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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 促进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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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03 月 22 日

地方政府债券已经成为我国债券市场主要产品，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2 年经济工作要以稳
为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升效能，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投资
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券”）是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2020 年以来，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长迅速，资金使用范
围不断扩展，且专项债券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资金使用及项目收益平衡等监管
政策制度亦在不断完善，为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仍需加快专项债券
资金使用效率及绩效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完善。有鉴于此，本文在总结我国专项债
券发展历程、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系统提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专项
债券管理机制的建议。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长较快，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债券
2014 年为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发行年，试点地区分别为上海、浙
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和青岛。2015 年，地方政府债
券正式发行，至今已有 7 年多的时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规模逐步扩大，目前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产品。截至 2021 年末，全
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 30.31 万亿元，占债券市场总量的比重约为 23%；其中一般
债券余额 13.63 万亿元，专项债券余额 16.68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
限 7.8 年，其中一般债券 6.3 年，专项债券 9.0 年；平均发行利率 3.51%，一般
债券和专项债券均为 3.51%。
从发行规模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整体扩大。随着新《预算法》的
实施，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整体扩
大。其中 2015 年发行规模合计约 3.84 万亿元，以一般债券为主；2016 年，财
政部为加快完成政府存量债务置换任务，置换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使得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长；2017～2019 年发行规模较为平稳；2020 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影响，国家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地
方政府债券大量发行，全年达到 6.44 万亿元；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进
一步上升至 7.49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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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债券种类角度看，自 2019 年起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债券。
2015～2021 年，一般债券发行规模合计 17.62 万亿元，专项债发行规模合计 19.08
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券自 2015 年开始发行时为普通专项债券；2017 年专项债券
可用于项目建设，专项债券品种逐渐丰富；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厅
字【2019】33 号）
（以下简称“厅字 33 号文”），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项目资本金
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之后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债
券。2020 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专项债券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发行
规模大幅增加。2021 年专项债券发行规模仍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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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地区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券区域分化较为严重。2015 年正式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后，发行地区由 10 个新增至 37 个，且发行规模亦大幅增加，其中江
苏发行规模自首次发行至今均处于首位。2021 年，江苏、山东、广东仍为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量较多的省份，经济体量较小的宁夏、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发行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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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期限角度看，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明显延长。2019 年 4 月，财政
部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9】23 号），明确不
再限制地方政府债券期限比例结构，地方财政部门可自主确定期限。此后，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期限明显延长。2015～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由 6.35
年延长至 14.41 年，其中专项债券平均发行期限较一般债券长，主要基于专项债
券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从投资到收益时间较长的特点。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平
均发行期限 11.95 年，其中一般债券 7.70 年，专项债券 14.16 年。
综合来看，2015 年是地方政府债券正式发行元年，亦是专项债券发行元年。
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逐年扩大，目前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要产品；同时随着
国内基建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结构自 2019 年起发生较大变化，
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逐步完善，持续强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有效性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 2008 年之前处于不得
发行阶段，国务院要求各地政府不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二是 2009～2014 年 8
月期间处于代发代还、自发代还阶段，由中央统筹代还，放松了地方政府对债券
资金使用和偿还的管理机制，同时也降低了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 2014 年
5 月实施“自发自还”模式，2015 年新《预算法》实施后，确认地方政府举债权，
区分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并将其纳入预算管理，主要是为了消化存量债务，加
强地方政府对债务的管理力度。同时财政部出台《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
（财库【2015】64 号）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财库
【2015】83 号），明确一般债券融资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券融
