监管局发布题为《学习贯彻全国监管局工
作会议精神突出重点扎实推进财政监管工作》的报告，其中针对隐性债务置换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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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提出“核实核清隐性债务变动情况，及时向全省各地市反馈核查结果明细，精
准督导指导问题整改；对用于置换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券资金拨付、使用进行全
流程跟踪，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化解隐性债务”的试点经验，为下一阶段其他区域
推广隐性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照。从各地情况来看，广东、上海和北京在全域范
围内推行无隐性债务试点，其中广东目前已宣布隐性债务清零；其他省市自治区
也同步积极开展隐性债务清零试点工作，但多数限于市、县级。根据西藏发布的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继 2021 年试点县级隐性债务清零
工作后，2022 年西藏将开展地市级隐性债务清零试点；陕西在《2021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中也同样指出 2022 年将“深入推进重点市县风险化
解和融资平台整合升级，推进隐性债务‘清零’试点”。但同时，债务置换在一
定程度上也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部分省市自治区已在预算执行报
告中明确指出隐性债务化解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问题。
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回归前置模式，财政部提前下达 1.79 万亿元新增限
额，前两个月累计发行规模已超提前批次额度的 60%。
1 月 1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
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要求抓紧发行今年已下达的专项债，用好中
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安排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目，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力争
在一季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2 月 14 日，财政部官网披露，经人大常务委员
会授权和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2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880 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28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4,600 亿元。
从实际发行数量和规模来看，1 至 2 月地方政府债已累计发行 350 只，同比
增长 667.78%，募集资金 12,059.52 亿元，同比增长 188.46%。具体来看，前两
个月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以新增地方政府债为主，1 至 2 月新增地方政府债共发
行 336 只，募集资金 10,776.14 亿元，占已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 17,880 亿
元的 60.27%，而去年同期由于新增额度下达相对较晚、发行进度整体后置，前两
个月并无新增地方政府债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由新增一般债和新增专项债组成，
1 至 2 月，新增一般债累计发行 36 只，募集资金 2,000.95 亿元，占新增一般债
限额的 61.00%；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 300 只，募集资金 8,775.19 亿元，占新增
专项债限额的 60.10%，两者发行进度基本相当。再融资债方面，1 至 2 月再融资
债仅发行 14 只，同比大幅下降 68.89%，募集资金 1,283.38 亿元，同比大幅下
降 69.30%。今年年初再融资债发行数量和规模整体偏低主要是由于一季度地方
政府债到期偿付压力不大、再融资需求不强所致，而去年同期新增额度下达较晚，
前两个月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以再融资用途为主，因此同比降幅较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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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分布来看，部分地区已完成首批发行额度，其中四川发行地方政府债
数量最多，山东募集资金规模最高。2022 年 1 至 2 月，共有 32 个省市自治区以
及计划单列市发行地方政府债，从发行数量来看，四川发行 41 只居于首位，其
次分别为福建和山东，分别发行 37 只和 18 只。从发行规模来看，山东募集资金
规模最高，达 1,346.97 亿元，其次分别为广东和北京，分别募集资金 1,165.59
亿元和 1,068.12 亿元。
从超额认购倍数来看，地方政府债的市场需求仍然较高，超额认购倍数处于
较高水平。分区域看，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计划单列市的平均超额认购倍数介于
7.03 倍至 36.20 倍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其中贵州、湖北、青岛、江西等省市自
治区的超额认购倍数均在 30 倍以上。分期限看，30 年期地方政府债超额认购倍
数最高，达到 30 倍以上；5 年期至 20 年期地方政府债的超额认购倍数介于 20
倍至 30 倍之间；2 年期和 3 年期地方政府债的超额认购倍数显著下降，均低于
10 倍，主要是由于短期限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相对较小，受个别债项影响较大
所致。
后市来看，我们维持地方政府债发行节奏将重回前置模式、尽量提前完成全
年发行任务的观点不变，预计地方政府债将持续处于相对较高的发行水平。从当
前的发行进度来看，每月新增地方政府债的发行规模约占新增限额的三分之一左
右，同时也已有近 30 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披露了 3 月份地方政府债的发
行计划，计划发行规模超过 0.5 万亿元。按照此进度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有望
在一季度完成大部分提前下达额度，这部分资金将与去年年末发行的地方政府债
结转资金发挥协同效应，推动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托底经济增长。再融资债方
面，由于债务滚续压力不大，一季度再融资债发行规模相对较小，但后续二季度
和三季度的兑付压力将显著提升，到期待偿还规模将分别达到 0.81 万亿元和
1.14 万亿元，随着到期规模的回升，我们预计再融资债的发行规模也将迅速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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