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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是税收支持型债务与项目收益型债务的混合体

根据《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0]19 号）及《关

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

[2010]412 号）的定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以下简称“地方融资平台”）指由地方政府

及其部门和机构、所属事业单位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具有政府公益

性项目投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我们倾向于认为，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融资（主要为债务融资）功能、以

企业（公司）为组织形式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SPV）。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包括资本金、

财政补贴等）或注入土地、股权（通常是公用事业类企业的股权）等资产，优化地方融资平台

的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使之具备可行的融资条件，从而放大财政性资金的融资规模、进而维

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特征的变化及其对信用质量的影响

曹明  袁旭 / 文 

摘要

中央政府 2010 年 6 月以来推行的规制政策，通过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内部化原则的

确认，以及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的债权人对地方政府（财政）追索权的设置，实现了地方融资平

台与地方政府（财政）的风险隔离。受此决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风险特征形成了由税收支

持型债务与项目收益型债务的混合体、以税收支持型债务为主向项目收益型债务的重大转化。

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的项目质量，成为影响其债务自偿能力的主要因素。

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债务自偿性的满足，是地方政府通过将特定来源收入与地方融资平

台投融资业务的财务平衡和资金循环相衔接的交易结构，使公益性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得以内部

化所致。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是评价项目质量

的基础因素；投融资业务（与地方政府）交易结构的设计及其具体内容，是评价项目质量的关

键因素；随着商业化运作和经营性业务的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在

项目质量以至于整体自偿能力评估中的重要性程度将提升。

相对于税收支持型债务，项目收益型债务由于偿债来源单一性的限制，具有更高的风险。

但是，受益于存量债务的税收支持型特征，在一段时期内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质量仍可获得有

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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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信贷循环。由此，一般而言，地方融资平台形成了以经营性业务（通常为公用事业）为基础、

以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以下简称“投融资业务”）为主体的运营模式，体现为其拥有超出

经营性业务偿还能力的债务负担 1 特征。

根据我们的经验，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具有不同的财务平衡方式：投融

资业务依赖政府付费；经营性业务则依赖使用者付费（包括使用者与政府共同付费）。因此，

地方融资平台的业务构成分别对应着彼此独立、体系封闭的资金循环与偿付保障 2，即投融资

业务的融资（主要）以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为偿债来源，经营性业务的融资（主要）以特定基

础设施有偿使用产生的收益为偿债来源。换言之，地方融资平台业务构成的混合性，导致了债

务构成风险特征的混合性。一般而言，投融资业务形成的债务大多属于税收支持型债务的范畴，

经营性业务形成的债务属于项目收益型债务的范畴。

地方政府注入的土地、股权等资产，是否可以成为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债务（以下简

称“融资债务”）的自偿性来源，从而改变其税收支持型债务的性质呢？我们认为，仍然需要

依据其财务平衡方式和资金循环模式进行判定。在实践中，地方融资平台大多对注入资产不具

有独立、自主的处置权，投融资业务的财务平衡与资金循环从属于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整体安排，

地方政府也相应地以整体财力承担了其融资债务的偿债责任。因此，在此种交易结构下，注入资

产的本质是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融资而透过地方融资平台为债权人提供的抵押品。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为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或者部分项目）设计“资产换项目”

的交易结构，即以注入资产的变现增值预期替代财政性资金直接注入。此种交易结构所形成的

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或者部分项目）的财务平衡与资金循环，实质上是以注入资产未来

的变现收入（包括增值收益）充当了资本金与融资债务的自偿性来源，地方政府则以注入资产

为限对地方融资平台对债权人承担有限责任，其债务的风险内部化特征较为突出，因而属于（广

义上的）项目收益型债务范畴。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与地方政府）交易结构的混

合性，也是导致其债务构成风险特征混合性的重要原因。

图表 1：地方融资平台业务构成的资金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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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内部化原则的确认，强化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项目收益型债务特征

