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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财政高度分权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公共服务责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地方的
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需要建立相应的财政激励与问责机制。为加强成果的可应用性，本项目重点研究
了地方财政管理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地方预算、地方债务管理及地方税收体系，并提出了短期、中
期及长期的政策选择建议。地方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地方问责制，提高财政透明度，增强地方财政能
力以及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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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良好的地方治理视作经济增长、提升地方经济和提

高社会福祉的加速剂。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实现增长和减贫方面做出了

出色的成绩。然而，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缺乏对预算编制中的财

政透明度、政府举债的财政责任、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城市的有序扩张和

社会包容）提供不足等问题的应有的关注。 

本报告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行）资助的一项技术援助项目工作形成的。该

项目旨在对地方财政管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实现中国的中期财政改革目

标。报告分析了地方预算编制、债务管理、税收改革中的主要问题，并对相应

的政策选择提出了建议。

地方预算编制、债务管理、税收对地方公共财政管理意义重大。将地方预算编

制与财政规划、中期重点目标相联系是实现有效问责的关键，而预算的全面性

和预算的执行则是财政透明的核心。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需要平衡地方

政府的支出能力和支出责任。实现在遵守财政纪律的前提下满足地方的投资需

求，还需要通过建立事前和事后监管制度来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亚行将继续支持中国政府的各项改革举措，相信本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将有

助于加强中国的公共财政管理，防范财政风险，继续推进包容性增长。同时，

亚行愿意与中国在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方面，继续共同努力。并希望

通过本报告，帮助读者深化对中国当前改革的认识，加深对中国地方公共财政

管理改革议程以及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解。

小西步（Ayumi Konishi）

亚洲开发银行

东亚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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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财
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

年中，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采取了一

系列循序渐进的财税体制改革举措，这些举措有效地支撑了中国经

济的增长，也为后续的财税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后，面临转型发展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中

国需要在继续借鉴国际经验和过去30年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使财税体制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的需要，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

提出了“十二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2013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细化了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

面。这些重要安排表明了中国政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设和谐与繁荣中国的

决心。

为了更好地实现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2012年12月，在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

技术援助项目“加强财政政策和中期公共财政改革”下，启动了《中国地方财

政管理：挑战与机遇》研究项目，由亚行和中国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AFDC）共同参与、组织和实施。该项目通过国内外专家的共同参与，以更为

开阔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地方公共财政管理中主要问题，在专家研究和与中央、

地方财政官员研讨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这项研究是在财政部支持下，亚行与AFDC在知识合作方面的又一硕果，除了亚

行和AFDC专家外，项目研究还得到财政部国际司等司局、全国各省财政厅局、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江西

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专家的大力支持。因此，这项成果凝聚了参与项目

工作的中外专家的辛勤劳动与集体智慧。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深化对中

国未来财税改革的认识。

李扣庆（Li Kouqing）

中国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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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有统一、综合的预算制度和中央集权的

税收制度，然而出于提高效率的原因，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主要由省

及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中央政府享有立法、政策制定和财政支

配权，而地方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和满足居民需求，也享有相当大的预算自主

权。但是，地方政府自身的收入来源不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缺乏可预测性和

及时性。为了履行职责，地方政府必须突破一些规定的限制，寻找各种机会，

发展本地经济。因此，经济增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这种经济发展

优先的导向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带来了经济的增

长。然而，它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例如忽视了对宏观财政风险、财政责任、环

境保护、食品安全、城市无序扩张和社会包容性等问题的关注。本技术援助项

目（TA7763-PRC：加强中期财政政策及财政改革）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

项目目的在于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对被忽视的财政风险问题予

以重视。 

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挑战做出适当的政策响应，实现中期财政改革

的目标，本技术援助项目的工作侧重在三个方面。首先，邀请中国专家根据项

目计划开展相关研究并提交相应的政策报告，内容包括：（1）预算编制和预

算执行；（2）地方债务管理，重点讨论现状与未来的改革议程；（3）地方税

制改革。这些分析还得到了国际经验的补充。其次，以上述政策研究报告内容

为基础，分别在上海和广西北海举办了面向省级和地市级财政干部的专题研讨

会和培训，总共100余名财政干部参加了培训和研讨。根据参会人员的反馈意

见，对先前各位专家提交的研究报告进行补充修改，并根据修改后的报告完成

本报告的初稿。最后，于 2013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讨论会，听取来自部分中

央政府部门官员、学者对本报告初稿的意见与建议。根据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议

和意见，修改完成了本项目的最终报告。本技术援助项目选题依据、主要研究

成果和经验教训简要介绍如下。

确定研究选题的依据

中国认识到，良好的地方治理与建立具备激励和问责机制的财政体系紧密相

关，好的机制才能确保地方政府全心全意为公众利益服务。一个好的地方财政

管理系统需要通过建立制度安排、流程和方法，促使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管理

时适当顾及财政风险，分配资源时与民众的需求保持一致，以最具有成本效益

的方式提供服务，让贫困人口获得公平对待，就管理失误对地方居民和上级政

府负责。地方政府编制预算与财政计划的能力是评价地方投资需求和能力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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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但是如何保持地方自身财力和支出责任平衡才是最重要的。地方预算、地

方债务管理和地方税收与地方政府绩效问责制紧密相关。基于上述考虑，本项

目将重点关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管理的三个关键问题。

加强地方预算编制与执行

地方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相关问题。中国有统一的预算制度，旨在按照统一的规

定，对所有政府部门预算工作进行单一窗口指导。然而，地方预算缺乏综合性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规定的作用。地方预算除了不够完备之外，也只提供年

度预算，无法把规划和预算联系起来。地方政府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的分项预

算，提供关于当前收入和支出的相关数据。然而，这些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资

本融资和资本支出，也不能体现公共服务提供的相关信息。因此，用地方预算

指导地方政府向居民或上级政府报告工作绩效有欠完备。

虽然地方预算及其审批流程有明确规定，但是缺少一些关键的要素，比如地方

人大是否有机会对政府预算重点和业务计划提供预算前反馈、能否对整体财政

框架以及预算编制提出指导、是否可对规划中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水平提出

意见。 

近年来，由于采用了国库单一账户、加强内外部控制等措施，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大有改进。当前仍面临的问题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还没有纳入国库单一账

户、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流程过长，通过省市再下拨则更慢。此外，以结果为

导向的内部评价、外部绩效审计和政府部门工作的定期评估等工作机制尚不 

健全。 

近期的改革措施。中国在这一领域内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预算制定与预算

执行相联系。近年来，财政部鼓励地方政府制定全口径预算并探索中期预算。

河北省已经实施了中期支出/预算框架。

2012 年 5月，财政部向地方政府提供了全面指导，要求在未来三年内，建立

完整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预算编制中明确目标和可考核的绩效指标，

对预算执行进行适当的外部和内部控制。要求地方政府运用绩效评价的结果以

及专家和智库所作的评价研究结果，作为制定未来规划和预算决策的依据。广

东、河北、四川、云南、浙江等省已经要求预算部门根据项目评价结果编制预

算。从这些试点省份取得的结果来看，评价对改进现有项目的效果以及为以后

的预算编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运用

评价技术对已实施项目的有效性和影响进行评价，对拟实施的项目进行前期评

价。

由于为地方预算和评价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财政部的方法得到了广泛

好评。随着财政部相关管理办法的实施，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推行现代预

算和评价体系。

为加强地方的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中短期的改革政策建议为：

• 完善预算体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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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中期支出框架试点的评价工作。

• 提出对经商业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的要求。

• 至少在财政年度前三个月公布预算编制的整体框架。

• 建立问责机制，对省级部门向下级部门转移支付的延滞问责。

• 除法律规定用于解决债务拖欠，省级政府不得截留地方资金。

• 对民生类项目开展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

长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将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纳入国库单一账户。

• 如果试点成功，启动中期支出框架。

• 进一步扩大预算口径，包括税收成本（为实现政策目标而放弃的收入）。

• 扩大绩效预算的涵盖范围，如果试点项目证明是成功的，将包括能力建

设在内的地方公共服务尽可能纳入绩效预算。

• 开展结果导向的内部评价。

• 开展基于分层随机取样技术的外部绩效审计。 

加强地方债管理

地方债管理的相关问题。由于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在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将优先考

核经济发展指标，使得地方政府创造了很多新的融资方式，从而导致了规模可

观的隐性和显性债务。这些融资方法产生的问题有：（1）资本融资缺乏透明

度；（2）地方预算碎片化；（3）地方财力来源的不确定性加大；（4）金融

部门和宏观财政风险加大；（5）错失学习和发展管理可持续债务融资能力的

机会。

近期的改革措施。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了很多措

施来遏制地方政府继续使用此类融资方法。中央已发布多项相关规定，禁止地

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将公益性资产用作债务融资的抵押物，并严格监管城市开发

投资公司（UDICs）。中央政府为省级政府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即为地方政

府发行债券提供积极支持，并允许部分经济较发达城市在中央的监管下在资本

市场自主发债。中央还向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地方政府提高预算编制

水平，并将预算编制与规划相结合。

中短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健全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使地方政府在履行评估债务偿还能力及债务

监测和管理时有据可依。

• 建立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监测制度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早期预警系统。

• 为不具备资本市场融资条件的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全国性的基

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最低标准。

• 为具备条件的地方政府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提供技术支持。

• 扩大中央代发地方债的规模，扩大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试点省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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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放宽举债限制，代之以相应的信贷市场准入机制。 

• 发展独立的、非营利的、业务单一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予以资金支持。

• 建立对陷入财政困境地方政府的处置机制，设立处置机构和清算机制。

改革地方税制，提高财税收入，保护地方环境：住房房产税和环境税

住房房产税。住房房产税（或房产税）是中国的一个新税种，关于该税种的设

计和目标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存在较大的体制障

碍。有观点认为住房房产税是与再分配有关的税种，不是用于本地服务的公益

税收。因此，目前在重庆和上海的试点征收范围很小，且主要针对富人征收。

如果照此推断，征收住房房产税既不能明显提高地方的税收收入，也不能成为

改善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工具。而且对于该税种的设计和实施，还存在认知上

的不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征收管理住房房产税方面已有数百年历

史，他们把该税作为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益税收，征税范围宽，是地方税

收收入的稳定来源。如果 OECD 的做法在中国得以应用，那么住房房产税就可

以成为地方政府一个稳定的新增收入来源，它是与物业相关公共服务的公益性

税收，并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住房房产税也是应对城市无序扩张和由此引发

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措施之一，因为如果对城市郊区土地征税的税率高于中心城

区土地，则能鼓励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发展。

然而，住房房产税的评估是一项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信息系统去获得市

场价值和租赁交易信息，而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中国在开征这一税种之

前，在制度建设和信息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中短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面向政策制定者、学者和社会公众开展教育宣传活动，逐渐认识和接受

征收住房房产税是与中国未来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必然做法。

• 开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干部为受众的关于不动产评估技术以及OECD国家

实施物业税经验的培训。

• 扩大住房房产税征收范围，对贫困群体、老人和残疾人等予以适度的 

减免。 

• 成立独立机构，跟踪市场交易的房产交易价格及交易特征，提供专门资

金支持。 

• 开展地方性地籍登记。

长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为征收住房房产税立法，在全国范围征收，法律要对税基、评估方法和

申诉程序予以明确规定。

• 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税基、税率、征税及管理支配各环节的责任

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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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环境税。中国对能源给予了大量补贴但没有实质性征收环境税。过去，

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几乎完全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最近，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环境质量退化问题，并在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

解决这一问题。预计从2014年开始，根据化石燃料的碳含量按每吨 10 元征收 

碳税。 

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更多行动，因为环境保护税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也能带来额

