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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及下辖各市（地区）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7）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公共融资部 

王静茹 

区域概况：黑龙江省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地处东北亚区域腹地，是亚洲与太

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亦是中国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

全省土地总面积 47.3 万平方千米，居全国第 6 位，边境线长 2981.26 千米；现辖

12 个地级市和 1 个地区行署。截至 2016 年末全省常住总人口为 3799.2 万人，城

镇化率为 59.2%。 

经济实力：黑龙江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2016 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1.54 万亿元，位居全国各省市第 21 位。依托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优势，

黑龙江省形成了以能源、石化、装备、食品等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由于对资源

型、周期性行业依赖较大，全省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中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

速放缓，2016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 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之黑

龙江省人口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的显现，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不足。 

从下辖地级市（地区）（简称“地市”）情况看，2016 年哈尔滨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6101.6 亿元，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实力在黑龙江省内各地市处于绝对

领先地位；油城大庆次之，为 2610.0 亿元，同比增长 1.7%，2016 年大庆经济虽

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受石油国际需求低迷以及减产等因素影响，地区经济增速仍

处于低位；绥化、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经济实力在省内各地市中相对尚可；

鹤岗、双鸭山、鸡西、七台河、伊春等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受经济

周期性下滑、资源枯竭以及生态保护等因素影响，经济实力较弱且后续增长乏力，

未来产业转型等面临挑战。 

财政实力： 2016 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148.4 亿元，较 2015

年下降 1.5%，受传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以及做实财政收入等因素影响仍延续下

滑趋势，但降幅较上年收窄 8.9 个百分点。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仅为

27.2%，公共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依赖大。在中央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机遇

下，黑龙江省上级补助收入有望保持增长，并对地方综合财力形成持续支撑。2016

年，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319.5 亿元，同比增长 4.4%，出现回暖迹象。 

从下辖地市情况看，黑龙江省内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与经济发展水

平较一致，其中哈尔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绝对领先，2016 年为 376.2 亿元，

其次为大庆（130.3 亿元），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在省内亦处于前列。2016

年，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化，鹤岗、牡丹江、大庆呈现恢复性增长，



2 
 

其余大部分地市均呈现下滑态势，其中经济体量较大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7.7%和-3.3%。除黑河外，2016 年各地市税收比率均超过

50%，收入质量整体尚可。但各地市公共财政自给能力较低，且现阶段收支矛盾

愈加突出，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等依赖大。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

源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其余各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相对较小。2016 年，除牡

丹江、哈尔滨、绥化、鸡西 4 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呈现增长外，其余地市均呈

下降态势，其中黑河、伊春、双鸭山、大兴安岭降幅均超过 50%。受制于区域房

地产市场较为低迷，整体看黑龙江省各地市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程

度相对偏低。 

债务状况：黑龙江省政府债务规模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2016 年末，全

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120.3 亿元，位于全国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22 位。但由

于自身财力偏弱，地方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当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 2.7 倍，位列全国 31 个省市该指标降序排列第 8 位。且近年来

全省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加之地区财政增收乏力，民生类等财政刚性支出有增无

减，区域偿债压力加大。 

从下辖各地市情况看，2016 年末，除黑河外，黑龙江省各地市政府债务偿

付压力均较大，其中伊春、哈尔滨、双鸭山 3 市 2016 年末政府债务规模均接近

或超过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 倍；黑河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轻，当年末

政府债务余额能够被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全覆盖；其余各地市该比值均

在 1~3 倍之间。截至 2017 年 9 月末，黑龙江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为 667.2 亿元，

规模在全国各省市中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大庆、哈尔滨、牡丹江。由于财力普

遍偏弱，除黑河、绥化外，省内其余各市已发债城投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特

别是双鸭山、鹤岗、七台河 3 市。 

一、黑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 黑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自然资源禀赋高，依托能源矿产等资源优势，

形成了以能源、石化、装备、食品等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目前，黑龙江省经

济总量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由于对资源型、周期性行业依赖较大，全省经

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中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速趋缓；加之省内人口流失及老

