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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及下辖各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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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燕 

区域概况：青岛市是我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

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北接环渤海经济圈，东临日韩，西倚经济实力雄厚的山东

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全市陆域面积 1.13 万平方千米，下辖市南区、市北区、

黄岛区、崂山区、李沧区、城阳区和即墨区 7 个市辖区，代管胶州市、平度市和

莱西市 3 个县级市，其中市南区、市北区、崂山区和李沧区为青岛市主城区，市

南区同时为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国家级西海岸新区包括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

2016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920.4 万人，同比增长 1.18%。 

经济实力：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及国家政策支持，青岛市经济体

量居于山东省内各市首位，在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深圳市。

2016 年，青岛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11.29 亿元，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元；同年，

经济增速为 7.9%，高于全省水平 0.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水平 1.2 个百分点。近

年来，青岛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较高。投资和消

费仍是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贸易同比改善，但仍保持负增长。未

来，受益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西海岸新区等国家级战略，青岛市发展前景向

好。 

从下辖区（县）经济情况看，得益于西海岸新区、青岛蓝谷两大发展战略，

2016 年青岛市下辖黄岛区、即墨区和胶州市经济体量较大，位列前三，经济增

速保持较高水平；其中，黄岛区经济规模领先优势明显，地区生产总值大于 2500

亿元，即墨区和胶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均处于 1000 亿元至 1200 亿元之间。市

南区作为市政府所在地，消费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较高，经济体量次之，地区生

产总值规模亦大于千亿元，经济增速略低于全市水平。其余各区（县）（除李沧

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均处于 500 亿元至 1000 亿元之间，其中崂山区经济体量

刚超 500 亿元，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李沧区经济体量排名末位，为 356.03

亿元，但经济增速较高。 

财政实力：与经济体量相对应，青岛市财政实力较强，2016 年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规模超千亿元，但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主要得益于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大幅增长，当年全市财力增强。同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有

所下滑，不利于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受财权下放区（县）级财政影响，青岛市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偏小，财政自给能力偏弱，市级财政收支平衡主要依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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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补助、区市上解收入和预算调节稳定资金等弥补。 

从下辖区（县）财力情况看，2016 年经济规模居首位的黄岛区，以对外贸

易为主带动经济发展的崂山区，以消费为重要经济驱动力的市北区和市南区，以

及即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均超过百亿元，其中黄岛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超 200 亿元，居首位；城阳区、胶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次之；李沧区、

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后三位。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看，

即墨区、平度市、莱西市和胶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欠佳，税收收入占比均

处于 40%-60%之间。收支平衡方面，全市大部分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较

强，仅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较低。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方面，青岛市下辖市南区、市北区和李沧区三大主城区不核算基金收入，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以补助形式体现，2016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集中于市级、崂山区和黄岛区；其余各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

小。 

债务状况：青岛市政府债务1规模位列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十二位，仅

大于济南市、厦门市和深圳市，2016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950.56 亿元，较

上年末仅增长 2.9%。与地方财力相比，全市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城投企业带息

债务负担尚可。从下辖区（县）债务情况看，青岛市一半以上债务集中于市级，

受市级财权下放区（县）级影响，市级债务压力较重。下辖区（县）政府债务、

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债务负担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如平度市政

府债务负担相对较重，莱西市、胶州市和即墨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相对

较大。 

一、青岛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青岛市经济实力分析 

青岛市交通网络体系发达，工业基础良好，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产业结

构不断调整，经济发展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较高。2016 年，全市经济体量突破

万亿元，经济增速虽有所下滑但保持较高水平。投资和消费仍是拉动全市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贸易同比改善，但仍保持负增长。未来，受益于相关国

家级战略，青岛市发展前景向好。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北接环渤海经济圈，东临日韩，西倚经济实力

雄厚的山东腹地，区位优势明显。全市陆域面积 1.13 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约

1.22 万平方千米，海岸线（含所属海岛岸线）总长为 816.98 千米，下辖市南区、

市北区、黄岛区、崂山区、李沧区、城阳区和即墨区 7 个市辖区，代管胶州市、

                                                              
1  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下同。 



3 
 

平度市和莱西市 3 个县级市。截至 2016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920.4 万人，同