外的财政收入。环境税有利于实现税制改革的目标，因为它减轻了税收制度

所造成的经济扭曲。一系列的政策包括（1）通过取消能源补贴来改进能源定

价；（2）采用市场化的激励措施与标准以减少地方污染；（3）进一步落实碳

税改革。

取消能源补贴可以节省国库开支。同时，也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一进程

困难重重，特别是对农村贫困人口产生直接影响的补贴政策更难取消，因此推

进该项改革举措时还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分析。 

市场激励机制可能有如下政策工具：（1）对进项与销项征收间接税；（2）对

污水与排放物征收排污费；（3）对难以生化降解物及有毒有害物质征收处理

费等。其中，第一项政策主要是对排污企业现有进项税或者销项税基础上再征

收额外费用，亦或对消费品征收环境费。作为次优方案，该政策可能不会激励

厂家购置减排设备；第二项政策对排入空气或水的每单位污染物进行收费，效

果较好，但对排污量测量与监测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会大大增加相应的技术

应用成本；第三项政策实施难度较小，主要是对有害物质及难以生化降解物收

费需要对废弃物类型进行分类以对其环境破坏程度进行评估。碳税是指对化石

燃料产品的碳含量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就税制

改革来说，征收碳税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并改进资源分配。

中短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争取逐步取消能源补贴。 

• 以国家碳税为基础，确定地方的碳税率。

• 主城区收取拥堵费。

长期改革的政策建议为：

• 征收污染税、排污费，用于补贴减排技术。

• 建立废气和废水的减排标准。

以上内容简要描述了改革议程的主要内容，供有关部门参考。实施上述改革的

主要困难是如何在方案设计和实施上达成广泛共识，在这个改革方向上，中国

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设立市场激励机制与制定地方减排标准是下一阶段

首要任务。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在中长期内，持续朝这一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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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增长的成绩。如此持续

的高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减贫成就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

的。中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产品生产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当 OECD 国家正为不断加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和不可持续的财政而

发愁的时候，中国却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正资产净值保持上升

势头，财政状况良好，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得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中央权力放权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未来

的发展成就将与地方政府的能力、积极性和责任心密切相关。中国的地方政府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加速作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省级及以下）在提供

公共服务和发展地方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方政府在提高居民经济收入方

面争当先进。但是，在地方层面也存在对预算编制中的财政透明度、举债时的

财政责任、以及类似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有序的城市发展以及社会包容等

公共产品的关注不足。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激进式和渐进式改

革。1988  年，针对地方财政收入上缴中央的数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中央政府与

省级政府实施了财政包干改革，省级财政向中央政府一次性上缴规定的部分，

剩余部分自行支配。然而，这一改革仍不能解决中央财政财力不足的矛盾，

为此，中央于 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央财

力，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按照分税制方案，地方政府从增值税、所

得税和证券交易税中分享的份额分别为25%、40%和50%。此外，为了防范宏观

财政风险，中央禁止地方政府进入资本市场融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还逐步进行了转移支付改革、预算公开和全面预算改

革。2012 年还针对地方政府举债和债务报告出台了新的规定。这些改革举措

对地方财政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 

（1）地方政府税收和债务融资不足；（2）中央一般转移支付的均衡作用有

限，专项转移支付没有建立全国公共服务提供的最低标准，也没有建立基于结

果的问责激励机制；（3）省级以下地方转移支付结构不完善，缺乏透明度和

可预见性；（4）地方预算没有全面覆盖、不透明；（5）有关举债的新举措受

到欢迎，但目前还仅限于少数省市。

地方政府非常关注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干部的政绩和职位提升与地方国内生产

总值（GDP）增长直接挂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不

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地方政府为

想方设法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甚至通过变通的方法来应对中央政府的强

制约束。地方政府努力突破收付实现制的预算体制限制，成立自己的商业企



2 中国地方财政管理

业、UDICs 和公共服务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的举债获得资金，从而规避中央政

府或金融市场的监管。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征收政策大量获取农村土地，满足

城市扩张的需求，地方政府还以担保的方式吸引私人资本进入。1 根据国家审计

署的报告，截至 2010 年 12 月，地方政府通过上述方式产生的债务累计达到

10.7 万亿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根据国家审计署 2013 年 6 月 10 日

发布的审计报告，36 个样本地区的债务预计增长了12.9%（Shuli 2013）。如

果按这个增长率估算，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地方债务总额估计将

达到 12.08 万亿人民币（约合 2 万亿美元）（Liu，未发表的工作）。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的推进加速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如区域发展不平衡、

为外来务工人员、老人和农村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环境保护、公众对公

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社会安全等的期望越来越高等。地方政府的财政约

束，尤其是正在积累的债务，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应对上述问题。因此，需要通

过财政体制改革来提供更大的财政空间，同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财政安

全予以更多关注。为确保政策能够适应改革的需要，关键问题是要强化地方政

府的预算制定和执行，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水平和改革地方税制。这些问

题相互交错，是地方公共财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本项目围绕改革现状的回

顾，在选定领域着重三个主题的研究，并增加国际经验和教训为补充。2 这些研

究为政策对话、地方政府干部培训及 2013 年 6 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央部门官

员与学者专家会议奠定了基础。本报告的后续内容所做的分析和观点，吸收了

所开展的相关研究、举办的政策对话和专家咨询研讨等工作的成果、反馈和建

议。希望这些分析能够为决策者和学者在制定政策和规划实施中期地方财政管

理改革目标方面有所帮助。

1.1 概况：地方财政管理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设有五级政府结构（附录2）。现有23个省、4 个直辖市

（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5 个自治区（广西、内蒙古、宁夏、西藏和新

疆）以及2个特别行政区。省和自治区又分为地(市)、县、自治县。部分省直

管县。县和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或镇。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共有 333 个

地级政府、2852 个县级政府和 40446 个乡/镇级政府。

各级政府都有独立于立法机关的政府行政机关。政府行政机关的领导由上一级

政府任命，而地方人大代表是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此外，每级政府都设

有党委，对政府部门工作进行监督。

中央政府享有货币发行、银行、外交、国防和国际交往权力。大部分支出责任

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表1），其中，中央政府负责政策制定、标

准制定和为分担的服务提供资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全国立法。地方政府

1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 2012 年公告，批准的建设用地数量从 2008 年的 0.418 百万公顷增至 2012 年的
0.615 百万公顷。

2 亚行，2010 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中期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改革的技术援助项目。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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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支出责任划分

支出项目 中央 省级 地市 县 乡

中央和地方共担
事权

行政运行 X X X X X

基本建设 X X X X X

研发和国有企业发展 X X X X X

教育 X X X X X

医疗卫生 X X X X X

文化建设 X X X X X

政策补偿 X X X X X

农业发展和农业生产 X X X X X

武警部队 X X X X X

社会福利 X X X X X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分担事权

国防 X

外交和对外援助 X

地质勘探 X

国债本金和利息支付 X

城市维护和建设 X X X X

环境保护 X X X X

城市供水 X X X

社区服务 X X

资料来源: Qiao and Shah (2006).

承担所有与人民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服

务。3 物业相关的服务，如城市建设和水资源供给全部由地方政府提供。

地方政府的支出总体上超过了中央政府，占总支出的近85%（图1）。因此在支

出分权方面，中国在世界各国位居前列。在 OECD 国家中，一些由中央政府承

担的支出如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等，在中国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即

便是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方面，中国也毫不逊色于绝大

多数 OECD 国家（图2）。

1994 年以来，税收立法权归属中央。因此，未经中央政府批准，地方政府无

权对任何税种的税基和税率进行调整。生产型税种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等收入归中央政府所有，以便中央有较大财力支持经济较落后地区。

近期的“营改增”改革将营业税与增值税统一为增值税，未来有可能将进一

步强化中央政府的财力。表2给出了中国现行分税情况。按照相对重要性的顺

序，地方财政收入依次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和车辆

购置税。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约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1%。

3 在许多 OECD 国家，社会安全和失业保险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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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占比 各级政府直接支出占比

中央政府
省级政府

地级政府
县市级政府

18.9%
36.3%

15.1%

29.7%

49.4%

11.3%

22.1%

17.2%

图 1 2011年中国各级政府直接支出和财政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表 8-2 和表 8-3，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表 3-6，表 3-7 和表 4-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

注：中央的数据来自《2012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表 8-2 和 8-3；其他的数据由《2012 中国区域经济统
计年鉴》表 3-6，表 3-7 和表 4-1 计算得到。

 

图 2 各国地方政府支出比例比较

资料来源：Ivanyna and Shah（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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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的分税比例（%）

税种 中央 省级
省级
以下 合计

关税 100 0 0 100

特种消费税 100 0 0 100

央企、银行、保险和交通行业企业所
得税和利润

100 0 0 100

证券交易印花税 97 3 0 100

车辆购置税 100 0 0 100

除央企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和利润税 60 20 20 100

个人所得税 60 16 24 100

消费税 100 0 0 100

进口商品增值税 100 0 0 100

国内商品增值税 75 6 19 100

营业税（目前与国内增值税合并） 3 27 70 100

交通运输企业和银行企业的营业税 100 0 0 100

资源税（海洋资源） 100 0 0 100

资源税（陆地资源） 0 100 0 100

银行企业、保险企业和运输企业的城
市维护建设税

100 0 0 100

城市维护建设费 0 0 100 100

住房房产税 0 0 100 100

住宅房产税（尚未开征） 0 0 100 100

城乡土地使用税 0 0 100 100

耕地占用税 0 0 100 100

土地租赁收入 0 0 100 100

土地增值税 0 0 100 100

车船税 0 0 100 100

契税 0 0 100 100

农业特产税 0 0 100 100

固定资产投资税 0 0 100 100

屠宰税 0 0 100 100

筵席税 0 0 100 100

合计 (2011) 49 11 40 100

资料来源: 根据Qiao and Shah（2006）资料更新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提供了接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支出资金。

中央的转移支付逐级下拨到各级政府。省级政府将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转拨

给下一级地方政府，并按中央政府制定的条件使用（大部分省份采用这一 

做法），也有一些省份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适当调整。4 财政转移支付中三

分之二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其余的为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

4 有时会出现转移支付款项没有足额下发或者下发不及时的情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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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有三类，包括：（1）增值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中地方共享部分； 

（2）增值税返还，返还额以上年度为基数，以本年度本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

增长的30%为调整幅度。这一做法是弥补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收

入不足，以激励地方的生产活动和消费；（3）均衡性转移支付，以综合需求

为参照确定。专项转移支付包括：（1）工资补贴；（2）农村税制改革补贴； 

（3）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资金；（4）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由中央有关部

门确定的少数民族地区补贴和地方补贴；（5）多个中央机构的指定用途补 

助金。

中国采用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全国统一的预算体系。在中央确

立的预算框架内，地方政府具有较大预算自主权。地方预算按年度及收支编

制，但是不够完整，目前地方政府的支出中约有9.5%是为预算外支出（Wang， 

2013）。地方政府部门均采取了外部和内部控制措施，但执行的情况不尽相

同。就内部和外部审计程序而言，均无问题。

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人员编制、工资和福利，并委派最高领导人。地方政府

拥有人事管理自主权，包括聘用和解雇人员的权力。在设计和提供公共服务方

面，地方政府同样具备自主权，在为本地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采

取合同制及其它创新方式。

1.2 地方公共财政管理

将提供社会服务的责任划给地方政府的做法，导致了对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服务

的缺失、农村居民获得的服务不足等问题。对于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相对较高

的地方政府而言，社会保障——如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日益凸

显。为农村居民提供服务是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有很多有力的例证表

明，中央政府应当承担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障的责任。当然，地方政府也可以承

担提供保障的责任，但是需要中央政府直接进行转移支付，面向全国人民制定

国家最低标准，并不与户籍或居住地挂钩。这样的资金安排机制能够解决责任

下放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收入与其支出所需也不相匹配，这一财政缺口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予以填补。但就地方层面来说，在扩大税源和给

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可做。基于目前分税制基础上的税收

收入共享方式也可以加以改进，如允许地方在现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碳税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地方性的附加税，以此加强地方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此

外，可以鼓励地方政府试点其他方式，如征收环境税、排污费、拥堵费和住房

房产税等。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同样需要大力改革。目前的转移支付体系复杂且透明性不

够，并且在中央预算开始实施之前，地方政府无法合理预期中央转移支付的数

量，从而造成预算编制中的不确定性。中央以转移支付方式弥补地方预算缺口

采取的是逐步到位方式，这不利于地方政府增强对当地居民履行责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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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方政府获得的大部分转移支付是基于规定条件的支付，如收入分享、税

收返还和均衡性转移支付。均衡项目设计太过复杂，并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均

衡性。大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缺乏设计和目标的相适性，所有的专项项目仅强调

了投入管理但缺少结果的问责。

禁止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但以当地GDP增长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刺激了地方政

府想方设法寻找预算外借贷的可能机会，并进而引发了这类行为的透明性和问

责的缺失。而且，这种做法推动了地方政府侵占周边农村土地，把农业用地转

化为商业用地，造成了食品安全的潜在风险。

地方预算和财政管理尚处在初级阶段。地方预算是增量和分段预算，不能整体

反映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外部和内部控制做的远远不够，地方人大没有方法

和能力来实施有效监督。

对绝大多数地方行政辖区而言，地方债务管理尚处缺失状态，目前对地方债务

缺少系统性监测和监督，也没有正式的机制来处置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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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编制和预算制度包括预算程序、预算编制的法律框架、预算方法