龄化问题的显现，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不足。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在土地、牧产、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方面具

有天然禀赋；且地处东北亚腹地，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陆路通往俄罗斯和欧洲大

陆的重要通道，在沿边对外开发和对俄经贸合作方面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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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铁石油等资源优势，且经过数十年发展，黑龙江省已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基

础，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近年来，随着资源枯竭、钢铁煤炭等行

业产能过剩严重，黑龙江省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经济增长显著趋缓，经济总量在

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2016 年，黑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4 万亿元，经济

规模位居全国各省市第 21 位；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1%，较 2015 年上

升 0.4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全国各省市倒序排名第 3 位。当年，黑龙江省人均生

产总值为 4.04 万元，同比增长 6.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0 万元），亦居于全

国各省市顺序排位第 21 位。 

黑龙江省人口总量在全国各省处于中游水平，近年来全省常住人口持续下滑，

人口呈现净迁出态势，且面临着人口年龄结构失调等问题。2016 年末，黑龙江

省常住人口 3799.2 万人，较 2015 年末减少 12.8 万人，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49‰。从年龄结构看，0~14 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 11.0%，较上年下

降 0.1 个百分点；65 岁以上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 11.6%，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劳动力年龄人口（15~65 岁）占比较 2015 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目前，

人口流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已对黑龙江省劳动节力供给、消费需求释放形成不

利影响，且加重了地方政府在养老、社会保障等非生产性支出的财政负担，制约

着地区经济发展后劲。 

图表 1.  2000 年以来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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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6 年黑龙江省与全国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及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3.  2016 年黑龙江省与全国其他省市人口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结构看，长期以来第二产业是推动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且

得益于土地、牧产等资源丰富，农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由于工业经济在宏观经济周期性下行中持续低迷，第一、第三产业对黑龙

江省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尤其是以批发零售、交通运输、旅游和金融等产

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支撑逐渐显著。2016 年，黑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为

17.3:28.9:53.8，其中第三产业占比较 2015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24.9 个百分点。当年，第一、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3%、8.6%，高于全

国 2.0 个、0.8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低于全国 3.6 个百分

点。 

依托资源禀赋，黑龙江省形成了以能源、装备、石化、食品四大产业为主导

的工业体系。由于支柱产业过度依赖资源，黑龙江省经济发展面临资源枯竭的困

境。在国务院先后确定的 69 个资源枯竭城市（县、区）中，黑龙江省的伊春、

大兴安岭、七台河、五大连池、鹤岗、双鸭山 6 个城市均在其列。现阶段，我国

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钢铁、石油石化、煤炭等传统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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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工业为主的黑龙江省受经济周期性下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2016

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2994.2 亿元，同比增长 2.0%，其中四大

主导产业增加值 2406.5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80.4%，同比仅增长 1.2%。当

年，全省规模以上能源工业实现增加值 1160.1 亿元，同比下滑 0.8%，降幅较上

年收窄 2.9 个百分点，以油煤为代表的能源工业持续呈现负向拉动，依然是全省

工业经济低迷的主要因素。 

随着工业走弱以及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逐步成为黑龙江省经济发展

的中坚力量。2016 年，通过强化营销引入外部需求，以及发展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培育新增长点等多角度促进服务业发展，当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对经济贡

献率达 71.7%。此外，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成为黑龙江发展现代旅游业的先天优

势。2016 年，黑龙江省全年接待游客 1.4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1.3%，实现旅游

业总收入 1603.3 亿元，同比增长 17.8%。在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政策环境下，

且作为资源消耗低的战略性产业，未来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务有望成为黑龙江省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投资和消费是拉动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对外贸易景气度持续走低，进出口对黑龙江经济增长一

直处于负向拉动。2016 年，黑龙江省实现进出口总额 165.4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3%，降幅较上年收窄 24.8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 50.4 亿美元，同比下降

