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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理论分析和典型事实，并利用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形式、所处的转移支付地位、应对财政压力的态度、土地财

政水平、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区域差异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政策、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债务信息公开

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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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大幅下降，而事权并没有相应地调整。在分税制框架下，城
镇化发展、工业化发展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仍需由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资金不足成为影响地方

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财政压力的增大、地方政绩的需求使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强烈且迫切。

加之缺乏对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债务管理约束的考核机制，盲目举债盛行，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发展。

截止２０１８年末，中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达１８６６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
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成为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为防范债

务扩张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出台了多项管理措施，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转型

的新常态下，合理有效地管理地方政府债务更显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９年中央工作会议中提出
要坚定、可控、有序、适度、稳妥地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此背景下，如果不能明确了解地方政府

支出扩张的影响因素，地方债务不断膨胀的局面便难以真正缓解。在中国，各区域之间所处的自然地

理、经济、社会等环境差异较大，影响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般来说，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大，地方财力也明显不同，所处的竞争环境、转移支付地位也不尽相同。因此，研究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只有在考虑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因素的区域差

异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针对性地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使得地方债务管理更加有效率。本文以

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旨在研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与区域差异，并探究制定地方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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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之时能够充分考虑各地方政府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从而建立一个更加有效地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避免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二、文献回顾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短期内，当政府面对财政和

政治压力时，政策制定者通常希望借以预算外的政策来缓解这些压力，从而使得财政风险不断累积

（Ｈａｎａ，１９９８）［１］。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将部分事权和财权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就可能出现
财政不平衡，从而有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需要。因此，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将必然伴随着实行财政分权

或联邦制的经济体（龚强、王俊、贾糰，２０１１）［２］。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当前学界内主要
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在预算硬约束下，财政分权能够迫使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使得财政支出效

率提高，并显著降低地方政府预算赤字水平，从而抑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抬升（Ｑｉａｎ和 Ｒｏｌａｎｄ，
１９９６；Ｎｅｙａｐｔｉ，２０１０）［３～４］。二是如果地方政府倾向并且能够攫取“公共池”财政资源，财政分权将会促
使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扩大财政赤字，从而扩大政府债务规模（Ｔｅｒ－ｍｉｎａｓｓｉａｎ和 Ｃｒａｉｇ，１９９７；
Ｈｕｔｈｅｒ和Ｓｈａｈ，１９９８；Ｒｏｄｄｅｎ等，２００３；郭玉清、何杨、李龙，２０１６）［５～８］。

国内学者普遍认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甚至认为财政分权是中

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１９９４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的
财权，但没有明确与相应财权相匹配的事权的分配，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长期处于财权与事权不平衡的

状态（禄晓龙、张荐华，２０１３）［９］。在不完善的分权体制下，政府间支出责任下移而缺乏相应的财力保
障导致地方政府被动负债（沈绿野、黄芸，２００５；蔡玉，２０１１；冀云阳、付文林、束磊，２０１９）［１０～１２］，同时，
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不仅可以通过债务进行融资，还可以由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进行弥补，从而

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刺激地方政府支出（郭玉清、何杨、李龙，２０１６；刘昊、陈工，２０１９）［８］［１３］。
中国各地区间自然地理、经济社会以及政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影响地

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在不同地区也可能存在差异。但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仅有少数学者针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地

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欧阳华生、裴育，２００６；韩鹏飞，２０１５；李晓红，２０１７）［１４～１６］。冀云阳、付文林、束
磊（２０１９）［１２］选取中国２７９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也发现，各地区债务扩张的主因存在异质性，
认为地区间的竞争是东部地区政府债务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地区间竞争和财政支出责任下移造

成的财政压力是西部地区政府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尽管已有研究证实了财政分权体制下影响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但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已有研究均未对财政分权体制下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区域差异进行深入研究以及没有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本文将在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除港澳台以及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份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面板数据，对
财政分权体制下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因素及区域差异进行计量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

析和解释。

三、理论分析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承担了过多本可以由市场承担的职能（张晖、金利娟，

２０１９）［１７］，加之，分权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地方承担了远超其财力的支出责任，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较
大，从而使得地方不得不举债以保障其经济政治职能的实现（刘尚希、于国安，２００２）［１８］。