以及债务监管框架。如前一部分所述，这些制度催生的激励机制和

问责机制，有利于地方财政健康发展，有利于地方政府提供高效、

公平和即时的公共服务。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就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债务

管理的相关情况进行阐述。它们会涉及中国当前的实践和现行改革措施，以及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举措和方向。

2.1 地方预算管理

2.1.1 预算编制方法和实践

中国具有统一的国家预算体系，就各级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和建设性支出情况进

行年度汇总，并以同一形式文件予以上报（附录 3）。由此，通过国家预算可

以看到各级政府的运作情况。另外，国家预算不仅有助于政府内部管理和调

控，还能更好地对人民负责。5 鉴于中国国家预算体系的独特之处，上述上报文

件中所涉及的预算透明、预算质量、预算编制和全面性等信息，就显得格外重

要。为了对预算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在此项目中，我们主要关注与地方政府

预算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汇总后统一上报国家预算。下文将简要描述对中国

地方政府预算周期、预算形式和预算方法。

地方政府预算的全面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渐进式的改革，通

过将预算外支出一同纳入预算体系，使地方政府预算更具全面性。尽管进行了

多次改革，地方预算仍旧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运作情况，仍有相当一

部分地方政府支出情况未被纳入地方预算（Wong，2013）。部分或者完全未被

纳入地方预算的支出包括：税收支出，即因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带来的

税收损失；地方国有企业专项基金、对外援助支出；或有负债和非或有负债；

以及其它因设立特别基金和公共服务建设所致的超出预算或预算外的支出。这

种碎片式预算使得地方政府预算的效果大打折扣：首先不能保证其公平公正，

合乎财政纪律规定；其次，不能检验政府运作的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最后，

会损害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因此，财政部于2012年下发指导性文件，指

导地方政府编制全面预算，并在2015年前实施。中国地方政府有望在未来尽快

实现全面预算。

5 这一点与大多数联邦制国家相反，比如美国和印度，各级政府的预算并不由国家统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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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算及中期预算。中国的地方政府预算是比较简单的年度预算。与年度预

算不同的是，中期支出/预算框架（MTEF）能很好地将年度预算与计划文件中

详述的中期首要目标相结合。设立基线，并对未来三年支出情况进行前瞻性估

算，是日后检查政府工作情况的重要管理手段。首先，它不仅进一步提高了计

划和预算的准确程度，还有助于发现新出现的财政问题；其次，它能有效遏制

公共支出向少数个人、团体或是企业等进行倾斜。再次，它有助于建立财政纪

律，支持民众参与对政府首要工作目标的讨论。但若地方政府不认真考虑当地

的财政能力和需求情况，只是机械地进行渐进式改革，则无法发挥中期支出/

预算框架的优势。如果没有财政纪律的约束，或是将它视作阻碍对预算做出必

要修改的抵制工具，比如在遭受重大经济冲击或自然灾害时，这一举措的实施

将耗费巨大成本。一些国家的实践证明，若政府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国会或

者民众监督时，中期支出/预算框架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河北省自 2009 年开始启动发展性支出三年滚动预算，该省启动的中期支出/预

算框架，仅提供三年期的滚动资本（发展性支出）预算（专栏 1）。在未来，

该试点项目的成果将指导其他各省建立相应的中期支出/预算框架。河北省试

点强调增加资源并延长时间以培训员工并建立和实施中期预算/支出框架，从

而可能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对该试点进行成本收益的综合评价将

为其他省市的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专栏 1 河北省中期预算框架

河北省政府就2012年度资本预算开展了一次中期预算框架构建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 布置及前期准备。 每年一季度，省财政厅在布置下一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时一

并布置发展性支出三年滚动预算编制工作。4-5月，各部门根据中长期发展规

划，确定三年分年度的事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性支出三年总体安排思路，与财

政厅沟通后报省政府审定。

第二阶段，部门研究论证预算项目并编制预算建议。 6-7 月份，各部门根据发展规划

和发展性资金总体安排思路，组织筛选包括下年预算在内的三年发展性支出

项目，按规定格式编制三年项目预算并导入部门项目库，财政部门审核论证

后，将通过的项目纳入财政项目库。8-9 月，各部门在编制下年度预算时从

财政项目库中选择发展性项目，同步编制三年发展性支出项目滚动预算建议

计划，并报财政厅。

第三阶段， 财政部门审核汇总。 10 月，省财政厅审核各部门上报的发展性支出三年滚

动预算计划，并在 10 月底将第一年度发展性支出限额及后两年发展性支出

预算计划的审核意见反馈各部门。

资料来源：Go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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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形式。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可按不同支出条目（如：工资、员工福利、差

旅费、办公用品经费、其它材料费、公共设施和设备费用等）进行编制，也可

按不同预算单位（以行政机构、事业单位等为单位）进行预算编制。前者有助

于内部管理和合规性控制，后者则需要相应的问责机制，依法定程序拨款，加

强财政控制和管理，同时还要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从 2007 年1月起，地

方预算编制中出现了功能性预算编制分类（如：教育类、健康类、交通类等）

和经济性相关的预算编制分类（如：个人转移支付、向其它级别政府拨款、给

予企业补贴等）（Gao，未发表的工作）。根据功能性分类（服务提供）和经

济分类上报的预算编制情况，一方面有助于进行政策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和

相应的指标对比，有助于分析地方政府绩效情况。因此，中国地方政府预算体

系与 OECD 国家已有一定的可比性。 

预算编制方法：分项预算。 中国地方政府采用的是分项预算。分项预算是在

收付实现制会计原则下，列出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一类型的预算编制能

保证与拨款情况保持一致，有助于严格控制资金投入。采用这一预算编制方

法，地方政府官员就无权在各个预算类别之间重新分配支出，而有关责任人则

就投入支出的对象、方式和时间等全权负责。但是，分项预算不利于保证公共

服务的绩效与标准。

预算编制方法：项目预算。 相对分项预算，项目预算编制方法的改进在于绩

效责任制，因为它按支出项目对各个明细费用项目进行了分类归并。在这一方

法下，部门管理者能在项目内部灵活分配资源。虽然项目预算仍然实行自上而

下的以投入为基础的管理责任制，但是项目目标、预期成果和项目影响也开始

进入公众视野。中国地方政府在逐步采纳项目预算编制法，但目前还没有关于

此类改革的相关文献。现有一种地方政府预算编制方法，重点关注基于结果问

责，该预算编制方法由美国地方政府首创，并以不同形式不断被效仿应用，这

一预算方法就是广为人知的绩效预算法。 

预算编制方法：绩效预算。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各国绩效预算的方案设

计不尽相同，实施的效果也存在差异（Hawkesworth and Klepsvik, 2013）。

从积极的方面看，绩效预算使政府运作更加阳光化、使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掌握

政府运作情况、使市民更容易了解政府工作绩效，有权让政府对民众负责。绩

效预算还给地方政府运作带来积极影响。但绩效预算给中央政府带来的影响较

小，除了新西兰和新加坡，在大多数国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美国联邦层面运

作的绩效预算体系，不但因信息超负荷带来巨大的成本，而且没有获得明显效

益。美国地方政府的绩效预算通常是自愿进行的，其成功之处在于做到了预算

透明，且政府行为充分获得了纳税人的信任。 

如果同时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能给予责任人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上的灵活

性，并要求他对实现预期结果负责，那么绩效预算就能成为确保责任人对实现

服务提供目标负责的实用工具。绩效预算的信息需求量十分巨大（表 4），但

是顺利实施之后的收益也是巨大的。因此，在引入绩效预算之前，必须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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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相应的配套改革。同样，在实施绩效预算之前，地方政府首

先要建立持续的能力建设制度，其次才引入绩效预算。

要使绩效预算成为对民众负责的工具，需要采用与提供的服务紧密相关的预算

格式。需要注意的是，绩效预算更加适用于绩效目标比较直观的项目，多在省

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在中央政策和协调层面，绩效预算就没那么适用了，

正因为如此，它不适用于财政部或是计划、顾问、研发相关的部门和任务中。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三种预算形式的特点。表4列举了绩效预算的几个主要用语

的涵义，表 5 则阐述了一些绩效预算改革在国际上的应用情况。

表 3 不同预算形式的特点

特点 分项预算 项目预算 绩效预算

内容 按支出项目（如人员经
费、差旅费、设施、设
备、交通工具、装备
等）、支出功能及不同
支出单位划分

按一类业务（如法律强
制执行、调查等）

以结果为导向的逻辑链

形式 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 主要项目的支出情况 投入、产出、结果、影
响、覆盖范围等

定位 投入控制 投入控制 注重结果

管理模式 自上而下，由规则驱动 自上而下，但项目内有
一定灵活性

管理灵活，但须对结果
负责

来源：作者

表 4 绩效预算主要术语涵义

要素 涵义

成本

产出

结果

影响

覆盖范围

质量

生产效率

成本有效性

满意程度

实现产出的投入/资源

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项目目标实现的程度

项目目标

因此项目受益或受损的群体

衡量服务的及时性、便捷度、素质、准确性等

单位工作时间产量

单位产出的成本

服务对象对项目评级

资料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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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绩效预算

过去几年中，中国已经就绩效预算开展研究，但是似乎并没有在整个国家层面

采用这种方法。相反，中国将重点放在了启动试点项目上，旨在通过“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提高预算绩效水平。例如，通过预算流程和管理改革，提高

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公平性。2012 年 9 月 21日，中国财政部印发了“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2012-2015）的通知”，鼓励地方政府改进预算方法、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评价程序的相关技术和方法，提高外部专家和智库参与

编制预算和评价的程度。通知还提到，建议地方政府对预算执行进行适当的

内、外部控制，建立严谨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另外，还需建立“绩效管

理评价体系”与之相配套，后者借助正规的评价方式测度已实施项目的效率和

效果，同时对拟申报项目进行前评价。通知还建议地方政府需积极应用专家学

者的评价方法与结论，以指导计划编制和预算决策，并不断努力，提升预算编

制水平，提高预算执行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改革。此

外，通知鼓励各省、市、自治区在开展项目时要进行绩效目标管理，以确保各

地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并作阶段性调整。 

广东、四川、云南、浙江等省要求将绩效评价结果提供给预算部门决策参

考。2011 年，云南省采用标准化的评估方式（专栏 2），对所有省级重大项目

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所提供的信息，制定下一年度的预算。浙江省政府

要求所有项目必须有明确的绩效目标，以及可测量的定量和定性绩效指标（专

栏 3）。上述几个省都认为绩效评价有利于提高项目有效性，从而改进项目预

算执行效果。

预算编制方法与实践总结

在中国，地方预算没有充分反映地方政府的职能。虽然中国正在努力逐步推进

中期预算，但当前预算仍是按年度编制。中期视角有助于将计划与预算相关

联。预算形式应与 OECD 标准一致。分项预算目前通常用收付实现制会计。各

省市正在分阶段试点不同的绩效预算方法，有助于地方政府政务公开透明，责

表 5 绩效预算改革的国际实践

类型 主要特征 主要代表国家

报告型绩效预算

（PRB）

绩效包括在预算文件中，但预算
部门在分配预算资源时，不作为
考虑因素。

丹麦、英国、美国联邦政府、
南非、印尼地方政府

知晓型绩效预算

（PIB）

在确定预算的过程中考虑项目的
绩效信息，但在实际决策中仅作
为次要考虑因素。

澳大利亚、智利、法国、芬
兰、马来西亚、荷兰、波兰、
新加坡、瑞典、荷兰、乌干
达、加拿大地方政府、美国

决策型绩效预算

（PBB）

绩效信息在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
但是并不直接决定预算资源的分
配数量。

新西兰

理论型绩效预算

（PLB/PDB）

资源分配与绩效直接明确挂钩。 无。实践中无法应用

资料来源：Shah and Shen (2007); De Jong, Beek,& Phsthumu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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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云南省 2012 年度采用的项目评价和预算复审框架