37.2%；进口额 11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4%。俄罗斯仍是黑龙江省对外贸易主

体，当年对俄实现进出口总值 91.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5.3%，降幅较上年收窄

38.1 个百分点。当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3.1%，较上年提

高 1.2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受能源工业低迷，新开工项目减少以及投资资金不足等

因素影响，黑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 2014 年开始出现大幅下滑，2015 年投

资增速略有回升但仍低位徘徊。2016 年受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投资加快以

及资源型城市投资整体企稳等因素影响，黑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呈持续抬升趋势。

当年，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10432.6 亿元，同比增速为 5.5%，较 2015 年提

升 2.2 个百分点。当年，基础设施投资 2132.7 亿元，同比增长 8.3%，拉动全省

投资增长 1.7 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 864.8 亿元，同比下降 12.8%，降幅较上年

收窄 12.3 个百分点。短期内，黑龙江省仍将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等经济结构调

整期，制造业、基建等方面投资将成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消费逐步成

为拉动黑龙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全省最终消费率呈现稳步提升态

势。2016 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402.5 亿元，同比增长 10.0%，增

速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3.9 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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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强。 

图表 4.  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目前，黑龙江省正在创新发展实施“五大规划”，深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

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全省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三去

一降一补”等方面做出布置，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增加民营企业市场意识增强经

济活力，推进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以及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推进发展生态农业、

旅游业等可持续的替代产业。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

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要求深入

推进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同时，作为我国重要的沿边对外开

发地区，未来在东北振兴、“一带一路”等多项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实施中，黑龙

江省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好的政策环境。 

（二）黑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2016 年，受传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以及做实财政收入等因素影响，黑龙江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延续下滑趋势；而民生保障等方面支出持续增长，全省公

共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依赖大。当年以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出现回暖迹象，但由于易受地区土地市

场景气度、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未来该收入状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中央

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机遇下，黑龙江省上级补助收入有望保持增长，并对地方

综合财力形成有力支撑。 

近三年，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波动影响，黑龙江省地

方综合财力1出现一定波动。从构成看，黑龙江省地方综合财力主要来源于上级

补助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其地方财力仅构成一定补

                                                             
1 本报告中，地方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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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近三年，上级补助收入（含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占地

方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 56.4%、63.3%和 65.9%，占比处于较高水平且呈逐年

提升态势。考虑到在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进下，为支持黑龙江省部分资源

枯竭、产业衰退地区转型、脱贫攻坚等，中央或将在专项奖补资金安排等方面给

予黑龙江省一定的政策倾斜，全省上级补助收入有望保持增长，对地方财力形成

有力支撑。 

图表 5.  2014-2016 年黑龙江省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科目/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01.3 1165.9  1148.4 

    其中：税收收入 977.4 880.3  827.9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2250.0 2495.8  2813.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77.8 306.0  319.5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98.3 168.8  200.1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49.3 40.2  28.6 

合计 4078.4 4007.8  4309.6 

财政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434.2 4020.7  4227.3 

其中：刚性支出
（1） 1770.9 1976.0  2048.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55.5 396.2  352.7 

合计 3889.7 4416.9  4580.0 

相关指标 

税收比率
（2） 75.1% 75.5% 72.1%

刚性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6% 49.1% 48.5%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3） 37.9% 29.0% 27.2%

注：（1）刚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公共安全支出；（2）税收

比率=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财政收支决算表，新世纪评级整理 

与经济总量相比，黑龙江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财政形成能力2相对较低，2016

年为 7.5%，较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末位。受此影响，2016 年黑

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148.4 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居于第 26 位，较地区生

产总值规模排序下降 5 个位次。受经济持续下行、传统支柱产业增长乏力以及做

实财政收入等因素影响，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延续下滑态势，同比下

降 1.5%，但降幅较上年收窄 8.9 个百分点。从构成看，2016 年黑龙江省税收比

率为 72.1%，在全国各省市降序排列中位于第 10 位，收入结构稳定性尚可。 

近三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增长态势，2016 年为 4227.3 亿元，

同比增长 5.1%，主要支出方向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当年财

政用于民生的支出 2742.8 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64.9%，较上年提高 0.7 个百