比增长 1.18%。目前，青岛市已建成集公路、铁路、港口、航空、城轨于一体的

交通网络，正逐步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便捷的交通为全市经贸、

物流等相关行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也成为推动青岛市产业升级和参与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重要引擎。此外，青岛港是我国北方知名的天然深水大港，已跻身世界十

大港口之列。港口的先天优势带动了临港工业、贸易服务业的发展，且因港口连

接起的海内外市场为全市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青岛市是我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

市、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城市。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及国家政策支持，

青岛市经济体量居于山东省内各市首位，在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市中位列第二、仅

次于深圳市。2016 年，青岛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11.29 亿元，经济体量突破

万亿元；同年，经济增速为 7.9%，高于全省水平 0.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水平

1.2 个百分点；当年，青岛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0.94 万元，为全省水平的 1.62

倍，为全国水平的 2.03 倍。 

图表 1. 2007-2016 年青岛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 2016 年青岛市与全国其他副省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对比2 

 
数据来源：相关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政府债评级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2  大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按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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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方面，近年来青岛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成效，经济发展对第三

产业的依赖度较高，同时第二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2016 年，青岛

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3.7:41.6:54.7。同年，青岛市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4160.67

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479.61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较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整体看，青岛市第二、第

三产业增速均有所放缓，当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 

服务业方面，2016 年青岛市加快国家重要的服务中心建设，全市服务业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当年，全市实现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2958.2 亿元，占服务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54%，同比增长 15.2%，其中金融、中介、科技、信息等新

兴服务业增速均超过 12%。2016 年，青岛市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230 家，法人金

融机构 26 家，上市公司达到 37 家；同年，全市海洋技术交易额、发明专利授权

数、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分别同比增长 184.9%、58.6%和 167%；全市完成港口

吞吐量 5.14 亿吨，居全球第 7 位；全市限上批发零售法人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

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9.6%，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55.5%，电信业务总量同比

增长 50.7%。 

工业发展方面，青岛市工业基础较好，在机械装备、食品饮料、石化橡胶、

家电制造、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行业有一定优势，形成了如海尔集团、海信集

团、青岛啤酒、北海船舶重工等一批国内知名制造商。为强化重点产业建设、扩

大经济总量，青岛市于 2012 年提出加快发展十条千亿级产业链3的实施意见，目

前十条千亿级产业链相关行业已成为全市第二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2016 年，

青岛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十条工业

千亿级产业链产值占比为 75.7%，同比增长 6.4%。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主要

为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家用洗衣机、房间空气调节器、啤酒、橡胶轮胎外

胎、平板玻璃、粗钢、汽车、动车组、金属集装箱等，2016 年除汽车、动车组

产量有所下降外，其余产品产量均保持增长。 

经济发展驱动力方面，投资和消费是拉动青岛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对外

贸易同比改善，但仍保持负增长。2016 年，青岛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54.7 亿

元，同比增长 13.7%，增速较上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主要系第二产业投资额下

滑所致。当年，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3582.9 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较上年下

降 2.8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3759.8 亿元，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50.4%，

同比增长 18.0%，增速较高、较上年提升 5.9 个百分点。青岛市投资领域以制造

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同年全市完成制造业投资 3370.7 亿元，同比增长 10.2%；完

                                                              
3  十条千亿级产业链指：机械装备、食品、家电、石化、电子信息、服装、汽车、橡胶、轨道交通、航泊

海工等十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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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房地产业投资 1659.0 亿元，同比增长 23.2%。目前，青岛市重点投资板块为西

海岸新区、蓝色硅谷和红岛经济区4，2016 年上述三个板块分别完成投资 2008.6

亿元、239.9 亿元和 156.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1%、27.3%和 14.1%。 

消费方面，青岛市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6 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 4104.9 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速较上年持平。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

实现零售额 3584.0 亿元，同比增长 10.4%；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520.9 亿元，

同比增长 11.4%。全年限额以上法人企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374.6 亿元，同比增

长 13.1%，其中汽车类零售额 371.0 亿元，同比增长 14.4%；石油及制品类零售

额 162.7 亿元，同比增长 5.7%；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191.4 亿元，