资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后期国家每年均出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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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
专项债券自 2015 年正式发行以来，同样经历了三个转折点。一是 2015 年发
行时为普通专项债券，发行方式既有公开也有定向，既包括新增也包括置换部分；
二是 2017 年开始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三是 2019 年，根据厅
字 33 号文，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项目专项债券可
用于补充资本金。2020 年以来，为加强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规范，财政部陆续出台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梳理 2021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
的通知》（财办预【2021】29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财预【2021】61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等多项相关政
策，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重点用于市政设施、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能
源、环境保护、安居工程等国家经济建设和民生重点领域，强调融资规模与项目
收益相平衡，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专项债券项目实施穿透式监管，
对专项债券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等，切实加强
了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及风险防范。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债券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专项债券由普通专项债
券逐步演化为项目专项债券，强调债券资金与项目建设的一致性，以保证债券资
金的有效性。同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规范及债务管理等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强
化了专项债券的发债时间、期限、信用评级等多方面的有序性，逐渐规范了专项
债券发行及使用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管理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存在区域内错配风险，专项债券的偿债来源为政府性基金或专
项收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专项债券绩效监管不全面，存在资金挪用风险
近年来，专项债券正逐步替代融资平台在基建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府融资
功能，缓释隐性债务风险，同时已成为基建资金的重要来源。2022 年我国经济以
稳为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注重提升效能，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
用，拟安排新发行专项债券 3.65 万亿元，继续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建设。
虽然专项债券管理正逐步完善，但仍存在以下潜在风险：
1、地方政府债券存在区域内错配风险。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政府，
但资金需求方主要为下辖市县级政府。由省级政府代为发行并逐级转贷的方式虽
有利于在省内化解债务风险，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收益很难在短期内覆盖偿债
需求，某些项目可能存在资金需求和偿债能力在区域内错配风险。
2、专项债券的偿债来源为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收入存在不确定性。专
项债券偿债来源为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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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金收入。目前全国房地产行业持续处于调控阶段，个别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券投
向和资金使用效率受到限制，对土地出让计划产生一定影响；同时，2017 年，财
政部制定了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的专项债券发行要求，需测算项目预期
收益，收益的测算均基于多项假设条件及历史数据，且根据收益情况来确定加压
程度，测算结果均能保障资金的有效覆盖，加压程度灵活性强，收入存在不确定
性。虽然政策文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拥有必须偿债的义务，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期限逐年延长，新增债券额度持续递增，政府债务逐年累积，地方债务压力
逐年加重，专项债券风险管理仍需不断加强。
3、专项债券绩效监管不全面，存在资金挪用风险。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积极开展政府债务项目绩效管理”。财预
【2018】34 号文也明确规定“举债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通过基础性制度及政
策措施，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项目资金拨付及时性、项
目进度规范性以及项目收益兑付性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绩效监管不全面，存在
资金挪用风险。
科学安排专项债券额度，进一步完善专项债券绩效管理，健全地方政府债务
偿债机制，提高债务信息公开透明度，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些年，财政部在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加强地方政府债
券绩效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2022 年，我国以“稳”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
务，专项债券仍将作为筹集社会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工具，需要加快完善专项债
券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以保障市场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建议如下：
1、科学安排专项债券额度。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形势具有高度的不
确定性，为防控宏观下行风险，财政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整体需要，因此未来政
府债务扩张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专项债券要求以对应项目的明确收益做偿还保
障，其风险防范更多放在项目本身，依靠项目本身的收益来保证偿债的安全性，
需科学安排专项债券额度，合理匹配项目建设资金，避免专项债券快速扩容与项
目收益以及政府性基金之间的失衡问题。
2、进一步完善专项债券绩效管理，健全地方政府债务偿债机制。地方政府
应实时关注专项债券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强市场化约束机制，强化地方
财政对其专项债务风险的主体责任。完善绩效监管政策体系，避免专项债券项目
资金闲置风险，保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关注专项债券集中到期的偿债
压力，拓宽专项债券的偿债来源，加强专项债券和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
增强债务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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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债务信息公开透明度。在现有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的基础上，
充分实现省以下各级政府债务相关信息的全面公开，向市场提供更充分、更完整
的信息，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风险。
整体来看，2022 年我国经济发展以稳为主，专项债券的提质扩容，仍将作为
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坚实的资金保障。虽然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制度
已逐步完善，但为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节奏，防范地方债务持续加重的压力，
应进一步加快规范专项债券发行及绩效等方面的管理机制，更加有效防范债务风
险，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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