分点。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平衡能力看，2016 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2 本报告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财政形成能力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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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27.2%，较上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的依赖加

大。 

图表 6.  2016 年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3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7.  2016 年全国各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6 年，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319.5 亿元，同比增长 4.4%，其

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为 200.1 亿元，同比增长 18.5%，出现回暖迹象。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构成，该部分收入易受

区域房地产市场景气度、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支出看，

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352.7 亿元，同比下降 11.0%，主要系当年安排的城

乡社区支出减少所致。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 90.6%，基金预算自

身平衡程度较好。 

二、下辖各市（地区）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黑龙江省下辖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佳木斯、鸡西、鹤

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和黑河 12 个地级市以及大兴安岭 1 个地区行署。从
                                                             
3 西藏自治区 2016 年税收占比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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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分化较为明显。黑龙江省区

域经济大致可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由哈尔滨、大庆构成的首位经济区域，

上述两地产业基础相对良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第二梯队由齐齐哈尔、牡

丹江、绥化、佳木斯组成，该区域经济在全省处于中等水平；第三梯队则包括鸡

西、鹤岗、双鸭山、伊春、七台河、黑河、大兴安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

后。总体看，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基本呈现出以哈尔滨和大庆为中心，以两江平原

上的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为次级经济中心，其余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

不均衡格局。 

图表 8.  黑龙江省行政区划图 

 

   图表来源：黑龙江政府网站 

根据“十三五”规划，黑龙江省将优化城镇化布局，依托快速铁路和高铁公

路网，推动人口、产业向城镇聚集，打造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哈牡鸡七双佳”东

环城市圈，努力建设“哈大齐北绥” 西环城市圈。以东西环城市圈为重要支撑，

辐射带动鹤岗、伊春、黑河和大兴安岭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根据《黑龙江

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从具体城市发展规划看，哈尔滨作为全省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将发挥国家对俄及东北亚开放桥头堡作用，打造为东北亚

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城市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

等综合性城市，传承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文化，发挥滨江临水的生态优势，丰富强

化城市文化特征，推动跨江发展、两岸繁荣，稳步扩大城市规模。油城大庆市，

大力发展接续产业，壮大非油经济，以工业化带动城市现代化。鸡西、双鸭山、

七台河、鹤岗等煤炭城市，加快煤炭转化，大力发展替代产业，在有条件的城市

建设现代煤化工基地。伊春、加格达奇区等林区城市（地区），加强生态保护，

推进林区经济转型，建设全国一流的生态旅游城市。边境城市黑河、绥芬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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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地缘优势，加快跨境通道和口岸建设，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打造宜居边境城市

和对俄合作重要支撑点。 

（一）下辖各市（地区）经济实力分析 

作为省会城市，哈尔滨经济实力在黑龙江省内各地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油城大庆次之，2016 年虽出现恢复性增长，但受石油国际需求低迷以及减产等

因素影响，经济增速仍处于低位；绥化、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经济实力

在省内各地市中相对尚可；鹤岗、双鸭山、鸡西、七台河、伊春等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受经济周期性下滑、资源枯竭以及生态保护等因素影响，

经济实力较弱且后续增长乏力，未来产业转型等面临挑战。 

从经济规模看，黑龙江省下辖各地市经济分化格局明显。哈尔滨作为省会城

市，经济规模在省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6101.6 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39.7%。大庆经济规模居于全省第二位，当年为 2610.0

亿元。再次为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4，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均在 1200~1400