云南省的预算编审框架如下：

目标（20% 的权重）

• 项目依据是否充分？

• 项目目标是否明确？

计划（60% 的权重）

• 项目计划是否可行？

• 项目指标是否科学？

• 项目资金是否合理？

管理（20% 的权重）

• 项目管理是否有效？

• 财务管理是否规范？

来源：与苟燕楠教授的个人交流

 专栏 3 浙江省2012年度预算计划的要求

浙江省财政厅要求预算方案必须目标明确，绩效指标清晰。以下就是某校网络环境系统建

设项目的绩效目标。

目标总体描述
实现各校区间网络连接，形成多校区同一网络内联；保证合法用户上网权利，杜绝用户的非
法上网行为；提高网络的使用安全、实现校区内远程统一管理。构建一个“时时能学，处处
能学”的网上学习平台，满足了自考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并可提供在线学习支持服务。

定量指标及标准

(1) 承载的上网人数：X人以上。

(2) 用户通过认证计费系统上网比例：达到 X %以上。

(3) 增加A校区校园网信息点数量：X以上。

(4) 非正常中断时间累积：X小时/年以下。

(5) 学员满意度：维持在X %以上。

定性指标及标准

(1) 数据信息共享情况：安全、可靠、方便。

(2)  校区间网络互联：各校区间网络功能相同。

(3)  完成多校区网络一体化初步建设：完成基础框架建设，稳定、可扩展性强。

(4) 系统功能实现程度：完整、准确。

(5)  教学效果提升：考试指导性强、内容针对性强、知识点准确性高。

来源：Gou（2013）

任到位。是否在地方政府全面推行绩效预算，中国政府一直持审慎和渐进式的

态度，并强调在实践中学习。考虑到实施绩效预算对绩效信息的相关性和质量

以及地方政府的能力要求较高，因此绩效预算方法很受欢迎，并不需要太多的

准备就可上马，也不会有太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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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来说，要在做到公开透明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能以通俗易懂的方

式，向公众公布有关重要公共服务的提供和预算等信息，暂时还难以实现。这

种信息公开方式有利于建立地方政府绩效基准点，使地方政府更加对民众负

责。此外，它还是上级政府监督地方政府预算的重要途径。绩效信息在制定长

期发展战略和建设更为负责的地方政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绩效预算从基础服

务的提供开始，逐步展开，如：垃圾收集→生活污水和下水道管理→教育和卫

生等，然后逐渐向其它服务领域延伸。绩效预算可能是中国政府走向更高层次

的政务公开、办公透明和对公众负责的有效途径。

2.1.2 地方预算框架：事先规定财政责任和纪律

事先规定财政责任和制度，有利于项目执行，也有利于政府立法机关监管。许

多国家都设有此类立法机关，将预算运作过程中的财政制度落到实处。还有少

数国家——如巴西，有更加复杂的财政责任法律法规，在很多方面规范政府行

为，惩处不合规的行为。

中国采用了省级财政规则作为1994年《预算法》的一部分。6《预算法》指导了

中国省级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其中规定，所有的预算必须

保持年度收支平衡，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外，地方政府严禁自行举债。该法还

规定，上级政府不得在预算之外调用下级政府预算的资金。下级政府不得挤占

或者截留属于上级政府预算的资金。另外，省级和地方政府拨出税收的1%~3%
，作为应对自然灾害和其它灾害的预备费（Gao，2013）。省级政府用于发展

农业和科技的年度支出增幅必须高于税收的年增幅。省级和地方政府用于教育

的经费支出总和不得低于 GDP 的4%。

尽管 1994 年出台的《预算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然而，省级和地方政府在

实践中都发现了一些漏洞，并借此规避其中的一些预算规定。由于地方政府预

算的碎片化，对预算平衡的要求难以监测和实施。地方政府也找到了一些“借

钱”的方法：在不违反《预算法》的前提下，通过专门的城市开发投资公司举

债。由于这些“隐性”债务难以追查和监管，因此这种做法会给整个国家带来

潜在的宏观财政风险。总而言之，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地方预算体系透明度不够

有关。

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地方政府预算保持平衡，借贷只能用于资

本性项目。中国的要求则更加严格，要求所有预算都须保持平衡。因此，关于

禁止举债和资本预算平衡规定的实施，必将限制资本融资，这就难以解决基础

设施建设中的资金缺口问题。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可能会修改现行预算法，取

消上述限制，考虑为资本融资制定审慎的监管条例。

6 预算法于 1994 年公布，1995 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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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地方政府预算编制和审批流程

中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预算体系，以每年的1月1日作为财政年度的首日，但是

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的预算必须由本级地方政府制定，并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批准。中央政府的预算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审议。省级预算编制分为四步，

即“二上二下”，具体步骤如下 ：7

第一步（4-5 月份）：省级财政厅（局）在向财政部汇报后，发出预算通

知，要求各省级预算部门递交下一年度资金申请计划，以及本年度测算

的支出表和上年度决算表。通知还要求地方政府依照同一流程，将预算

提交本级人大审批，之后上报省级财政厅。预算部门和地方政府需要采

用目标导向的绩效评价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估以决定是继续拨付相关预

算。他们还应当遵循“零基预算”方法（该方法要求每年都要重新调整

支出条目），以此来决定下一年度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 

第二步（6-7 月份）：各部门将预算申报表递交财政厅。

第三步（8-9 月份）：省级财政厅对各部门的预算申请进行复核，并下达各

部门（包括各单独项目）预算控制数。省级财政部门还会要求地方政府

就下一年度增加的融资予以说明。

第四步（10-11 月份）：各省级预算部门将最终的预算方案上报省财政厅，

同时上报下年度预算建议数和上一年度决算表。地方政府同样向省级财

政厅上报预算表并等待结果。

第五步（11 月份）：财政厅核对地方政府预算、各部门支出计划、财政收

入测算、本年度财政收入测算预测以及上一年度实际财政收入等后，形

成预算报告，上报供省政府审议和批准。省政府就预算安排的优先顺

序，听取本级人大常委会意见。

第六步（12 月份）：省级人大常委会审定预算，并由省人大代表投票表

决。经由省级人大表决通过之后，上报财政部，将其纳入国家预算。 

为满足不可预见的预算需求，各个预算单位向各级财政部门提出预算调剂（预

算不同科目间调整）申请，即在单位内部进行不同科目间预算的调转；主管的

财政部门收到申请后，即启动执行审议流程，审批结果报同级人大。如果申请

额度超出预算上限，财政部门将另外准备一份补充性测算文件，在执行审议

后，由同级人大决定是否通过。各级人大批准通过后，再向上一级人大递交修

订后的拨款申请。

预算编制与审批流程小结

目前的预算编制流程适合中国国情，但是，还应考虑做些进一步的改进。首

先，现行的预算编制程序使得地方人大难以就政府工作安排和预算安排的先后

顺序提前给出预算审批意见。地方政府只有在每年二月份将其下一年度的工作

安排和预算安排的先后顺序方案提前上报地方人大，才有可能在三月份获得人

7 “二上二下”的预算编制过程见附录中附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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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反馈意见。此举不仅将预算周期延长了两个月，而且能够在预算编制过程

中向地方人大反映情况。

其次，零基预算体系有点不太实际，因为地方支出中，公共部门的工资和福利

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大多数公共服务具有长期性。在这种情形下，零基预算起

不到什么作用。

再次，如果在“二上”之初，财政部能确立一个财政框架，详细列出政府短期

和中期的政策目标、资源信息、支出顺序以及借款目的，为省级和地方政府预

算提供指导意见，将大有裨益。 

第四，以目标评价为手段的项目评估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会促使人们在设定

项目目标时过于保守，以期完成得比预期好。项目负责人如果一开始设定很高

的目标，最后没有实现目标的话，则极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进行项目评估的时

候，应当依据项目提供的服务以及为提供这些服务所使用的资源情况加以评

估。以道路铺设项目为例，可以通过比较铺设一公里路面成本的方式加以评

估。项目评估固然有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部门层面定期（如五年为一间

隔）实施。具体可通过对各个项目设计若干问题的方式进行（加拿大政府实施

的项目评估成本低，效果好，见专栏4）。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定期对所有项

目进行评估，有助于及时终止效果不理想的项目，并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手段，

确保提供的公共服务达到事先预期的目标。

专栏 4 加拿大的执行审议中使用的调查问卷表

• 项目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合适？

• 要是换做另一级政府，如省级或是地市级政府，能否做得更好？

• 项目能不能交由私营部门或是志愿者机构去做？或是和他们合作？

• 如果是由政府部门内部完成，能否借助商业原则，更加高效地完成这个项目？

• 如果上述得出的都是肯定答案，仅凭政府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是否足以承担？

资料来源：Shah（2005）

2.1.4 预算执行：执行和法律监督

省级及以下各财政部门的预算部门会根据财政部的指导方针，制定预算执行指

导性文件。这些文件详细提出了各项合规要求，以保证预算执行情况与资金分

配保持一致，并得到高效的分配使用。 

在近期一系列改革之后，财政部国库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种“国库单一账户”体

系，其中包含着一组相互关联的账户体系，通过这个账户体系，中央和省级政

府能进行各种资金支付，并将现金余额集中在中央层面。中央各部委、各机构

和省级政府都有各自的银行账户，它们由“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统一管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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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算单位开设“零余额”账户，在支付申请通过后，账户将即刻收到资金。

每天这些账户都会自动清点，以汇总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这一体系有

助于现金管理、对所有政府账户进行监督、现金计划、借贷预测、债务和金融

资产管理。

目前，地方政府还未纳入这一体系。省级和地方政府也有各自的预算执行监控

方式：采用财政授权管理方式，确保资金足额支付且用途正确，履行授权程

序；采用预付款项会计管理方式，确保授权有效性，保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

保证发票准确、支付到位、收款人身份无误；采用支付后审计管理方式，以进

一步检查内部控制的运作情况，确保决算账户的准确。此外，对不同部门收取

的税费等也采取了类似的管理方式。

财政部国库司对决算编制也有一套详细的程序。每年的11月份，财政部都会发

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按照规定要求进行决算编制。12 月份，

相关材料需经过财政部审计部门的严格审查，确保税收、支出、资产、负债、

应收账款、预留资金等准确性。上述程序完成后，将下发年度决算账户财务报

表。报表交给上一级部门审核汇总之后上报财政部审核，次年1月份上报国务

院。国务院审核后，将决算上报全国人大审核，然后由其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预算工作委员会审核。最后，由预算工作委员会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中国地方审计局对地方政府进行周期性的财政审计，供人大及政府参考。中国

最近采用了一套正式的地方预算执行审查程序，方法包括目标导向的绩效评价

体系，就项目目标、相关性、项目设计、财务管理和结果等设计一系列标准化

问题，以对单个项目进行评估。8

地方人大通过相关机制监督地方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检察机关对任何腐败行为

的审计和调查，都要受到监督机构的监督。审计重点在检查预算执行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并跟踪资金流向，但很少关注绩效审计。不过，地方人大会主动关

注民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所以，尽管地方人大在预算编制方面权力有

限，但在监督地方政府绩效方面有重要地位。

预算执行小结

当前，中国的预算制度改革克服了诸多困难（Shen and Shah，未发表的工作）

。Shen和Shah的这份研究认为，中国的预算执行缺乏一个统一的财政账户，例

如，缺少每日现金结余清算机制，太过注重地方自治，不够重视内外部控制和

人大责任。但现在这些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

有：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还未全部纳入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由中央至省级

政府转移支付较慢，经由省级向下一级的转移支付更慢，还有就是以结果为导

向的外部绩效审计和整个政府定期支出审核不够完善。专栏4给出了加拿大现

行的单一、高效、节约的审核体系。中国预算监督中最薄弱环节，是缺乏建立

地方政府绩效基准数据的方法，因此难以对其绩效进行对比评估。与此同时，

8 采用了世界银行独立评价局对世界银行的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方法，美国政府预算管理局采用的项目评
估评级工具（PART）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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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地方政府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继续就预算执行进行后续改革，有助于更

好地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加强城镇的有序发展和提高社会的包容性。

2.2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2.2.1 地方政府为什么需要债务融资？

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直接导致了城市服务需求的增加。中国

城市化的脚步在以更快的步伐迈进，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翻

了一番。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城市服务需求，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经济社会基础

设施建设。对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而言，向城市经济提供所需的商品和劳务，也

需要地方政府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能力。对于较贫困的地区而言，需要将本地的

经济发展融入到更大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去，并成为内部共同市场的组成

部分，从而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当地经济需要，

都在努力吸引资本与劳动力。但是对于那些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地方，在吸引

生产要素方面缺乏竞争力。

对长期性的经济与社会资产的投资，有利于提高经济与社会产出，改善居民生

活。由于这种投资属于长期性资产投资，因此债务融资需要体现代际均衡原

则。但是，1994 年颁布《预算法》第 28 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预算应按收支