2010 年 6 月以来，中央政府陆续发布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系列规定，从功能定位、公

司治理、投融资与运营的商业化、风险隔离等方面确认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内部化的原

则。即，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原则的重申，以及限制地方融

资平台的债权人对地方政府（财政）追索权的设置，明确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不可追溯性

（Non-recourse）和自偿性（Self-liquidated），实现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财政）的风

险隔离。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商业化运作的强调，也突显了融资债务的项目

收益型债务特征：地方融资平台作为市场主体，融资用于项目；金融机构的借款与项目直接

一一对应，按照商业贷款审查标准 3 履行信贷管理。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的项目质

量（即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务的保障程度），成为影响其融资债务以至于整体债务自偿能力的主

要因素。

图表 2：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内部化原则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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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性资产不得作为资本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在出资范

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和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补助事

业单位，均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

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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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发 [2010]19 号及财预 [2010]412 号文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债务自偿性的满足，是基于其投融资业务

（与地方政府）交易结构的设计所致，而非直接以特定基础设施有偿使用产生的收益作为偿债

1 地方政府基于政治考虑，通常将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保持在仅能维持其日常营运的水平，换言之，公用事业的营收基本以覆盖其成本费

用为限。尽管，折旧与摊销并不消耗现金流入，但是维持营运所需的必要的资本性支出，限制了其对公用事业营运实体自由现金流产出

的贡献。这意味着，公用事业向投融资业务提供额外的资本补充的能力极其有限。
2 这并不否定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与经营性业务之间发生暂时性的资金往来的可能，但资金往来不会成为某项业务稳定的、主要的偿

付保障来源。
3 主要包括项目的合规性和可行性，项目的效益性以及还款来源的充足性和持续性，项目资本金的可靠性，项目融资需求的合理性，项目

资金使用的真实性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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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针对公益性项目自偿性的不足，地方政府通过将特定来源收入与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

务的财务平衡和资金循环相衔接的交易结构 4，使公益性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得以内部化，从而

构建起地方融资平台融资债务的自偿性机制。例如，地方融资平台投资的市政道路、公共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或者产业转移为区域发展贡献了经济外部性，地方政府

则将由此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级差地租）按照约定的一定比例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返还（分

成）、基础设施代建（回购）收入等形式的对价支付（补偿）给地方融资平台。因此，地方融

资平台投融资业务（与地方政府）交易结构的设计及其具体内容，是评价其项目质量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通常同时拥有多个项目，使其融资

债务相应地具有了项目收益型债务之集合体的特点，因此交易结构的逐案化（case by case）
评价成为必要。

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交易结构，决定了（在普遍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

业务唯一的交易对手（商业客户）。地方政府负有依据交易结构的约定、向地方融资平台为其

提供的经济利益支付对价（补偿）的义务，基于双方交易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债权债务关系（商

业信用）也是地方融资平台资产的重要构成。即使是暂不纳入财政性资金范畴、源于地方融资

平台自有资产的收入（例如已注入融资平台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车辆通行费等专项收费收

入等），也需经由地方政府（财政）征收、计提之后再给予支付返还，其回收预期高度依赖于

地方政府（财政）的信用能力。同时，地方政府通常承诺给予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相应的

财政补贴，以降低项目发起人的进入成本、增强投资的经济可行性。因此，地方政府的履约情

况，直接影响项目整体收益对债务的保障程度。综合而言，地方政府作为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

是评价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项目质量的基础因素。

此外，债务风险内部化原则的确认，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需要以（由交易结构决定的）固

定的现金流入应对投融资业务中对应项目所面临的不确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地方融资平台投

融资业务的运营绩效，是其抵御不确定性冲击的弹性和缓冲的有效指示。同时，地方融资平台

业务构成的混合性和投融资业务的项目集合体特征，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其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

能力进行评估的必要性。随着商业化运作的进化和经营性业务的发展，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营管