同比增长 24.5%；日用品类零售额 46.1 亿元，同比下降 1.6%；化妆品类零售额

24.5 亿元，同比增长 5.4%。 

港口区位、开放优势决定了青岛市外向型经济特点。2016 年，全市对外贸

易增速有所回升，但受国内外需求不振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影响，外贸

货物进出口总额仍保持负增长，当年青岛市实现外贸货物进出口总额 4350.7 亿

元，同比增速较上年提升 10.9 个百分点至-0.2%；其中，实现出口额 2821.9 亿元，

同比增长 0.2%，增速较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实现进口额 1528.8 亿元，同比

下降 0.8%，增速较上年提升 25.5 个百分点。从进出口商品看，青岛市外贸进出

口以机电产品、农产品、纺织服装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出口国家及地区集中在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东盟等。总体看，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下，青岛市对外经济增长持续承压。 

图表 3. 2008 年以来青岛市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青岛市历年统计年鉴，新世纪评级整理 

发展规划方面，2011 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青岛市
                                                             
4  西海岸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第 9 个国家级新区，位于青岛市西岸，包括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蓝色硅谷

核心区位于青岛市即墨区，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红岛经济区是在已先期启动开发的青岛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胶州湾北部园区的基础上设立，区域范围包括青岛高新区、青岛出口加工区及红岛街道、

河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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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和龙头城市。2014 年 6 月，国务院批复设立青岛

西海岸新区，以“海洋经济”为主题，探索全国海洋经济创新发展新路径。蓝色

经济区战略的实施和西海岸新区的建设有助于青岛市进一步强化产业特色、提升

经济竞争力。2014 年 2 月，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家正式

批复，青岛作为全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改区进入国家金融战略布局。

2015 年 3 月，青岛市被定位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

战略支点城市，明确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受益于相关国家级战略，未来

青岛市发展面临良好机遇。 

（二）青岛市财政实力分析 

青岛市财政实力较强，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超千亿元，但税收收

入占比相对较低。主要得益于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大幅增长，当年

全市财力增强。同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有所下滑，不利于财政收入的

稳定性。受财权下放区（县）级财政影响，青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偏

小，财政自给能力偏弱，市级财政收支平衡主要依靠上级补助、区市上解收入

和预算调节稳定资金等弥补。 

青岛市财政收入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主，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上级补助

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可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补充。2016 年，

主要得益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青岛市财力增强，同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

1774.58 亿元5，较上年增加 127.64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0.03 亿元，

占全市财政收入合计的 62.0%，规模超千亿元，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位列第三，

较上年增加 93.71 亿元。 

青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2016 年受国有资源（资产）有

偿使用收入较上年增长 88.10%至 186.57 亿元、导致非税收入大幅增长影响，全

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扩大，税收收入占比有所下降。当年，青岛市完成税收

收入761.37亿元，其中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分别占比27.8%、21.1%和13.5%，

全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9.21%，较上年下降 8.03 个百分点；

完成非税收入 338.66 亿元，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专项收入和行

政事业型收费收入为主，上述三项收入占非税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5.1%、17.0%

和 15.9%。2016 年，青岛市非税收入较上年增加 109.69 亿元。 

 

 

                                                              
5  此处财政收入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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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6 年青岛市与全国其他副省级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相关城市财政局网站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6 年，青岛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445.21 亿元，较上年减少 23.30 亿

元，主要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上年减少 21.47 亿元至 362.25 亿元所致；

同年，全市补助收入为 229.34 亿元，以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为主，得益于税

收返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较上年增长，全市补助收入较上年增加 57.22 亿

元。整体看，青岛市每年可实现相对较大规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补助收入，

可对地方财力形成补充。 

财政支出方面，与收入构成相对应，青岛市财政支出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主，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352.80 亿元，同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6为

81.32%，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当年，青岛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518.03 亿元，

85.9%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能够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所覆盖。 

图表 5. 2014-2016 年青岛市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95.36  1,006.32   1,100.03 

    其中：税收收入  748.76  777.35   761.37 

非税收入  146.60  228.97   338.66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136.34  168.37   215.03 

    其中：税收返还收入  61.37  61.95   84.9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64  23.93   24.36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71.33  82.49   105.6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85.52  468.51   445.21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71.27  383.72   362.25 

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8.42  3.74   14.31 

合计  1,625.64  1,646.94   1,774.58 

财政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74.71  1,222.87   1,352.80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99.98  489.05   518.03 