平衡原则编制，如无法律或国务院专门规定，地方政府不得进行债务融资，不

得向银行借款或是发行债券。1994 年改革后，将生产型税收集中在中央，但地

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仍旧保留。这一做法导致了巨大的纵向财政缺口，见图 3。

表6表明，到 2011 年，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发生了从盈余到巨大缺口的变化。 9  

表7表明，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缺口最大。地方支出的不足部分很大程度上通过

中央转移支付来弥补，但是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中央

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自己为资本支出以及其它预算外的支出

寻找创新的融资方法，土地出让金则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表 7-10）。

2.2.2 2009 年以前中国地方政府资本融资来源

中央政府转贷。中央政府可以以多种不同方式向地方政府提供资本融资（Liu, 

Baoyun,2013）。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 1998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公路法允许地方政府为公路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借款。其次，1998

到 2004 年间，为了减缓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中央政府发行了国债，并

将这些基金转贷给地方的建设项目（1998—2004 年间发行的短期国债总额约

为 2.7 万亿元人民币）。

土地融资。在中国，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属政府所有。通过租赁土地使用权40

或 70 年，地方政府发现土地所有权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此外，政府部门

还会采取收取附加费的方式，鼓励土地的集约利用，例如高层商业和住宅楼宇

9 这些数据忽略了纵向财政缺口，因为税收返还也计入了地方的财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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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8-2012 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变化

资料来源：Yin（2013）

等。政府会将这些土地使用权通过一次性租赁方式，从而获得土地收入。鉴于

目前不断上涨的地价，土地收入将继续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最合算和最稳定

的收入来源。表11表明，2010  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到了地方预算的三分之二。

但是，国家审计署  2013  年报告显示，土地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地方政府债务本

金及到期利息，原因在于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偿还的债务要超过土地出让收

入，且其间相差约为1.25 倍甚至更高（Liu, 未发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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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的纵向财政缺口（2011 年）

政府层级 行政区数量

2011  
年的平均人口

数量
财政收入
占比 直接支出占比

财政缺口
结余（+）
不足（-） 

中央 1 13.5 亿 49.4 15.1 34.3

省 23 5200 万

11.3 18.9 (7.6)
直辖市 4 2200 万

自治区 5 2100 万

特别行政区 2 400 万

地级市 382 400 万 22.1 29.7 (7.6)

县 2,853 470,000
17.2 36.3 (19.1)

乡 40,466 33,000

总计 100.0 100.0 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

表 7 按来源划分的地方财政收入（2010年）

来源 占比，%

预算收入 37

总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 10

土地出让收入 32

社会保障基金 17

其它政府性专项基金 4

合计 100

资料来源： Wong（2013）

表 8 中国地方政府资本融资

来源 占比，%

预算收入 5.1

自有预算外融资 77.4

国内借款 15.7

国外借款 1.8

合计 100.0

资料来源：Wong（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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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10 年地级市预算构成

收入来源 占比，%

一般性预算收入 29.9

总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 11.6

土地出让收入 34.9

政府性基金（不包括土地出让） 4.0

社会保障基金 19.5

合计 100.0

资料来源：Wong（2013）

表 10 地方预算的综合分析——以江阴市为例（2009）

支出 占比，%

预算内支出 65.1

预算外支出 6.0

社会保障基金支出 10.3

政府性基金支出 18.6

总计 100.0

资料来源：Wong（201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为了减轻缺乏直接资本融资途径的负面影响，所

采取的另一个创新性举措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建立新的融资机构。他们建

立了投资公司、建设投资公司以及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等，这些机构一般被统称

为 UDICs。其中较有影响的有 1992 年 7 月成立的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此后，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争相效仿。很快，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便在

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2004 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平台公司拓宽融资渠

道和融资工具，此举直接推动了平台公司的增长。到 2010 年 12 月，全国共

设立了 6576 个城市开发投资公司，其中省级 165 个，地市级 1648 个，县 

4763 个（Liu，未发表的工作）。设立平台公司的目的就是通过不同渠道为地

方投资项目筹措资金。

城投公司对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私募股权投资和地

方政府参与，地方政府的参与方式是提供土地作为抵押和为私募股权投资提供

担保。由城投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从 2002 年的 100 亿美元增加到 2009 年的 

600 亿美元（Liu 和 Qiao，2013）。2008 年，在中国政府出台的四万亿财政

刺激计划下，城投债数量急剧增长。所有由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均为由地方政

府完全担保的一般债务债券。

2.2.3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由于地方政府使用多种融资工具，且 2009 年前年中央政府并未对地方债务进

行系统的监督，因此很难确定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惠誉估计，到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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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地方政府债务已达到 12.85 万亿元人民币(2.1 万亿美元)，约占中国 GDP 的 

25.1%。2013  年  4  月 9 日，惠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A-，展望为稳

定。穆迪认为，2011年的审计报告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估计低估了3.5 万亿

人民币，并称该债务水平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2013  年  4  月

16  日，穆迪将中国的经济展望从积极下调到稳定，原因是中国在降低与地方

政府债务相关的风险以及在解决信贷扩张问题上的进展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

果不能妥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穆迪可能将展望下调为负面（Yin，未发

表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  4  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也表示了类

似的担忧，这份报告对中国不受监管的基础设施融资带来的潜在风险予以了关

注。

截止到  2012  年底，地方政府的  12  万亿负债中，大约  30%  属于省级政府的负

债，43%  属于地市级政府，27%  属于县级政府（Liu，未发表的工作）。上述

债务中，约  63%  为银行借款，22%  为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债券，15%  为担保债

务（Yin，未发表的工作）。以上债务中，属于城市开发发展投资公司的债务

为  46%，地方政府部门和机构为  23%，公用事业部门为  16%，其余的为其它公共

部门经济实体。就债务的地域分布而言，东部省份占  50%，中部  23%，西部  27%。

表  12  详细列出了资金来源以及借入资金的投向。借款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

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城市商业、住宅建筑，以及道路、交通和通讯。这类项目属

于典型的高回报项目，违约风险最小。表  13  是关于债券融资的最新数据。

2.2.4  2009 年以前与借贷法律有关的问题

禁止地方政府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促使其通过利用一些创新融资工具融资，进

而出现了大量的隐性债务。这类融资方式诱发了很多问题。

表 11 中国的地方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金

年份

地方预算 土地出让金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预
算比，%10 亿元 

增长
% 10 亿元

增长
%

2002 851.50 9.12 241.7 86.50 28.39

2003 985.00 15.68 542.1 124.29 55.04

2004 1,189.34 20.75 589.4 8.73 49.56

2005 1,510.08 26.97 550.5 (6.60) 36.46

2006 1,830.36 21.21 767.6 39.44 41.94

2007 2,356.50 28.75 1,194.8 55.65 50.70

2008 2,864.49 21.56 1,037.5 86.83 36.22

2009 3,258.07 13.74 1,591.0 53.35 48.83

2010 4,060.98 24.64 2,911.0 82.97 71.68

2011 … … 3,150.0 8.21 …

2012 … … 2,701.1 (14.25) …

资料来源：Yin（2013）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财政部；2013 年 3 月 4 日 21 世纪报告等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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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级地方政府性债务占比（2010）

资料来源：Li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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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0 年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源和借入资金投向  
（单位：十亿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 资金投向

来源 数量 % 资金投向 数量 %

银行贷款 8,468.0 79.01 城市建设 3,530.1 36.72

上级财政 447.8 4.18 交通运输 2,392.4 24.89

债券发行 756.7 7.06 土地收储 1,020. 9 10.62

其他单位和客人
借款

1,045.0 9.75 科教文卫和保障性住房 916.9 9.54

水利设施建设 458.4 4.77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273.3 2.84

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111.0 1.15

工业 128.3 1.33

能源 24.1 0.25

其他 757.6 7.89

小计 9,613.0 100.00

未用余额 1,104.4

总计 1,0717.5 100.00 总计 10,717.5 100.00

资料来源：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1  年第 35  号（总第  104  号）和  Liu（未发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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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05 到 2013 的中国地方债券融资（单位：十亿人民币）

年份 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企业债券
新债券融资总额(地方政

府债+地方企业债)

2005 5.0 5.0

2006 34.3 34.3

2007 51.5 51.5

2008 68.4 68.4

2009 200.0 205.7 405.7

2010 200.0 197.7 397.7

2011 200.0 226.7 426.7

2012 250.0 530.2 780.2

2013a 350.0 232.9 782.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债券网数据整理

a：截至 2013 年 4 月，本年度已发行地方企业债 2329 亿人民币，2013年计划发行地方政府债 3500 亿。 

(i) 缺乏透明度。由于地方政府与商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借贷属于双边行

为，对当地居民以及上级政府来说，与之相关风险都不被知晓。缺乏信

息透明度滋生了腐败，在项目的选择方面也可能不符合公众的最佳利

益。如果地方公共部门的管理者的专业能力低于私人部门，或者受自身

利益驱使，那么操作过程的不透明将使私人部门参与者通过公共部门的

慷慨担保，获得搭乘公共部门便车的机会。虽然中国的地方政府绩效问

责制对这种寻租行为产生了约束，但是无法保证彻底根除这种行为。即

便是忽略渎职行为机会的增加，对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城投公司所承担

的预算外债务所产生的财政风险，也难以确定。由于中国实行单一的管

理模式，因此最终中央政府可能需要承担任何违约事件所产生的后果。

(ii) 地方预算碎片化。从地方层面上看，地方预算碎片化对综合预算的发展

不利。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政府而言，几乎有三分之一甚至更高的支出属

于这种情况。这样高程度的预算碎片化将会破坏财政纪律、资源配置效

率和技术效率与完整性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中国从 2005 年开始了预

算系统改革，并且以提高地方预算的全面性为目标。

(iii) 财政部门的高风险。中国的财政部门为国家机构，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可

直接干预市场交易，这种行为将可能给银行和地方政府带来风险。在这

种情形下，地方银行的借贷就不会得到正确的经济和金融标准的引导，

银行可能会被迫向信誉不好的地方政府或者是向没有确定投资回报的项

目贷款。目前，中国持续繁荣的经济只是限制了这种风险的发展，但并

没有将此种风险完全消除。

(iv) 收入的不稳定性。 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融资的依赖是受制于房产

价格泡沫或者经济周期带来的风险的。由于地方政府一般是建设和开发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因此这些风险会加重对地方经济的危害。这种风险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没有显现，原因是被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土地价格的

上涨所掩盖，在资本融资市场发展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上述

风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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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较高的总体财政风险。当城投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时，或有债务以及非或

有债务带来的风险会被当作双方协议或地方政府担保的一部分，因此通

常不加以评估。在特殊情况下，这些风险可能会对地方财政偿付能力构

成威胁。

(vi) 缺少可持续债务融资管理的学习和能力建设机会。法律框架也限制了地

方政府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以及为提高和管理债务融资而进行内部能力

建设的机会。

总起来说，尽管这些隐性债务也许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带来重大风险，但是少数

地方政府将会在偿还债务方面面临重大的困难，也许在未来需要靠国家援助来

帮助它们脱离困境。较大的问题是由于预算法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预算体系

缺乏透明性以及过分碎片化。

2.2.5  地方政府资本市场融资改革

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上述融资方式的各种弊端，并且已经在地方政府进入资

本市场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它们包括： 

中央政府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发债。从 2009 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为省级地方

政府发行债券，而不是通过中央发债后借给省级政府。在 2009 到 2011 年间， 

每年发行 2000 亿人民币的地方债券。2012 年，地方债的发行规模增加到 2500  

亿，2013 年计划发行 3500 亿。在确定发行地方债的规模方面，财政部制定了 

一个标准，该标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发债省的财力、现有财政收

入与债务比、自有财力的预期增速、资金配套能力等（Liu 和 Qiao，2013）。 

上述标准考虑到了省级债务水平、预算中用于配套资金和偿还债务本息的能

力。此外，当省级债务出现违约时，中央政府将会采取截留部分中央对该省的

转移支付的措施。10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省级政府借助中央政府的高信用等级，降

低债务融资的成本，并帮助地方政府建立债务评估和可持续的债务管理能力。 

允许经济实力强的城市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除了对信贷市场准入进行监督

外，2011 年 10 月，财政部发布《2011 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11 允