亿元之间，上述 3 市与佳木斯5组成的第二梯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省的比重

为 30.7%。鸡西、黑河、双鸭山、鹤岗、伊春、七台河、大兴安岭 7 地市组成的

第三梯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省的比重为 15.0%，由于上述各地市大多属于资

源型依赖城市，目前正面临资源枯竭、接续替代产业发展乏力、生态环境保护等

问题，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其中鹤岗、伊春、七台河、大兴安岭经济规模不

足 300 亿元，在全省各地市中排名垫底。 

从经济增速看，除鹤岗外，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均呈增长态势，其

中哈尔滨经济增速为 7.3%，为全省最高水平；双鸭山、大庆、伊春、七台河 4

市经济增速在 2.6%~0.6%，经济持续承压，后劲增长乏力，处于省内各地市下游；

其余 7 地市增速均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1%）。受煤炭市场低迷不振以及区域

工业产业结构单一等影响，2016 年鹤岗经济出现负增长。从增速变动趋势看，

省内各地市分化较大，其中大庆、伊春、鸡西 3 市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分

别较上年回升 4.0 个、3.7 个和 2.4 个百分点。七台河、鹤岗 2 市则因区域经济结

构不合理、行业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增速分别下降 5.2 个、3.5 个百分点。未

来，资源枯竭型城市能否形成良好的接续替代产业仍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4 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中牡丹江数据不含绥芬河市（省直管县）。 
5 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中佳木斯数据不含抚远市（省直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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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黑龙江省各地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下辖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10.  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 2015 年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下辖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人均经济指标看，2016 年，大庆、哈尔滨 2 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于全

省前列，均超过全省（4.04 万元/人）及全国（5.40 万元/人）水平，对全省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显著。牡丹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4.70 万元/人，位列

全省第三位。其余各地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全省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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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6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农业、工业在黑龙江省经济结构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省内各地市产业结构存

在较大差距。以林区为主的大兴安岭、黑河、伊春 3 市具有良好的农业基础，2016

年上述 3 市第一产业占比均超过 40%，其中大兴安岭高达 49.4%。由于全省工业

体系具有明显重化工和资源依赖型特征，近年来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以及经济下

行影响，工业持续承压，第二产业对传统工业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下行通道，

相应地，地区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滑。2016 年，大庆第二产

业占比较上年下降为 6.5 个百分点至 58.4%，为全省第二产业占比最高水平；其

余各地市均在 40%以下，其中鸡西、双鸭山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滑至 24.3%、

22.1%，工业结构亟待转型调整。总体看，除哈尔滨（第三产业占比为 57.8%）

外，省内各地市第三产业占比均低于 50%，未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仍任重道远。 

图表 12.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三次产业结构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看，黑龙江省各地市经济增长普遍具有较强的投资依赖

                                                             
6 图表中大庆、大兴安岭、黑河、鹤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系以当年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计算得出。此

外，未能获取齐齐哈尔、佳木斯、绥化 3 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上述 3 市 2015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水

平位于 2.3 万元/人~3.6 万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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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近年来投资乏力拖累各地区经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此

外，受国际市场低迷影响，净出口对省内各地市经济增长多处于负向拉动。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6 年，牡丹江、哈尔滨 2 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92.0%、82.6%；其次为佳木斯、齐齐哈尔，分别为 69.6%、

69.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7.8%）。同时，由于区域投资下行，大庆、双鸭山、

伊春该比重处于全省末尾，分别为 21.7%、29.7%和 30.4%。从投资方向看，因

房地产景气低迷且面临较大去化压力，黑龙省各地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的

占比较低，普遍在 10%以内，投资主要集中于基建及制造业等方面。从投资增速

看，2016 年全省 13 个地市投资呈“10 增 3 降”，除伊春、七台河和大兴安岭下

降外，其他各地市均呈增长。从增速变动趋势看，则呈现“8 升 5 降”的局面，

其中七台河投资增速较 2015 年继续下探 12.0 个百分点至-18.7%，哈尔滨、佳木

斯、鸡西、伊春增速下降幅度均在 1.0 个百分点之内。可以看出，哈尔滨、牡丹

江、齐齐哈尔、佳木斯、绥化等综合型城市投资继续保持相对稳步的增长，资源

型城市投资在经过连续两年大幅下降后逐步触底企稳，其中鸡西、鹤岗、双鸭山、

大庆已转为正向增长，资源型城市投资整体企稳对全省投资增速提高起到关键作

用。 

图表 13.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固定资产资产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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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投资增速及房地产投资情况7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看，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投资仍普遍出现乏力状