合计  1,674.69  1,711.91   1,870.83 

数据来源：2014-2016 年青岛市财政决算报告，青岛市政府债券评级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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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下同。 



8 
 

根据青政字【2012】56 号文件，为完善区（县）财政管理体制，青岛市自

2012 年起实行财政收入下放区（县）级，实行除车船税、中央分配的跨省市总

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和市本级管理的非税收入外，原纳入市本级的增值税、营业税

等下移至区（县）级财政收入。受财权下放区（县）级财政影响，青岛市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偏小，财政收入以补助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主。2016年，青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65.77亿元，

其中税收收入为 14.95 亿元，非税收入为 50.82 亿元；同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 151.17亿元，主要受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影响，较上年减少 23.30亿元；

当年，市级实现补助收入 230.59 亿元，较上年增加 51.79 亿元。 

    财政支出方面，2016 年青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21.71 亿元，市级一

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12.61%，处于偏低水平；同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为 213.84 亿元，70.7%的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能够被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所覆盖。整体看，青岛市级财政自给能力偏弱，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补助收入、

区市上解收入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弥补。2016 年，青岛市级一般公共预算区

市上解收入为 347.11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 98.24 亿元。 

二、下辖各区县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青岛市下辖市南区、市北区、黄岛区、崂山区、李沧区、城阳区和即墨区 7

个市辖区，代管胶州市、平度市和莱西市 3 个县级市，其中市南区、市北区、崂

山区和李沧区为青岛市主城区，市南区同时为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十三五”期

间，青岛市将充分发挥青岛蓝谷、青岛西海岸新区和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三大战略高地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发展新动力，建设“活

力青岛”。三大战略高地之一青岛蓝谷，将统筹蓝谷核心区、高新区胶州湾北部

园区、滨海大道科技创新及成果孵化带“一区一园一带”建设，构建创新—孵化

—产业化的空间产业链条，创建海洋特色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西海岸新区为

国家级新区，位于青岛市西岸，包括黄岛区全部行政区域，将致力于建设深远海

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和陆海统筹

发展试验区。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将探索财富管理发展的新模式和新

途径，构建中国特色财富管理体系，建设面向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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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青岛市行政区划概况 

 

资料来源：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 

图表 7. 青岛蓝谷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一）下辖各区县经济实力分析 

得益于西海岸新区、青岛蓝谷两大发展战略，2016 年青岛市下辖黄岛区、

即墨区和胶州市经济体量较大，位列前三，经济增速保持较高水平；其中，黄

岛区经济规模领先优势明显，地区生产总值大于 2500 亿元，即墨区、胶州市地

区生产总值规模均处于 1000 亿元至 1200 亿元之间。市南区作为市政府所在地，

消费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较高，经济体量次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亦大于千亿

元，经济增速略低于全市水平。其余各区（县）（除李沧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

均处于 500 亿元至 1000 亿元之间，其中崂山区经济体量刚超 500 亿元，经济发

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李沧区经济体量排名末位，为 356.03 亿元，但经济增速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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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青岛市下各辖区（县）经济增速均保持较高水平，除市南区、城

阳区经济增速低于全市水平、莱西区经济增速与全市水平持平外，其余各区（县）

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市水平。从经济体量看，黄岛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大，2016

年为 2765.69 亿元，居青岛市下辖区（县）首位；即墨区、胶州市、市南区地区

生产总值规模次之，2016 年均超千亿元，分别为 1180.48 亿元、1035.90 亿元和

1016.41 亿元；城阳区、平度市、市北区、莱西市和崂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相

对较小，均处于 500 亿元至 1000 亿元之间；李沧区地区生产总值规模排名末位，

2016 年为 356.03 亿元。 

经济增速方面，2016 年青岛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为 7.9%，下辖区（县）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区间为 7.5%至 12.3%，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国水平。得益

于西海岸新区、青岛蓝谷发展战略，黄岛区、即墨区经济增速较高，2016 年分

别为 12.3%和 10.0%。除上述两区外，李沧区、胶州市、市北区、平度市和崂山

区经济增速次之，增速区间为 8.5%至 10.1%，均高于全市水平。莱西区、市南

区、城阳区经济增速在全市排名靠后，增速区间为 7.5%至 7.9%，与全市水平持

平或略低于全市水平。 

图表 8. 2015-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数据来源：青岛市下辖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青岛市人口分布集中于黄岛区、平度市、即墨区和市北区，2016 年上述四