许试点省市政府自行发债，国务院批准四省市直接发行市政债券。截止到 2012  

年末，广东、上海、深圳和浙江四个试点省市已发行中期（3~5 年）特定项目

收益债务债券共 251 亿元人民币。这是地方政府首次自主发行的债券，债券的

还本付息由财政部代办，并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扣除相应费用。

近期的监管改革。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联合发布《关

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财政部[2012] 463 号文)，该文

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提出了以下指导意见：i) 除非国务院明确授权，地方各

级政府和相关事业单位等不得举债，包括公私合作项目的回购方式（BT）的举

债；ii) 地方政府禁止将国有资产用作地方投资公司的融资抵押，包括政府房

10 这种做法与加拿大的市政融资的做法有相似之处。在加拿大，省级的金融公司集合地方债务，并借助省
级政府的高信用等级发债。

11 自行发债仍需财政部授权。地方政府只是可以自主选择债券承销商、期限和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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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校、医院等；iii) 地方政府不得将储备土地的预期出让收入用于新债的

偿债资金来源；iv) 不得通过向金融或非金融部门的单位或者个人举债方式，

为未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v) 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单位不能提供任何形式的直接

或间接担保。不得使用政府资产作为抵押融资为企业和公私合营项目融资。

国务院于 2010 年发布了规范城投公司行为的通知，通知要求对平台公司实行

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并对其债务报告、银行贷款信用风险分析、地方政府担

保、审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银监会也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出台了《中国银

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限制使用特殊的

金融产品如衍生品以及影子银行业务如表外业务等进行放贷等(Liu，未发表的 

工作)。

其它改革。 在  OECD  国家，资本预算规划要先于并绑定借款决策和债务管理。

在中国，中央政府通过财政部来帮助各省实施资本预算规划过程。通过在更大

范围内的预算改革，建议地方政府通过中期支出/预算框架将规划与预算结合

起来。财政部同样强调地方预算的全面性并且将预算外支出也纳入到预算中

来。中国已经意识到，债务管理与资本预算和融资决策紧密相关，中国在同时

进行两种类型的改革。

2.2.6 地方债务管理的下一步工作

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在制定地方举债的长期框架方面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

路，但是展望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以下我们将在  OECD  国家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若干关注的措施。

评估负债能力。地方政府的财力和投资类型是决定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融资的重

要判据。表14列举了几个主要的选择。对于财力较弱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一

般来说不可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投资应当通过赠款方

式解决，而贷款方式的融资则适用于能够产生收入的项目。对于财力较强的地

区，可供选择的融资工具很多，包括债券融资。这些差异已经被中国所意识

到，并在有关工作框架中得到体现。

评估地方政府的财力以及债务的可负担性，除了内部分析之外，还需要从上一

级政府和资本市场的角度，对债务的可负担性加以评估。12 美国的州政府通过

一系列标准（附录 5），对地方政府负债能力确立了基本指标，其中使用频度

12 UNCTAD  开发的债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系统（DMFAS）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适用于开发基础信息系统、
相关数据管理和信用评估。

表 14 资本融资方式与投资类型和地方政府财力匹配

资本投资类型 财力弱的地方政府 财力强的地方政府

产生收益的投资 贷款与赠款 贷款与债券

社会投资 仅赠款 贷款与赠款

资料来源：Peterson and Valdez（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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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是债务本息占不指定用途资金与专项收入的比重。资本市场指标由标准

普尔、穆迪以及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提供（附录 6）。中国也有三家自己的

信用评级机构，并且其中的两家都与穆迪和惠誉有着合作伙伴关系。财政部同

样也致力于建立这类评估标准。

美国的经验表明，虽然信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评级结果得到了市场认同，而且

对资本的成本影响很大，但是对它们的评级结果也存在争议。这些标准本身以

及评级机构的治理环境都有可能带来困难。这些评级机构所使用的标准都非常

主观且有滞后性，并在比较主观的情况下，对地方政府财力试图做客观的评

级。一些当前信用级别高的经济实体，当业绩与预期不符的时候，常常会被下

调级别，因此这些评级信息并不能很好地预示未来。第二，这些评级机构之间

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它们通过对政府评级进行收费，之后便会协助发行债券，

因此它们具有过于乐观的内在激励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类型以及发行形式。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债券发行品种最主要的

是中短期普通债券，与此相比的是，OECD  国家使用各种金融工具要丰富的多。

对于一年期以内的临时性借款，地方政府可发行短期票据。地方政府也可以发

行  10~30  年的长期债券，它们通常是普通债券并且多为收益债券。地方政府也

试图通过信用增级降低债券融资的成本，例如美国的债券银行、加拿大的市政

金融公司以及上一级政府的担保等，通过这些方式提高债券的信用等级。收益

债券和信用增级债券最近在中国有了较好的进展。OECD  国家在债券发行方面有

着悠久历史和经验，它们主要通过竞争性招标发行，此外也通过议价或私募方

式发行。中国已有四个城市通过竞争招标方式自主发行地方收益债券，在地方

政府自主发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管理存量债务。为使地方政府债务处于有效的管理之下，OECD  国家大都建立完

备的制度，包括：财政透明度和信息充分披露的要求、业务预算平衡和应急准

备、商业季度审计和符合通用会计准则（GAAP）年度财务报告、债务监测和债

务偿还以及数据公开、债务期限与资本的经济寿命一致性、处置昂贵债务的策

略、金融突发事件的预判和应对的机制安排等。在财政透明度和开放的财政管

理方面，中国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2.2.7 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监管

对  OECD  国家，上一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及市场监管有详尽的制度安

排，包括：

(i) 通过财政规则和金融部门监管进行事前监督。此类监督包括一些重要

原则，这些原则要求借款只能用于长期资本支出，而且年度经营预算

必须平衡。对一些关键财政指标也有很多的要求，例如，债务总量与

当地GDP  之比、债务本息与财政收入比、债务与财政收入比，债务担

保与财政收入比等（附录7）。一般情况下，禁止为低等级债务提供高

等级的显性或隐性的债务担保，即便发生违约，中央政府也不会予以

援助。金融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政府不占股权并且

与金融部门有着紧密关系。这种机制安排的目的是，地方政府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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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评估财政和金融风险，并获得实际收益。中国需要在这一领

域继续改革。

(ii) 监测和早期预警系统。对上一级政府而言，对地方债务进行监测和建

立早期预警系统，对保证财务审慎来说不可或缺，这也是  OECD  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常见的做法（附录  8）。OECD  国家的实践表

明，该预警系统仍需进一步改进。中国在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方面已经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Brixi（2005）最近提出了一个测度财政风险预警

框架，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它加以改进后加以应用（表  15）。 

(iii) 违规行为的处置。通常情况下，OECD  国家对违规行为的处置原则是分

别对待。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对违

反审慎财政制度的行为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值得一提的是  2000  年

巴西颁布的财政责任法，该法律规定，如果政府官员在债务、赤字和

工资支出上限等方面违反了财政制度，将会受到罚款、最高可达四年

的刑罚、弹劾和以后不能再度当选任职的处罚。13

(iv) 事后的破产机制或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重大错误时的应对。OECD  国家制

定有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体系，该体系包括发生债务违约或抵赖

情况下的接管和破产程序等规定。地方政府一旦出现不能按时还本付

息，即被认定为违约。如果地方政府宣布对现有的债务负责并停止支

付本息，这种行为属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抵赖。在这种情况下，上一级

政府或法院有可能对问题地方政府实行接管，并委托第三方托管，使

其财政情况回到正常状态。

 在美国，根据联邦破产法第  9  章有关规定，地方政府有自愿向联邦法

院申请破产保护的选择权。该项保护措施可在法院处理地方政府债务

违约期间，确保当地必要的公共服务得以维续。根据美国法典，债权

人不能要求法庭启动对地方政府违约行为的法庭程序，公共资产因此

而受到保护。但是这种做法在南非和匈牙利等国家不适用，因为债权

人可以要求法庭启动对政府违约行为的法庭程序。破产机制是出于对

社会公众的保护，使其免受地方政府违约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产生

的伤害，同时避免出现因救援行动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 

 目前在中国除了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管理行为之外，还没

有多少有关此类可能发生事件的正式法律制度。虽然就事论事的方法

是有益的，但其不能克服中央救助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正式的

破产法将有助于为审慎的地方财政管理加强激励机制，这样的条款可

以像  1995  年修订后的《预算法》那样，写入到现有的预算立法中。 

 在单一制国家往往存在反对破产机制的说法，认为地方政府仅仅是中

央政府的代理人，因此在地方政府的违约事件必须由中央进行救援。

然而，OECD  成员中多数采取单一制的国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它们将

地方政府视为公共企业单位，因此理所当然地要承担同一法律规定的

因违约而造成的法律后果。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发生地方政府违约

13 在厄瓜多尔，不仅责任人会受到处罚，而且还会暂停中央的转移支付。阿根廷与墨西哥对发生债务违约
的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暂停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停止或限制新的担保和贷款。哥伦比亚的做法是惩
处责任人，停止发行新债并通过整改达到合规要求。秘鲁的做法则是暂停中央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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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常会将上级政府的救援视为理所当然。地方政府的破产立法将摒

除这种观念，从而减少与此类贷款相关的道德风险，并确保在出现地

方政府违约后，基本公共服务不会受到影响。

地方债务管理的小结

对信誉良好的地方政府而言，负责任的借债对于解决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

金缺口问题十分重要。有意思的是，OECD  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较小，但各国政

府反而为借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相反，在基础设施需求较大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却限制地方政府进入信贷市场。这就需要有进一步的技术援助，研究

如何帮助地方政府进入信贷市场，并通过相关的规制，确保地方政府的举债是

负责任的行为，从而将潜在财政风险最小化。

由于地方公共财政管理与债务管理密切相关，因此制定跨年度投资和支出计划

是债务管理战略的基础。但是，事前监管以及早期预警系统有助于降低财政风

险，而对于已经处于财政窘境的地方政府，正规的整改及破产机制有利于确保

地方政府在持续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的同时，恢复健康的财政。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在更好地监督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改善地方预算的透明度

和综合性等方面都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中国还启动了资本预算编制与规划相结

合的改革。为了更好地监管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举债的行为，加强对城投公

司的治理，中国还实施了相关的监管制度改革。通过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发债

表 15 财务风险矩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风险 直接债务 或有债务

显性债务

经法律/合同认定
的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合同贷款和地方政
府发行的证券）

拖欠的工资和福利支付（如果是政
府的合法责任）

不可任意支配的预算支出

法律规定的长期支出（公务员的工
资和养老金）

地方政府的债务担保和公共部门单
位的其他责任

地方政府的债务保证和非公共部门
单位的其他责任

地方政府对私人投资的担保（基础
设施）

地方政府保险（农作物保险）

隐性债务

政府道义上的责
任，反映了公众
和利益集团的
压力

剩余的资本和未来的公共投资项目
的经常性费用

根据当地的社会保障计划的未来利
益成本

公共健康、疾病控制以及希望政府
提供的物资和服务的未来支出

地方政府同意协助函相关的责任金
融机构破产相关的责任

其它经济实体为无担保债务、自有
债务、拖欠款、协助函等相关的责
任

企业重组和私有化产生的责任

无担保养老基金、就业基金、或社
会保障基金受益人提出的索偿

地方危机管理（公共健康环境、救
灾等）相关的责任

资料来源：Brixi（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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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允许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城市自主发债等帮助地方政府通过资本市场

融资。这些举措有助于将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所带来的财政与金融风险降

到最小。 

这项改革议程目前尚未结束，因为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证地方政府在

评估负债能力、确定债务类型和发债方式中的责任、债务管理责任制度和降低

债务成本责任等方面，有法有章可循。 

在中央层面未来还需做的工作包括：帮助建立独立公平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机

制、地方政府财政健康水平的监测框架、现有问题的预警系统以及应对地方财

政困难与破产的机制等。此外，保持地方财力和支出责任均衡是地方公共财政

管理的基础，因此加强地方自有财力对地方债务管理而言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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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改革

中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集中在中央，大多数生产型税均由中央政府

直接管理。从税收管理的效率来说，集中管理的做法是可取的。地方

政府对于少数非生产型税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主要包括：城镇土地使

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农牧业税、

固定资产投资税、赠与税、遗产税、地方国有企业所得税、污染税、资源税、

屠宰税。这些税由省一级的财政部门代表省及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征收后，再按

税源地返还。

省级财政部门一般按照本省财政收入目标，制定县、乡的财政收入目标。当规

定的目标实现后，财政部门可能就会采取缓征的办法，也就是将本年度内应该

征收的税放到下一个财政年度征收。如果当年目标未能实现，相关返还则会推

迟至下一财政年度。

地方政府历来十分关注税收的充足与否，因为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以及中央的

转移支付不能满足地方支出的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缺口尤为明显。地

方政府负有发展地方经济责任，这无疑加大了地方政府对本级可用财力的关

注，同时促使地方政府为资本投资努力寻求新的融资途径。这种发展方式代价

高昂，可能诱发多种风险，如财政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城市的无序扩张以及

环境退化风险等。这种发展方式不应作为可借鉴的模式，实际上更具可持续性

和普惠性的公共财政政策也能够做到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中央政府对这些问题予以了极大关注，并且一直在鼓励地方政府研究和提出地