理和风险控制能力，在投融资业务的项目质量以至于整体自偿能力评估中的重要性程度将得以

提升。

税收支持型债务的过渡性特征，是现阶段维持地方融资平台信用质量的有

效支撑

中央政府 2010 年 6 月以来推行的规制政策，实现了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财政）之

间的风险隔离，导致其债务性质由税收支持型债务向项目收益型债务的转化。在无外部经营实

4 即财预 [2010]412 号文所指的“已注入融资平台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因承担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返

还、车辆通行费等专项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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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给予增信措施的情况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自有资产是其债务的唯一支持保障，投资项目交易

结构决定的现金流入是其偿还债务的唯一资金来源，债权人在地方融资平台出现违约之后无权

要求股东（地方政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相对于税收支持型债务，项目收益型债务由于

偿债来源单一性的限制，导致其面临更高的风险暴露。

另外，监管层通过严格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分类标准和拨备计提标准 5、直接信贷管

制 6 等政策工具，抑制金融机构给予地方融资平台信贷支持的动机和空间，也使其面临相应的

再融资风险 7。

不过，根据中央政府的规定，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 2010 年 6 月 30 日之前的存量债

务负有偿付义务的，仍需继续履行偿债责任 8。以能否依靠项目现金流偿还贷款本息为界，约

有 3/4 以上的存量债务需由地方政府提供（最终）偿付保障 9。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地方融

资平台债务仍然具有较为鲜明的税收支持型债务的过渡性特征。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商业化进程

中，税收支持型债务（换言之，即税收支持型的投融资业务的反映）是吸收其融资债务自偿性

与经营性业务扩张所推升的风险暴露的有效缓冲、维持其信用质量的有效支撑。当然，随着存

量债务占比的逐步下降，税收支持型债务的过渡性特征对于地方融资平台信用质量的支撑效用

也相应衰退。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的规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质量也产生了

积极影响。首先，风险内部化原则的确认以及地方政府（财政）与地方融资平台公益性项目债

务核算、统计、确认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对地方政府（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的

市场化约束力度，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其次，风险内部化原则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与

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的交易结构的规范性与透明度，从而增强了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

财务平衡与资金循环的确定性；第三，金融机构的借款与地方融资平台投融资业务的项目直接

一一对应，有利于避免不同项目（法人）之间的风险混同与风险传导，提高地方融资平台投融

资业务的透明度，充分发挥其作为项目集合体的优势。

52010 年末，监管层要求金融机构应按现金流覆盖比例划分的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融资平台贷款计算资本充足率贷款风

险权重，四种情况下的风险权重分别为 100%、140%、250% 和 300%。同时，规定项目自身经营性现金流不足、需主要依靠担保和抵

质押品作为还款来源的贷款，如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担保及抵质押品折现价值合计不足贷款本息 120％的融资平台贷款，应至少归为

次级类；不足 80％的，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62011 年初，监管层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控制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增量，仅允许平台贷款在有偿还能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 ( 公租房、

廉租房、棚户区改造 ) 适度新增。对已发放的和 2009 年及以前所签项目合约下的分期贷款，要重新统筹融资平台整体偿债能力和贷款项

目本身还本付息能力。对于到期的平台贷款本息，不得展期和贷新还旧。
7 不过，纳入一般公司类贷款管理的融资平台贷款，以及金融机构向融资平台按照商业化原则发放的贷款，不受影响。
8 国发 [2010]19 号及财预 [2010]412 号文规定，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债务，要按照协议约定偿还，不得单方面改变原有债权债务关系，

不得转嫁偿债责任和逃废债务。另外，经国务院核准或审批的重大项目，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等，可暂继续执行既定融资计划。
9 银监会 2010 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议披露，截止 2010 年 6 月末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7.66 万亿元。其中，能够依靠项

目现金流偿还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占全部贷款余额的 24%；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有 4 万亿

元左右，占比约 50%；贷款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例如贷款挪用和贷款做资本金的，占比约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