区（县）常住人口均超过百万人，分别为 151.59 万人、137.26 万人、121.45 万

人和 108.37 万人，合计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56.4%。从人均经济指标看，2016

年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5.40 万元，青岛市下辖各区（县）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黄岛区和市南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 15 万元，分别为

18.24 万元和 17.52 万元，在青岛市内领先；城阳区、崂山区和胶州市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均处于 10 万元至 15 万元之间，高于全市水平；即墨区、莱西市、李沧

区、市北区和平度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处于 5 万元至 10 万元之间，低于全市

水平，其中平度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5.92 万元，在全市排名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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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与常住人口情况 

 

数据来源：青岛市下辖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青岛市下辖区（县）产业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四大主城区市南区、市北区、

李沧区和崂山区，以及黄岛区经济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其中市南区和市北区

2016 年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均超过 80%；李沧区、崂山区和黄岛区第

三产业占比均处于 50%至 70%之间，分别为 67.6%、53.4%和 51.4%；其余区（县）

经济发展以第二产业为主导。 

图表 10. 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三次产业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青岛市下辖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发展驱动力看，青岛市下辖大部分区（县）经济发展对投资的依赖度

较高，如黄岛区、即墨区、胶州市、城阳区、平度市、莱西市和李沧区；部分地

区，如市南区和市北区，经济发展对消费的依赖度相对较高；崂山区经济发展则

主要依靠对外贸易。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青岛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于西海岸新区和青岛蓝谷

两大战略高地涉及区域，包括黄岛区、即墨区和胶州市，2016 年上述三区（县）

                                                             
7  部分区（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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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2003.48 亿元、1048.93 亿元和 1039.39 亿元，位

列青岛市下辖区（县）前三位，同比分别增长 17.20%、15.60%和 15.70%，增速

较高；平度市、城阳区、莱西市和李沧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次之，均处

于 500 亿元至 1000 亿元之间，同比增速均处于 11%至 15%之间；主城区市北区、

崂山区和市南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均小于 300 亿元，其中崂

山区和市南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 1.1%和 2.6%，增速偏低。

房地产投资方面，近两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李沧区和黄岛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较

大，2016 年分别为 398.89 亿元和 210.80 亿元；市北区、城阳区和崂山区房地产

开发投资规模次之，均处于 100 亿元至 200 亿元之间；其余各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规模均小于 100 亿元。 

从消费情况看，青岛市下辖区（县）消费增速均相对较高，均处于 7%至 14%

之间。主城区市南区和市北区消费规模较大，2016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为 706.73 亿元和 538.20 亿元，居青岛市下辖区（县）前两位，消费对经济的贡

献度相对较高；黄岛区消费规模次之，2016 年为 516.00 亿元；其余各区（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处于 200 亿元至 500 亿元之间。对外贸易方面，黄岛区、

市南区和城阳区进出口总额规模位列前三，2016 年分别为 815.50 亿元、554.10 亿

元和 537.00 亿元；崂山区和胶州市进出口总额规模次之，均处于 400 亿元至 500

亿元之间；其余各区（县）进出口总额规模相对较小，均小于 300 亿元。受宏观

经济下行及外部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青岛市下辖大部分区（县）进出口总额呈

负增长或低速增长，仅崂山区和平度市进出口总额增速较高，2016 年分别为 15.6%

和 10.7%，上述两区（县）进出口总额增速较高，主要系农产品、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大幅增长所致。 

图表 11. 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投资、消费、进出口规模及增速8 

 

数据来源：青岛市下辖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8  市北区 2016 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进出口总额及其同比增速数据缺失。平度市 2016 年进

出口总额数据根据 2016 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平均汇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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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辖各区县财政实力分析9 

1.下辖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16 年黄岛区、崂山区、市北区、市南区和即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较大，均超过百亿元，其中黄岛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 200 亿元，居青岛市下

辖区（县）首位；城阳区和胶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次之；李沧区、莱西

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后三位。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看，