伴随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经济分权是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特征（傅勇、张晏，２００７；王永
钦，２００７）［１９～２０］。在中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权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有力的激励之
下，财政分权赋予地方官员经济上的权限便成为了地方官员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筹码，因为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是对各地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各级官员的升迁概率（周黎安，２００７）［２１］。ＧＤＰ政绩考核方式促成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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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韩鹏飞，２０１５）［１５］，而且，在政绩竞赛思维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被邻近地区的经济
发展状况影响着，债务增长也因此容易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吕健，２０１４）［２２］。当地方政府权利约束
不足时，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带来无序融资，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陈骁，２０１４）［２３］。同时，由
于中国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要素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官员努力的

成效往往不明显，不容易被观察到，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竞争中居于劣势地位。因此，选择

经济增长以外的其他政绩表现对于这些地方官员而言是可行的。此外，对于发展条件相近的地区，地

方政府仅追求经济增长也不能够使其在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相应的还要依靠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

提高政绩。然而，不论地方政府采取何种行为都可能导致其财政支出扩大，提高政府赤字水平。由此

可见，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方政府在差异化“晋升锦标赛”竞争环境中行为的异质性构成了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地区差异的理论基础。

四、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财政部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归口管理部门，也是地方政府债务各类概念

的主要缔造者与使用者。２０１５年开始财政部开始系统统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并向社会公布，这
为本文更好地开展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的影响，将

对各省份每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进行人均化处理。

ｄｅｂｔ＝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ｉ省年末总人口数 （１）

２解释变量
（１）财政分权。目前学界关于财政分权的测度主要从财政收支两个方面进行的。本文从财政支

出方面对财政分权进行度量来研究其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考虑到人口因素的影响，使用各

省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对财政分权进行度量。

（２）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主要通过政治考核下的地方政府强烈投资动机影响地方政府
债务规模。地方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进行投资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借鉴邱栎桦、伏润民

（２０１５）［２４］的研究成果，采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测度地方政府竞
争的程度。

（３）地方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倾向于债务融资，扩大债务规模。为避免人口规模的
影响，本文采用各地方政府人均财政赤字作为地方财政压力的衡量指标。

（４）土地财政水平。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实现了大幅增值，地方政府不仅可以通过
出让土地直接获得财政资金，还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品获取贷款，从而形成地方债务（范剑勇、莫家伟，

２０１４）［２５］。土地价格越高，土地出让收入将会越高，因此，本文选取地方国有建设用地出让价格作为
地方土地财政水平的衡量指标。

（５）转移支付。在中国，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弥补地方政府财政赤字重要方式之一，财政转
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显著影响（贺俊、邢路、曹苏，２０１７；陈小亮、谭涵予、刘哲希，
２０２０）［２６～２７］。由于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等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中央对各地方政府的补助力度也各不
相同，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中央补助较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补助得要多些。这种财政转移支付

的区域差异性也可能使转移支付对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引入该变量进行

考察。因中国转移支付主要为纵向的财政转移，故本文采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收入来度量一个地区

的转移支付规模。

（６）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
面，经济越发达，财政收入水平越高，相应地可以降低地方债务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地区经济越是发

达，举债能力与偿债能力越强，金融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也更偏好于把资金贷给经济较发达地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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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高债务规模。为此，本文采用地区人均ＧＤＰ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７）产业结构。已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债务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具有区域

差异。因此，本文采用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产业结构。

（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城镇基础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的投入。城镇化水
平与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变化通常是同向的。因此，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

量城镇化水平以考察其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定义和说明如表１。

表１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 符号 衡量指标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元／人） ｄｅｂｔ 该省份地方债务余额／该省份年末人口数

解释变量

财政分权程度（％） ｆｄｅｘｐ 该省份地方预算内支出／中央预算内支出

地方政府竞争（％） ｃｏ 该省份国有经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该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压力（元／人） ｐｒ 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收入

土地财政水平（元／亩） ｌｆ 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总收入／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总面积

转移支付水平（元／人） ｔｐ 中央补助收入／年末总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元／人） ｇｄｐ 地区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