方税改革的各种可能方案，以加强地方财力，适应城市发展、保障食品安全和

环境的需要。目前，两个新的税种已经列入考虑范围，即住房房产税和环境

税。

住房房产税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较新的税种，关于该税种的征收对象、设计和

实施方面的知识和国际经验，特别是房产价值的评估等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

环境税对地方政府而言也是一个较新的领域。鉴于此，本项目关注这些税种的

设计和管理。就住房房产税和环境税而言，本项目也希望能够在正确应用的条

件下，对它们的作用有着正确、全面的认识，并提出与充分实现上述两个税种

的财政潜力相应的步骤。以下章节对住房房产税和环境税已经开展的工作做了

简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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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住房房产税

关于住房房产税的最近法规是国务院  1986  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文。2008  年12月31日，国务院第  546  号

令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及个人，依照住房房产税暂行条例缴

纳住房房产税。目前，住房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包括除房主自住之外的所有商

业与非商业房产。就全国平均数而言，住房房产税现占城市财政收入的比例为

1.2%，上海  2011  年住房房产税约占财政收入的  2.15%。

为了应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2011  年  1  月  27  日，国务院同意对于新购的个人

自用住房（重庆市的独立式住房除外）取消免税，在重庆和上海这两个房产市

场增长最快的城市首先启动了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试点结果将会影响未来在

全国范围内推广住房房产税进程（Yan，未发表的工作）。目前中央政府计划

将试点城市增加3到5个，但直到  2013  年  7  月  21  日，尚未公布实施方案。最有

可能纳入试点的城市包括杭州，深圳，广州，北京，武汉和昆明。

3.1.1 重庆和上海的试点

重庆市于  2011  年  1  月开始对新购买的独栋商品住宅以及高档住宅（2011  年

仅为  8500  套）分别按照  0.5%  和  1.2%  的税率征税，该项税收在  2011  年达

到  1.1  亿人民币，占到了全市税收入的  0.2%。重庆市的免收对象为在  2011  年

前购买的面积为  180  平米及以下的农房和住房，或者在  2011  年后购买的面积

为  100  平米及以下的城市居民住房。多套房的所有者可以选择将其中的一套住

房申报为免税房产，无本市户籍和外来人员不享受免税待遇。 

住房房产税的税率取决于所购房产的价格，每平方米价格在新建商品房市场价

格四倍以下或更低的，按  0.5%  的税率征税。四倍及以上的，按  1.2  %征税，其

余的按1%的税率征收。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7月重庆市的中等住房价格为每平

米  5720  元人民币（大约  950  美元）（Xu，2011），2011  年下降了  10.5%  后随即呈

现上升趋势，2013  年  6  月与  2012  年同比上涨了6.8%（Fung，2013）。2011  年，

住房房产税为重庆带来了一亿人民币的收入，相当于地方税收的0.3%。

上海市对于农村住房首套住房——不论面积大小，免征住房房产税。对新购

住房征税，包括成年子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均享有人均  60  平米的免征面

积。父母为自己成年子女家庭所购买并供其居住的第二套房产，也免征住房

房产税。正常税率是购置买价格的  0.6%，如果购置价格不到新商品房成交价

格的一半，则税率为  0.4%。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  2011  年  7  月新住房的中值

价格是每平米  13,448  人民币（大约  2137  美元），与前几年相比下降了  5.4% 

(Wang，Zhang，and Li，2012)。国家统计局最近的报告数据表明，上海市

2013  年  6  月的平均房价对较上年上涨了  11.9%（Fung，2013）。 

在上海，首套房的免税对象还适用于在上海工作满3年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中

的“高级人才”。评估价值按新购价值的  70  %计征。2013  年前半年，上海市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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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住房房产税为  63  亿人民币，照此计算年税收收入为  130  亿，约占地方税

收收入的  0.5%。

上海与重庆两市试点后的初期效果

根据研究机构对两个试点城市的研究报告，Wang，Zhang and Li（2012）对相

关效果做了如下概括。他们认为，试点城市的征税对象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

内，大部分房产未列入。以重庆为例，90%  的房产没有在征收范围以内。他们

同时还指出，税收以及其它措施对房产交易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高端

住宅。税收增加了房产的持有成本，从而抑制了投机的交易行为，未来市场的

房产投资的税赋成本会逐步增加。

无论如何，增加税收不是实际目的。无论是上海还是重庆，征收住房房产税的

目的是应对楼市泡沫，不是增加税收收入。2010  至  2011  年间，重庆和上海的

房价分别下降了10.5%  和  5.4%，但是价格下降来源于多个因素，除了开征住房

房产税外，还包括如上海市对购房设立限制条件、两市均提高了房贷的贷款成

本等。2011  到  2013  年间，两市的房产价格都出现了一个急剧增长的过程，因

此住房房产税的开征未能抑制房价。由于住房房产税的税率较低以及覆盖面积

只占房产总量的很小部分，因此这种结果也在预料之中。如前文所提到的，目

前在中国对于房产税的设计和目标还未能达成共识。专栏  5  总结了在中国对于

房产税的不同观点。

两市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就为未来全面实施住房房产税提供借鉴

来说，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第一，以购买价格作为评估的基础是最大的限制

因素。因为为了减少交税，会滋生降低合同交易价格的动机。第二，征收的范

围有限。实际上，大多数的房产都未纳入征税范围。第三，住房房产税仅被视

为一种简单的稳定经济的工具，而没有当作地方的可预期的、稳定的税源。第

四，住房房产税改革没有与涵盖范围更大的物业税改革相结合，尤其是没有与

在土地税领域内的改革相结合。目前，地方政府对开发商收取土地出让费，开

发商再将其全部转嫁给购房者。因此，房屋所有者实际上已经间接对土地——

形式上成为了物业的一部分——缴纳了税费。因此，住房房产税正式出台后，

房屋所有人或承典人显然被双重课税（Weng，Zhang and Li，2012）。第五，

从选择的评估方法来看，现有的试点对未来全面推行物业税所要求的制度体系

贡献有限。

3.1.2 住房房产税的下一步改革

正如上文所提及，住房房产税在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两个城市的试点尚在进

行中。但是，一旦住房房产税的征收扩大到全国范围，可增加税收约  1%~3%  的
GDP（表  16）。因此，住房房产税可以说是满足本地服务——如道路，照明，

供水以及废水处理等——资金需求的一个重要的资金筹措工具，同时也有利于

提高土地的适用效率。住房房产税还可抑制投机，有助于房产市场的健康发

展。此外，住房房产税还可强化地方政府对居民的责任意识。住房房产税也是

一个公平的税种，因为它的设计与提高地方政府为满足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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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中国开征房产税面临的障碍：关于征税目的和方案设计的一些看法

在上海、广西北海和北京举办的几次培训和研讨会上，关于中国未来房产税的设计存在各

种不同观点。文献研究也表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税完全是

一种向富人征税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房产税作为公共服务的公益性收费，应向除了

保障公平所需的合理住房外的所有房产征收。 

有学者(Yan，未出版)认为，房产税应是只对富人征税的工具，他们主张征税范围应窄，只

对高价值投资性房产征税，对住宅包括独栋别墅和公寓都应予以免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

为，购置自住房产是中国文化中受到广泛重视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通过交纳土地出让金，

房产已经承担了大额税负。他们认为，自住型房产不应收税，但房产税依然可以作为一种通

过向富人的房产投资收益课税，实现再分配和社会公平的工具。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反对以房

产税来支付地方服务或土地利用规划的做法，他们认为，房产相关的服务应由增值税、所得

税或专门的收费来提供资金。 

地方政府、开发商和中产阶层也普遍反对征收房产税。地方政府更喜欢通过土地出让获

得大量收入，并且把房地产开发视为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开发商认为，房产税会降低

他们的利润，而中产阶层则认为房产税会使他们的储蓄资产缩水，导致退休后收入下降 

(Fung，2013)。

也有学者（Xu，2011）不赞同上述观点。他们认为，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应广，但按支付能力

原则可有适度减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房产税看作一项可向居民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的公

益性税收，如提供给排水、路灯、道路、垃圾处理等，同时也是一个对土地利用规划施加影

响的工具。这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房产税可以增加房产的持有成本，降低资产价格，抑制投

机性购房。这种观点也是OECD国家的普遍看法。

还有专家提出了一个较中立的观点。他认为，短期内房产税可以只对富人征税并在更大范围

内被人们理解和认同，与此同时为扩大征收范围建立相应制度。通过先期在较小范围内征

收，为之后扩大征收范围积累经验。

资料来源：作者

能力的原则一致。实施住房房产税改革是中国的一项庞大工程，因为目前中国

还没有实施住房房产税所需要的制度体系。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机构的职责。中国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在住房房产税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基本的法律框架，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制定相关规章制度（这

一职责在单一制国家由中央政府指定，而在联邦制国家由各联邦政府指定）。 

中央政府负责确定住房房产税的基本税率，省级政府承担房产价值的评估职责。 

表 16 住房房产税的国际比较

OECD国家 发展中国家

GDP  的  1%~3% GDP  的  0.5%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 50%~90% 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 40%~80%
公共部门税收收入的  2%~4% 公共部门税收收入的  2%

资料来源：Kelley（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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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政府可以设立独立的房产评估机构，通过委托方式对房产进行分类和评

估。该评估机构的形式为非盈利性独立机构，由省级政府部门指定董事会成

员。机构的运行经费由省级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出资解决，各级地方政府的出资

额按它的房产价值占全省的比例决定。如果地方政府获得评估授权，那么就可

以设立省一级的评估监督机构统一监督，从而保证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地方政

府全权负责具体税率。对于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地方政府，可自行征收，对于小

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则由合同指定的独立机构或省级政府部门代为征

收。 

课税基础。国家法律应对住房房产税的课税基础予以明确界定。在  OECD  国

家，住房房产税应税范围宽泛，土地也包括在内，属于免征的对象有宗教、教

育与卫生机构，政府以及外国使领馆房地产。尽管如此，但是政府部门及外

国领事馆仍需以赠款方式代替住房房产税。中国的土地属于国有，国企分别

以  30~40  年  和  70  年期限租用土地，用作商业和房产开发。而农村土地属于农

民集体所有。因此在城市住房房产税的设计中，赠款代替税的做法具有更为重

要的意义。

评估的方法以及数据的获取。中国的住房以公寓居多，而独立式住宅仅占很小

部分。对于独立式住房而言，类似房产的近期售价在多数  OECD  国家被广泛的

用作决定评估价值的方法（表  17）。对于公寓而言，考虑到其在中国是最主

要所有权形式，租金收入是评估其价值最好的方法。年均租金净收入除以恰当

的贴现率即为房产的估算价值。对中国的房产估价而言，在推行住房房产税之

前，需要按照列示的服务有关的市场交易数据以及地籍资料等相关信息，建立

相应的数据库。地籍的确权登记——包括相关地块的性质等，是从试点向全国

推广扩大住房房产税的关键。此外，还要为地方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加强地方

政府的能力建设。

评估。与试点城市中购置价格不同，评估价格必须是基于市场的资本价值，它

是根据房产的当前价值加上该房产未来开发后的价值之和。资本价值也可以根

据租金和合理的贴现率推算得出。对中国来说，还需要制定一个评估间隔周期

（OECD  国家通常是  5  年）以及分期采用新的评估价值。在大多数的国家，评估

值和税金的年增长分别不超过5%和  10%。在确定税率时，还要充分考虑中央和

地方政府的责任和作用。

减税。两个试点城市均规定了对首套住房、农民住房和成年子女住房的税收减

免政策。在  OECD  国家，对低收入家庭，老人，残障人士，空置大楼以及慈善

表 17 估价方法

方法 现值的测定 房产类型

市场比较法 比较可比房产的销售价格 单栋住宅、公寓楼、小型商用楼

成本法 当前土地价值+整理成本—折旧 制造业厂房

收益法 未来收益（收入—成本） 酒店、公寓、写字楼

资料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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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此外有时也会对非盈利机构房产，继承的房产和受到