即墨区、平度市、莱西市和胶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欠佳，税收收入占比

均处于 40%-60%之间，其余区（县）税收收入占比均超过 70%。收支平衡方面，

全市大部分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较强，仅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较低。 

青岛市财权下放区（县）级，2016 年下辖区（县）中，经济规模居首位的

黄岛区，以对外贸易为主带动经济发展的崂山区，以消费为重要经济驱动力的市

北区和市南区，以及即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分别为 212.41 亿元、

131.06 亿元、102.32 亿元、100.85 亿元和 105.05 亿元，其中前四个区（县）税

收占比均高于 70%；即墨区税收占比为 57.9%，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质量一般。城阳区和胶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次之，均处于 90 亿元

至 100 亿元之间，其中城阳区税收占比超过 80%；胶州市税收收入占比较低，为

48.1%。李沧区、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排名靠后，均处于 45

亿元至 65 亿元之间，其中李沧区税收占比超过 70%；莱西市和平度市税收收入

占比较低，分别为 52.4%和 56.7%。 

从税收收入规模看，2016 年黄岛区、崂山区、市南区和市北区税收收入规

模较大，均超过 80 亿元，其中黄岛区税收收入为 158.60 亿元，领先优势明显；

城阳区、即墨区税收收入规模次之，分别为 77.06 亿元和 60.78 亿元；李沧区、

胶州市、平度市和莱西市税收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均处于25亿元至45亿元之间，

其中平度市和莱西市税收收入规模均小于 30 亿元，排名后两位。从税收收入增

速看，2016年黄岛区和平度市税收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3.0%和7.9%。

崂山区、城阳区和市北区增速次之，均处于 4%至 6%之间。李沧区、市南区、

即墨区、莱西市和胶州市税收收入增速为负，分别为-5.3%、-12.6%、-16.1%、-20.9%

和-34.5%，其中李沧区和市南区税收下滑主要系第三产业占比突出，“营改增”

全面推行对地方留成税收形成负面影响；即墨区税收下滑主要系前两年两税（耕

地占用税和契税）清缴力度较大，随清欠工作完成，当年税收收入下降；莱西市

税收收入下降主要系契税收入减少等因素所致；胶州市税收收入下降较多，原因

不明。 
                                                              
9  该部分内容中涉及增速数据以 2016 年和 2015 年相关绝对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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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2016 年青岛市下

辖区（县）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差异明显，市南区、崂山区、城阳区、李沧区、

市北区和黄岛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超过 100%，其中市南区一般公共预算自

给率为 193.86%，其余五区（县）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处于 100%至 150%之间。

胶州市、即墨区、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 100%，其中胶州

市和即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尚可，自给率分别

为 87.86%和 81.13%；莱西市和平度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 70%，分别为

67.70%和 51.49%，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欠佳。 

图表 12. 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自给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2.下辖各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青岛市下辖市南区、市北区和李沧区三大主城区不核算基金收入，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以补助形式体现，2016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集中于市级、

崂山区和黄岛区；其余各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小，其中平

度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能力欠佳，莱西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有限、同时自

给率偏低。 

青岛市下辖市南区、市北区和李沧区不核算基金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等以补助形式体现，2016 年上述三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 12.07

亿元、45.48 亿元和 26.6 亿元。同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集中于市级、崂山区

和黄岛区，当年分别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51.17 亿元、105.94 亿元和 82.01

亿元；即墨区、城阳区、胶州市和平度市当年亦实现一定规模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对区域财力形成一定补充，分别为 30.17 亿元、24.54 亿元、17.00 亿元和 10.85

亿元；莱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偏小，为 1.63 亿元，对区域财力的贡献

度有限。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看，2016 年崂山区、黄岛区、胶州市和莱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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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保持增长；即墨区、城阳区和平度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较

上年有所下降，其中即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下降较多，较上年下降 32.7%。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看，大部分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

自给能力较强，自给率均大于 80%；平度市和莱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10较

低，均小于 70%，其中莱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 27.2%，处于偏低水平。 

图表 13. 2016 年青岛市下辖区（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及自给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三、青岛市及下辖区县债务状况分析 