产业结构（％） ｃｕ 第一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化水平（％） ｕｒ 城镇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来源
因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数据收集不完整，本文仅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除港澳台以及西藏以外的３０个

省份的地方政府直接债务代表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剔除两年的数据，其结果不影响研究

结论。

地方政府直接债务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发布的各省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财政部官方网
站和企业预警通网站。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债务余额数据直接来源于财政部网站。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债
务余额数据直接来源于审计结果，其中，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为半年数据，但这不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２０１４年的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于企业预警通网站。ｆｄｒｅｖ、ｇｄｐ、ｃｏ、ｐｒ、ｃｕ、ｕｒ数据直接或间接来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中国统计年鉴》，ｔｐ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ｌｆ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为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本文参照王小
鲁、樊纲（２００４）［２８］关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的界定①，将样本数据划分为东、中、西部三组样本分别进行

实证分析。

２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２的统计结果，中国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差异不大，西部地区债务规模相对较

大。从财政分权程度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各地区间以及西部各地区间的

财政分权程度差异明显大于中部各地区间的差异。从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来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间

竞争最为激烈，而东部地区政府间竞争程度最低。从转移支付水平来看，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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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 １１个省
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８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 １２个省份，其中西藏数据缺失，本文所指西部地区只包含了除西
藏以外的 １１个省份。



其是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补助支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各地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水平

以及城镇化水平。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其土地财政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也越高。因此，东部地区

土地财政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２　各地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ｄｅｂｔ ９６０ ０４４ ８５９ １０４８ ９０９ ０２６ ８５３ ９６４ ９５６ ０４０ ８７０ １０８５

ｆｅｄｅｘｐ ７６４ ３４３ ３８４ １４８５ ５０７ ０７２ ３８３ ６６１ ７３１ ２５２ ４４４ １４５９

ｃｏ ２２２６ ６１２ １１４５ ３５１６ ２４２１ ５９１ １２５４ ４０２７ ４１６８ ８１５ ２３３２ ５８４４

ｌｎｐｒ ８１０ ０５２ ６９３ ９２２ ８５４ ０２９ ８０６ ９１５ ８９７ ０４４ ８２３ １００３

ｌｎｌｆ ７８７ ０９５ ６６６ １０３２ ６９５ ０３７ ６１６ ７８２ ６４３ ０７５ ４８５ ７６４

ｌｎｔｐ ７９４ ０４２ ７２０ ８９３ ８４３ ０２４ ８０２ ８９８ ８８４ ０４２ ８１９ ９８４

ｌｎｇｄｐ １１１８ ０３７ １０３９ １１８５ １０６３ ０１９ １０２７ １１１１ １０５９ ０３１ ９８９ １１１９

ｃｕ ６７９ ６１７ ０３２ ２４９２ １０９９ ３３０ ４４０ １８６５ １１７６ ３２９ ６５７ １７６０

ｕｒ ６８３８ １２１６ ４６８０ ８９６０ ５３２８ ４４０ ４２４３ ６０３０ ５０１７ ６９８ ３６４１ ６５５０

观测值 ７７ ５６ ７７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计算而得。

（三）模型设定及面板数据模型检验

１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及变量选取，本文设定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针对涉及绝对量的数据指标进

行对数处理，消除变量中存在的异方差以及量纲的问题。设定的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ｌｎｄｅｂｔｉｔ＝α＋β１ｆｄｅｘｐｉｔ＋β２ｃｏｉｔ＋β３ｌｎｐｒｉｔ＋β４ｌｎｌｌｆｉｔ＋β５ｌｎｔｐｉｔ＋β６ｌｎｇｄｐ＋β７ｃｕｉｔ＋β８ｕｒｉｔ＋εｉｔ （２）
其中，α表示常数项，β表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ε是随机扰动项，ｉ表示地区，ｔ表示时间。
２面板数据模型检验
本文将所有的面板数据分成东中西三组短面板数据，做短面板数据分析前，需要对面板数据模型