况。除大庆、鸡西、七台河、大兴安岭外，其余 9 市仍呈负增长，其中齐齐哈尔、

牡丹江、伊春、鹤岗、黑河等降幅均在 20%以上。在经济持续承压、区域人口净

迁出以及房地产库存压力等因素下，省内各地市房地产市场景气度短期内难有显

著改观。 

图表 15.  2015-2016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8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下辖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外贸方面，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俄罗斯经

济下滑等影响，2016 年除七台河外，黑龙江省其余各地市进出口总额普遍出现

大幅下滑，当年降幅最深的为双鸭山，降幅达 78.5%；对外贸易体量居于全省前

三的大庆、哈尔滨、牡丹江9同比降幅分别为 12.7%、17.2%和 10.4%；佳木斯、

黑河、齐齐哈尔、鸡西等贸易规模次之的 4 市降幅也在 20%~55%之间。总体看，

短期内，受制于行业周期性波动以及俄罗斯经济尚未走出困境等因素，省内对外

                                                             
7 未含绥化市。 
8 未含绥化市。 
9 此处牡丹江进出口总额及增速含绥芬河市。 



15 
 

贸易较难出现触底反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依旧不足。 

图表 16.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消费方面，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增长，但增

速出现一定分化。从规模看，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佳木斯

等中心城市消费的辐射、吸纳能力较强，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贡献较大。

从增速看，全省 10 市消费增速均在 8.0%以上，大庆、七台河、大兴安岭 3 地市

增速相对较低，分别为 5.3%、5.8%和 7.7%。 

图表 17.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统计公报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下辖各市（地区）财政实力分析 

1. 下辖各市（地区）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黑龙江省内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一致，其

中哈尔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绝对领先，其次为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

绥化在省内亦处于前列。2016 年，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化，鹤岗、

牡丹江、大庆呈现恢复性增长，其余大部分地市均呈现下滑态势，其中经济体

量较大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7.7%和-3.3%。除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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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2016 年各地市税收比率均超过 50%，收入质量整体尚可。但各地市公共财

政自给能力较低，且现阶段收支矛盾愈加突出，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等依

赖加大。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看，2016 年哈尔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领先各

地市，为 376.2 亿元；依托于雄厚的油气工业基础，大庆以 130.3 亿元居全省各

地市第二位；其余各地市均低于百亿，其中齐齐哈尔、牡丹江、绥化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规模在 50~80 亿元之间；鹤岗、七台河、伊春、大兴安岭 4 地市均未超过

20 亿元，大兴安岭则以 7.7 亿元位于全省末位。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10看，2016 年黑龙江省内各地市分化大，其中鹤岗、

牡丹江、双鸭山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 21.1%、16.4%和 12.5%，呈现恢复性

增长特征；鸡西、黑河、大庆 3 市一般公共收入增速在 2%~6%之间；其余各地

市收入呈下滑态势，其中大兴安岭、七台河降幅分别为 22.2%、10.4%，跌幅相

对较大。此外，经济体量较大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7.7%

和-3.3%。从增速趋势看，2016 年齐齐哈尔、七台河、黑河、哈尔滨 4 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上年下行，下行幅度在 4~10 个百分点；其余（未含大兴安岭）

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升，其中牡丹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回升高达 50.3 个百分点，主要系市县区各级政府加大收入征管力度以及上

年基数低等因素所致。 

图表 18.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财政预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10 本报告中，财政收入增速是以当年数与上年数绝对数计算而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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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2016 年黑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及税收收入增速变动情况11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财政预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6 年哈尔滨、大庆税收比率均在 75%~80%，