（一）青岛市债务状况分析 

青岛市政府债务规模位列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十二位，仅大于济南市、

厦门市和深圳市。与地方财力相比，全市政府债务风险可控，城投企业带息债

务负担尚可。 

债务方面，2016 年末青岛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950.56 亿元，排名十五个副省

级城市第十二位，规模仅大于济南市、厦门市和深圳市，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在

财政部下达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03.6 亿元范围内，较上年末仅增长 2.9%，债

务规模得到有效控制。自 2014 年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以来，青岛市存量债务

置换进度加快。截至 2017 年 9 月末，青岛市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余额为 846.45 亿

元，是青岛市政府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与地方财力相比，2016 年末全市政府

债务余额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6.4%，是当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53.6%。整

体看，青岛市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10  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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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6 年末十五个副省级城市政府债务余额11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各市财政预决算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 2017 年 9 月末存续城投企业 2016 年末带息债务情况看，青岛市内 19 家

城投企业 2016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为 1685.31 亿元，是 2016 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

的 95.0%。整体看，青岛市城投企业债务负担尚可。截至 2017 年 9 月末，19 家

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为 512.26 亿元，是 2016 年末其带息债务余额的 30.4%，

整体看，青岛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不大。 

（二）下辖区县债务状况分析 

青岛市一半以上债务集中于市级，受市级财权下放区（县）级影响，市级

债务压力较重。下辖区（县）政府债务、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债

务负担总体可控。但个别地区，如平度市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重，莱西市、胶

州市和即墨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相对较大。 

青岛市政府债务集中于市级，2016 年末市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545.66 亿元，

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 57.4%，是 2016 年市级财政收入合计的 121.9%，整体看

市级政府债务负担较重。从下辖区（县）债务情况看，即墨区、胶州市和莱西市

政府债务数据未获取。从已获取债务数据区（县）情况看，平度市、市南区、黄

岛区、李沧区和城阳区政府债务规模相对较大，其中市南区政府债务数据以政府

性债务12数据替代，2016 年末余额分别为 60.90 亿元、60.54 亿元、55.80 亿元、

30.95 亿元和 28.74 亿元，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比率分别为

122.3%、60.0%、26.3%、49.6%和 30.2%；市北区和崂山区政府债务规模较小，

2016 年末余额分别为 10.00 亿元和 8.70 亿元，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

相比，比率分别为 9.8%和 6.6%。整体看，已获取债务数据的区（县）政府债务

                                                             
11  哈尔滨市、长春市政府债务余额数据未获取，以哈尔滨市（不含下辖县）政府债务余额、长春市（不含

三县市）政府债务余额数据替代。 
12  政府性债务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与“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

任的债务”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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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均可控，除平度市外其余区（县）政府债务负担较轻。 

图表 15. 青岛市下辖区（县）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 2017 年 9 月末存续城投企业 2016 年末带息债务情况看，青岛市公开发债

城投企业集中于市级，8家市级城投企业 2016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为 1175.60亿元，

占全市城投企业当年末带息债务余额的 69.8%，是 2016 年市级财政收入合计的

262.7%，整体看市级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偏重。胶州市、即墨区、黄岛区和莱

西市城投企业均为 2 家，2016 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138.24 亿元、

111.35 亿元、90.01 亿元和 87.48 亿元，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

分别为 150.1%、106.0%、42.4%和 168.5%；李沧区、城阳区和平度市城投企业

均为 1 家，2016 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35.63 亿元、26.48 亿元和 20.52

亿元，与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分别为 57.1%、27.8%和 41.2%。

2017 年 9 月末，主城区市南区、市北区和崂山区存续城投企业为零。整体看，

青岛市下辖区（县）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均可控，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

比率均小于 200%；其中莱西市、胶州市和即墨区该比率均大于 100%，城投企

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其余区（县）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轻。 

从 2017 年 9 月末存续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看，除市级外，青岛市下

辖区（县）城投企业 2017 年 9 月末存量债券规模均小于其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2017 年 9 月末，市级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为 297.46 亿元，占全市城投

企业存量债券余额的 58.07%，是 2016 年市级财政收入合计的 66.5%，市级城投

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尚可。下辖区（县）中，黄岛区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规

模较大，2017 年 9 月末为 82.0 亿元；其余各区（县）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规

模较小，均小于 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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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青岛市下辖区（县）城投企业债务规模与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