进行检验。

东部地区经有效ｗａｌｄ检验，肯定了个体效应的存在；经ＬＲ检验认为时间效应不显著；经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ｐ值为００３６），在本文设定的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中部地区因为普通
标准误大约只是聚类稳健标准误的一半，而 ｗａｌｄ检验没有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故这个检验并不有
效。因此，本文进一步通过ＬＳＤＶ法来考察发现，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ｐ值大于０１），即认
为可以选择使用混合回归模型。西部地区经有效ｗａｌｄ检验，肯定了个体效应的存在；经ＬＲ检验认为
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经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ｐ值为０６５），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因
此，综合来看，西部地区选用双向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Ｄｒｉｓｃｏｌｌ和Ｋｒａａｙ（１９９８）［２９］提出的方法获得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稳健性标准误，
以解决面板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问题。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３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因素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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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在中国现有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

下，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也是负向的，但

并不显著；然而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抬升作用。实证结果显

示，其他几种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形式不同
ｃｏ的系数显示，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正向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

影响呈现出１０％显著性水平下的正向显著，但对东部、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由
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财政竞争形式也各不相同。就经济发展条件来说，东

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有较大差异，但是东部地区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西部地区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差异

则较小。若只是政府投资竞争，则难以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因此，为获得在竞争中的绝对

优势，各地方政府将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竞争。不同形式的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具有相互抵

消的作用，使其影响系数不显著。具体而言，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偏向于财政支出竞争，

从表２的统计值来看，西部地区的平均财政竞争程度都较东、中部高，这是因为西部地区在自然、经济
等环境上都处于相对较劣势的地位，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本流入，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相对处于劣势的西部地区更能彰显政绩，提高地方官员

晋升概率。因此，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上的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更

显著。

２不同地方政府所处的转移支付地位不同
ｌｎｔｐ的系数显示，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财政转

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是显著的负相关，即地方政府接受的转移支付越多，其地方政府债

务越低；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是正相关的，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但

在西部地区这种影响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为正的。当前，中国一般财政转移支付均衡地方财力
的作用较弱，而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相应的一部分资金，且在配置的过程中主观

性比较大。这就使得本身财力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为争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而努力筹

集财政收入以保证充足的相应配套资金，在本身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债务融资获得相应资

金，从而推高债务规模。而东部地区一方面本身经济实力比较雄厚，通过自身财力提供专项转移支付

配套资金的能力比较强；另一方面，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使得东部地区获得更多的净转入资金，有利于

减少地方财政压力，从而可以起到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作用。

３各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压力的态度不同
ｌｎｐｒ的回归系数表明，财政压力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方政

府债务规模具有抑制作用，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本文认为这是各地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导致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收入相对充足，偿债能力较高，在财政出现短缺之

时，可以通过债务进行融资，同时，东部地区债务违约风险也相对较低，金融市场更偏向于把资金贷给

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本身经济能力较弱，偿债能力相对较低，财政缺口却比较大，违约风险较高，

进行债务融资较为困难，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由此中、西部地区可能对债务融资显得更加保守。

４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水平的差别
ｌｎｌｆ的系数显示，国有土地出让价格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并不显著；

然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并且对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具

有１％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推动作用。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土地价格较中、西部
高，土地出让能为地方政府带来较为可观的收入，缓解地方财政紧张压力，地方政府从而较少进行债

务融资。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发展较为落后，能够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财

政收入有限，不足以弥补财政缺口，从而需要进行债务融资；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

东部地区低，在争取金融贷款资金时相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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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投资回报率较高、违约风险相对较低

的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介于东、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土地出让价格越高，其在

融资过程中发挥抵押品的作用越好，越有利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

５不同地区地方政府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
从回归结果来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经

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是负相关的，对中、西部地区债务规模

的影响是正相关的。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二、三产业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为可

观，财力相对充足，债务融资需求相对较低；而中、西部地区在因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无法为财政赤字进

行债务融资的情况下，若经济得到一个较好的发展，向金融市场释放出向好的信号时，其债务融资将

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可以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城镇化的推进对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

影响都是正相关的，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民生领域等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从而推高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表３　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ｆｄｅｘｐ
－００９６０ ０２５８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５１２）

ｃｏ
００００８４５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６５７） （０００８３０） （００１２５）