收入质量及结构稳定性较好，其余各地市（除黑河外）该比率一般在 50%~70%

之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尚可；黑河市税收比率全省最低，为 48.3%。 

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看，黑龙江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16 年，大庆、哈尔滨一般公共预算

自给率分别为 49.4%和 42.9%，居于全省前两位，其中哈尔滨该比率较上年下降

6.5 个百分点；其余 11 地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 40%，公共财政收支平衡

对上级补助收入依赖大；伊春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低，仅为 11.1%。总体看，

全省各地市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刚性支出增长加快，面临的收支矛盾突出，

财政平衡对上级补助收入等依赖加大。 

图表 20.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及税收比率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财政预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2. 下辖各市（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其余各地市政府性

                                                             
11  未含大兴安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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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收入规模相对较小。2016 年，除牡丹江、哈尔滨、绥化、鸡西 4 市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呈现增长外，其余地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黑河、伊春、双鸭山、

大兴安岭降幅均超过 50%。受制于区域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整体看黑龙江省

各地市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对偏低。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看，2016 年黑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

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当年哈尔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158.3 亿元，占全省的比

重为 49.5%，占比较上年提高 8.9 个百分点。其次为齐齐哈尔、绥化、牡丹江、

大庆 4 市，分别为 24.0 亿元、18.3 亿元、13.2 亿元和 12.7 亿元；其余各地市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小，均未超过 10 亿元，其中大兴安岭仅为 0.5 亿元，居

于全省各地市最低。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看，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呈“4 升 9 降”，其中牡丹江、哈尔滨、绥化、鸡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

分别增长 48.6%、27.3%、15.6%和 10.4%。在基金收入下降的各地市中除齐齐哈

尔降幅在 10%以下，其余降幅均在 10%以上，黑河、伊春、双鸭山、大兴安岭

降幅尤甚，均超过 50%。 

图表 21.  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及增速情况12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 年，黑龙江省

各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区间在 5.9%~42.1%，其

中受基金收入增加以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略有下跌影响，哈尔滨该比值较上年提

高 11.6 个百分点，为全省最高水平。由于区域土地市场景气度低迷，黑龙江省

内各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普遍处于下行空间，一定程度反映出黑龙江省各地区

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程度相对偏低。 

                                                             
12 未含大兴安岭 2015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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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2015-2016 年黑龙江省各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根据黑龙江省下辖各地市财政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三、黑龙江省及下辖各市（地区）债务状况分析 

（一）黑龙江省债务状况分析 

黑龙江省政府债务规模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但由于自身财力偏弱，地

方债务负担相对较重。且近年来全省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加之地区财政增收乏

力，民生类等财政刚性支出有增无减，区域偿债压力加大。 

为推进实施脱贫攻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及支持城市道路和

公路建设、保障性住房等重大公益项目及产业项目建设等，近年来黑龙江省债务

规模持续扩大。2016 年末，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即审计口径中政府负有偿

还责任的债务）较 2015 年末增加 54.8 亿元至 3120.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为 2421.0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699.3 亿元。从债务级次看，省级债务 414.5 亿

元，占比 13.2%；市级债务 2042.1 亿元，占 65.3%；县（市、区）级债务 672.7

亿元，占比 21.5%。 

图表 23.  近年来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债务限额情况 

 

数据来源：黑龙江省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报告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6 年末，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位于全国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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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绝对规模处于中下游水平。以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规模相对比，2016 年末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 2.7 倍，位列全国 31 个省市该指标降序排列第 8 位，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图表 24.  2016 年末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文件，新世纪评级整理 

经核定，2016 年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422.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701.2 亿元，专项债务 720.8 亿元；当年新增债务限额为 257.0 亿元。2017 年，

黑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额度 3802 亿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380 亿元。总体看，

近年来黑龙江省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且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同时保民生等刚性支

出有增无减，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 

（二）下辖各市（地区）债务状况分析 

从债务偿付压力看，2016 年末，黑龙江省除黑河外，各地市政府债务偿付

压力均较大，其中伊春、哈尔滨、双鸭山 3 市 2016 年末政府债务规模均接近或

超过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 倍；黑河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轻，当年末

政府债务余额能够被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全覆盖；其余各地市该比值均

在 1~3 倍之间。 

从政府债务规模看，哈尔滨13政府债务规模在黑龙江省内各地市中最大，

2016 年末为 1650.5 亿元；其次，牡丹江、大庆、绥化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156.1

亿元、146.3 亿元和 113.5 亿元；其余各地市政府债务余额均未超过百亿，其中

黑河为 17.5 亿元，为全省最低水平。以 2016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进行对比，伊春该倍数为 4.87 倍，系各地市最高；其次为哈尔滨、双

鸭山，分别为 4.39 倍、3.96 倍；大兴安岭、七台河、牡丹江、佳木斯、绥化 5

市该比率在 2~3 倍之间；除黑河低于 1 倍以外，其余各地市14均在 1~2 倍之间。

                                                             
13 哈尔滨未披露 2016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此处以 2016 年末市、区政府债务余额近似替代。 
14  未获得鸡西市 2016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此处以 2015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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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省内各地市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图表 25.  2016 年末黑龙江省各地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黑龙江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在全国各省中相对较小，从地市看，除双鸭山、

牡丹江、七台河、大庆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较大外，其余省内各地市城投债偿

付压力较轻。由于财力普遍偏弱，除黑河、绥化外，省内其余各地市城投平台

负债负担相对较重，特别是双鸭山、鹤岗、七台河 3 市；大兴安岭地区无存续

城投债。 

从黑龙江省存续城投债情况看，截至 2017 年 9 月末，全省城投平台债券余

额合计 667.2 亿元，在全国 30 个省市（不含西藏，下同）规模降序排列中居于

第 26 位。从省内各地市城投债规模看，大庆、哈尔滨 2 市城投债余额规模最大，

分别为 153.8 亿元、151.2 亿元，分别占全省债务余额的 23.1%和 22.7%；其次为

牡丹江（含绥芬河，下同）15，占全省债务余额的 15.5%；其余各地市城投债余

额均为超百亿，合计占比为 25.2%，省本级城投债余额为 90.5 亿元，占比 13.6%。 

以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除双鸭山、牡丹江、

七台河、大庆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较大外，其余黑龙江省内各地市城投债偿付压

力较轻。截至 2017 年 9 月末，上述 4 市城投债存续余额与其 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分别为 1.85 倍、1.63 倍、1.48 倍和 1.18 倍；其余各地市城投债余额

均未超过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且该比率普遍在 0.5 倍以下；大兴安岭尚

无存续城投债。 

                                                             
15 截至 2017 年 9 月末，绥芬河存续的城投债余额为 6.0 亿元，2016 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余额 15.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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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黑龙江省各地市城投债存续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对比情况 

 

注：图表中未包括省本级城投债余额。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黑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16，黑龙江省全省城投平台 2016 年

末带息债务合计 0.18 万亿元，在全国 30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 29 位，

黑龙江省城投平台 2016 年末带息债务是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1.72 倍，

该指标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位列 30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24 位。从省内各地市

看，黑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分布于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牡丹江，

上述 4 市城投平台 2016 年末带息债务占比分别为 36.2%、11.5%、11.2%和 9.0%，

其余各地市合计占比为 25.5%；此外省本级城投平台 2016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占

比为 6.6%。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行对比， 2016 年末双鸭山城投平台带息债务

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53 倍，为省内各地市最高水平；其次鹤岗、七台河分

别为 3.97 倍和 3.82 倍；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鸡西在 2.5~3.0 倍；除黑河、

绥化 2 市该比值小于 1.0 倍外，其余各地市（不含大兴安岭）均处于 1.0~2.0 倍

之间。 
图表 27.  黑龙江省各地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 

 

注：图表中未包括省本级城投平台带息余额。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16 本报告中在分析城投平台有息债务时，“城投平台”范围指已发债城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