ｌｎｐｒ
０１７３ －０２７６ －１９７７

（０１３２） （０５６０） （０４４７）

ｌｎｌｆ
－００４６７ ０３００ ０２７９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８１５） （０１４７）

ｌｎｔｐ
－０７８０ ０４３８ ２７９６

（０２２１） （０５４６） （０５３７）

ｌｎｇｄｐ
－０３５６ ０４９０ ００８００

（０３６０） （０１７７） （０４４８）

ｃｕ
－００９１６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０５６９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０９６６） （０００３８３）

ｕｒ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３０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６８５ ０１３８ －２４８３

（３５３５） （１８９４） （２４２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７５ ５６ ７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９８ ０５４２ ０６５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ｏ １１ ８ １１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计算整理而得；括号中为 ｔ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１０％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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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除港澳台以及西藏以外的 ３０个省份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了中国地方
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得出如下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中国各地区面临的自然地

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差异较大，财政分权体制下，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

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各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形式、所处的转移支付地位、应对财政压力的态度、

土地财政水平、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区域差异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地区分布上存在差异性。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结果显示，西部较之东

部、中部地区，其地理空间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资金的投入。因此，地理空间

上的差异性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变化。可见，地理空间的区域差异既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的大小变化，也会影响其地区分布。所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会因地理空间的差异性体现区域差异

化的特点。

第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

响的主要因素不尽相同，地方政府竞争、城镇化水平对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

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转移支付水平、城镇

化水平对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更大，空间溢出效应更明显。显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影响因素是存在区域差异的。

（二）政策建议

若地方政府债务不加约束地持续扩张，那么债务风险也会不断地积累和放大，直接威胁国家金融

市场的安全，影响其经济持续健康良性发展。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差异的

情况下，讨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时，就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探讨出适合本地区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及建议。

第一，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的政策和措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无论在地区

分布，还是在影响因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因此，省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债务管理和风险防

范的政策和措施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对于债务存量较大、风险隐患高的地区，要重点整顿清

理，防止因其债务规模继续扩张导致债务风险。建议考虑举债问责制，从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设等方

面，将举债主体与偿还责任匹配起来，减少或避免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对

于债务存量较低的地区，要合理引导，规范债务管理，通过构建债务风险防范预警指标体系进行债务

风险管控。允许地方政府在合适范围内举债，确保债务规模可控、风险可控。第三，建议结合区域差

异，实行差异化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不同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对债务

需求不同，其偿还债务的能力不同，为此，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设计多档债务上限的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制度，科学引导不同地区合理制定地方政府债务政策和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健康良性发展。

第二，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科学构建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以往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是

唯ＧＤＰ论，这样的考核制度往往会使地方政府偏爱经济增长，为了实现目标，通过政绩考核，无序竞
争、大量举债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风险隐患。为此，弱化 ＧＤＰ政绩
考核，阻断因政绩考核带来的地方债务空间溢出风险，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多元化综合

性的政绩考核制度，将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纳入政绩考核范围，进一步完善

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其次，科学构建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体系。建议以科学发展为导向，采取多维

度的考核视角，构建多元化的综合指标体系，把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民生改善、生态

文明、地方债务管理等内容纳入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重要性设定权重，并按实际成效进行考核。

同时，地方官员考核指标体系构建还应考虑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设置侧重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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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同的考核指标及其权重。尤其要将地方官员任期内的债务举借情况、资金用途和任期结束后经

济发展情况等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从而更好地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行为。

第三，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建立健全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的隐蔽性及其无

序扩张、快速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风险，且因区域差异呈现出不同情况。为此，加强地方债务监

管，将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统一管理系统，进行差异化的规范管理已势在必行了。所以，建议结合各

地区的差异化特点，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进行规范管理，将地方债务的举债及

还款信息公开，将地方政府的债务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

度，更好地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具体而言，结合各地区差异化的实际情况，加快地方政

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的相关法规制定和相关制度建设，规范公开债务信息的程序、内容等，让地方政

府债务信息公开依法有序地进行。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地方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从地方债务信

息披露的内容、程序和场所等多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多场

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只有加强地方政府

债务的监管，消除债务风险隐患，才能更好地助推地方经济可持续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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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胜利，黄世润：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影响因素与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