工业污染的房产实施税收减免政策。

免税。减免税的做法多被用于鼓励对内直接投资。免于纳税通常适用于确实没

有能力缴纳税款的低收入家庭，税收减免的做法通常是根据需要实行全部或部

分的税收抵免。差别税率则是根据房屋的类型实行不同的优惠性税率。免税或

减税的涵义是将某些特定的房产排除在纳税范围之外，例如社区活动中心、教

育机构和医院。为尽可能地扩大住房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只能在一些特别的情

况下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并且在使用该政策时必须小心谨慎。税收抵免是更好

的政策选择，因为它除了有助于保持税收的广覆盖以外，也以客观透明的方式

体现了公平，并且反映了税收政策对收入的影响。

关于住房房产税的结论

住房房产税是增加地方政府收入的一项很有前景的财源。对与房产相关的公共

服务来说，这是一项有益收费，并且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因为

通过较高的税率对土地征税，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关于住房房产税的评

价是一项困难而且艰巨的任务，它需要能够准确捕捉市场价值以及承租交易的

信息系统。中国在开始全面实施住房房产税之前，在制度和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万事开头难，中国已经在住房房产税改革的道路上迈出

了第一步，要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住房房产税改革的路线图，未来需要思考的问

题还很多。

3.2 环境税

目前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7%，但是能源消耗量则占到了全球的  19%，这一能耗

量相当于全球单位  GDP  平均能耗的两倍（Xiaoping，2013）。68%  的能源消耗

为煤炭这一具有高污染性的能源。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主要城市的空气质

量总是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近年来，中国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方

面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要做好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行政措施、控

制为基础的监管模式，但这一模式还未得到理想的成果。因此，为了应对中

国日益严峻的工业污染，中央政府提议将环境税改革列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2011—2015年）。

国务院于  2011  年  10  月颁布了指导方针，继续研究改革方案，通过对废气和废

水的排放征税来取代当下的污水处理费。在此背景下，财政部已经在研究地方

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可行的方案。有关  2014  年引入对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征收每吨  10  元人民币的碳税已在酝酿之中。2012  年底国务院颁布了

进一步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在下一轮的年度预算中政府要优先考虑环境保护

（Li，Leung and Xie，2012）。

为实现保护环境目标，首先要做的是在环境税设计的基本原则上形成共同意

见，然后就征收范围和方式等进行可行性研究。通过征收环境税，形成保护环

境的市场激励机制，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同时尽量将税收扭曲降到最小程度，即

实现双重红利或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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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环境税设计的基本原则

很多活动和产品都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对这些活动和产品中的许多行为——例

如排放工业废弃物等很少被课税，对其它一些产品如燃料等，不是课税太低就

是对其进行补贴。对于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或物品（废水，污染，噪声，交通

拥堵等等）征税，可以在适度扩大税收收入的同时，对这类行为进行严格限

制。如果征收环境税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重视环境保护，那么就能够达到既不

明显增加税负，同时又保护了环境的目的。但是，如果生产者和消费者继续进

行损害环境的活动，那么就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为清洁项目或是

治理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世界银行，1991）。因此，在设计环境税时，需要考

虑的基本原则和因素如下： 

1) 简明原则。环境税设计应简单明确，易被纳税人认可和缴纳，也易于政

府征缴。

2) 效率原则。对环境外部性相同的企业和商业活动，环境税的征收环节应

设置在造成环境外部性的有关投入、资源等环节。

3) 中性原则。从税收中性的原则看，环境税的征收应该有利于降低现有的

一些税种的扭曲效应，征收环境税在提高税收体系效率的同时，不给企

业和个人带来额外的税收负担。

4) 公平原则。对环境外部性（环境边际成本和健康边际成本）水平相同的

投入、排放和产出的税负水平应相同。人际间的公平是通过政府公共事

业支出和累进所得税制加以体现。

5) 长期性。在环境税实施之前，应有适当的时间做好相关准备，使社会各

方形成环境税意识。相关立法也应为该新税种的实施预留时间，以便税

务管理部门就信息发布、技术准备及其它相关调整等做好准备，给企业

和个人了解该税种和按规定要求纳税做好充分准备。

6) 分步实施。为避免发生代价较高的失误，应采取分步实施方式推行环境

税。首先在主要中心城市实施，逐渐分步推进，最后在全国全面实施。

3.2.2 环境保护的征税选择

根据污染者对政策工具适应的灵活程度以及政府监管者对政策工具的可控程

度，表  18  对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工具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根据德勤会计事务

所  2013  年的报告，虽然现有的税种和补贴对环境产生影响，但中国目前还没

有开征环境税（Xiaoping，未发表的工作）。

取消能源补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3  年报告，中国是世界上第

二大能源补贴国，2011  年中国对能源的补贴达到了  2790  亿美元，占全球能源

补贴的  15%。14 表  19  以补贴对象为例，列举了能源补贴的有关情况。

表  19  表明，仅仅取消对煤炭的能源补贴，相当于约14%的税收损失，这笔资金

足以用于支持地方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此外，取消该项补贴还会使温室气体的 

14 美国以  5020  亿美元位居第一，占全球能源补贴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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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工具的决策选择

政府

污染者

灵活性高 灵活性中等 灵活性低

以价格为重点的
市场的激励工具

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
市场激励工具 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监管方法

高可控度 废气，废水排
放费

市场配额与许可证 减排技术标准，排放或者减排标准

低可控度 间接税和与污染
物类型的征税，
取消补贴

减排补贴

资料来源：作者

表 19 2011 年中国的能源补贴情况

补贴对象 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例

石油产品 0.88

电力 1.34

天然气 0.42

煤炭 14.27

总计 (2790 亿美元) 16.91

资料来源：IMF（2013）

排放减少近 11%（Lasen and Shah，1992）。当然，取消能源补贴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尤其是有些补贴已经对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

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对它予以特别重视。

对投入和产出的间接税。政策工具的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的进项税

上增加一项外部性收费，二是根据征收与不当投入产生的外部性相当的消费

税。这样做可使对投入的生产原料以及它们所产生的环境影响的监测变得较为

容易。当然，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不尽合理，因为尽管使用同样的生产原料，但

是不同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却不尽相同，例如：同样使用煤炭取暖，但是对环境

的影响而言，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对于污染企业征收的销项税或对塑料袋和

塑料容器这类不可降解的消费品收取环境保护费的做法，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但是这种做法不一定能够对减排产生有效的激励。因此，在征收间接税的同

时，应对减排设备予以补贴。

废气与废水排放税。该项费用应按排放到水体或大气中的排放物的单位排放量

征收。排放收费是有效的政策工具，但从测量和监测技术而言，也带来了一些

挑战，因为在应用这些技术之前，也需要可观的前期成本投入。与排放相关的

税费主要包括：二氧化硫（SOx）排放税、二氧化氮（NOx）排放税、污水和工

业废弃液体排放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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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或不可降解废弃物排放税。税率与废弃物的类型以及它们对环境产生的潜

在危害程度有关，相对来说对此类税费的管理较为容易。

碳税。 碳税是化石能源的碳含量进行征税，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化

石能源碳税的高低由碳强度（单位能源含碳量）决定，征税的目的也是为了降

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同时，硫氧化物与氮氧化物的排

放也随之降低。碳含量越高，征税额越高。例如，以每吨碳征收5美元碳税计

算，相当于对煤炭征收13%的税（每吨煤含 0.605 吨碳），对天然气征收5%的

税（按吨煤体积计算的天然气含 0.027 吨碳）。较低的碳税可以产生四个方面

的受益：

• 应对气候变化。

• 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每吨碳征收  5  美元的碳税相当于提高1%的GDP。

• 税制改革。

 – 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碳税的征税所得全部用于替代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那么税收效益就能得以体现。

 – 如果对外国直接投资予以碳税抵免政策，则有利于产生有利的分配效

应。

• 降低地方污染。15

环境税的总结

目前中国对能源实施补贴，环境税尚未开征。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应该

是通过取消能源补贴，反映能源的真实价格。第二，将基于市场的激励措施（

污染税和补贴减排技术）与地方降低污染的标准相结合。第三，开始征收碳税

（低税率），并将征税所得抵减企业所得税，体现税收中性。碳税由地方政府

征收，税率可以在国家规定的税率基础上加上一个附加税率。通过征收碳税，

可以增加地方政府财力，同时也保护了地方环境。

15 附录中附表9给出了在部分国家中，每吨碳征收10美元碳税所产生的影响。减少地方污染物的总体成本节
约比率要大于其中任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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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地方政府承

担了主要责任。由于地方政府承担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提供居民满意的

公共服务的责任，因此在预算方面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

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减贫方面同样成绩斐然。但是在

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预算财政透明度、

债务责任、包括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不足、城市的有序扩张

和社会包容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本项目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为制定保持发展的长期战略提供借鉴，并关注被忽视的地方政府财政和环境风

险。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些问题列入了改革的优先议程，并且在过去

的几年里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本课题研究的三大领域息息相关，所涉及到的相关改革宗旨都是为了完善地方

政府治理透明度与问责，不断提高自有财力，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

架，从而有效地增强地方公共财政管理能力。而改善地方问责的关键则是将政

府中期财政框架和重点规划与预算有机结合，同时提高治理透明度意味着需要

建立全面系统的预算编制与执行体系。要实现政府收支平衡必须增强地方财政

能力。中央和地方政府间收支责任还需要重新划分。此外，地方政府在进行融

资时必须遵守相关财政法规，其债务管理也要服从事前和事后监管框架的有效

制度。

本项目研究肯定了中国政府近期在提高预算透明度、规范资本融资、加强地方

财政能力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使中国的改革

继续下去，本报告从涉及地方公共财政管理的三个方面——即地方政府预算编

制和执行、地方债务和地方税，提出了一些政策选择，供决策部门的短期、中

期和长期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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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A1 公共财政管理框架的基本要素

总体财政纪律 • 总体预算限度要先于支出决定，并维持在中长期内 

• 地方收入要与地方支出需求相一致 

• 通过开发附加的自有收入，从而将财政缺口最小化 

• 营业预算的融资途径为通过举债和储备所得的当前收入和资本预算 

• 将预算编制与计划编制通过中期支出框架联系起来 

• 形成债务管理框架

• 适当的内外部控制 

• 对赤字和债务建立事前财政规则，并对不遵守者采取处罚措施

分配效率 • 支出优先是基于满足公众公共服务偏好的最有效规划

• 商业税服务于商业，居民税服务于居民，不能有跨界补贴

• 不同的服务要设立开销限制，各部门要在这一限额内通过对规划有效性的成
果评估来促进资金的再分配

• 部门负责人要获取并传播已使用的资源和既得成果的相关信息

运作效率 • 以一种最小花费的方式提供地方公共服务，这一方式基于对纳税人的钱的最
有价值的体现

• 地方负责人对产出目标负责并且给予资源使用以及服务传递模式一定的灵 
活性

• 地方的规定受制于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压力，居民们享有言论和退出的选择

• 地方政府的个人服务绩效是以地方行政辖区的比较为基准的

公平性 • 地方政府努力确保服务传递及社会包容的公平性

• 再分配规划由高一级政府提供资金，因此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并不会收到影响

对居民负责人以及高层
级政府

• 地方政府向当地居民以及高层级政府负责

• 地方政府的具体操作信息向居民以及高层级政府全公开

• 全面，透明以及基于产出的预算编制，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和及时的传播方
式予以展现

资料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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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中国政府结构（2011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1-17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中央政府

(总人口数: 13.47亿)

23个省 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 2个特别行政区 

(平均人口数: 400万) 
范围: 50-700万  

(平均人口数: 5200万)
范围: 600万-1.05 亿  

(平均人口数: 2100万) 
人口范围: 300-4700  

(平均人口数: 2200万)
范围: 1400-2900万 

332 个地级行政区 

2853个县级行政区

40466个乡级行政区
(平均人口数:3.3万) 

(平均人口数: 47万)
人口范围: 1-269万 

(平均人口数：400万) 
人口范围: 8-118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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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hen and Shah（2007）。

发回

预算反馈 资金申请项目 修改后的预算
(有支出限额)

最终预
算申报

财政部门

支出单位

财政部门

支出单位  

二上二下一上一下

支出单位

本级人大  财政部门 最终预算

上报

复核

上一级政府

图 A3 中国的地方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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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2 

美
国
地
方
政
府
如
何
评
估
负
债
能
力

评
估
指
标

州
数
量

阿
拉
斯

加
州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弗
罗
里

达
州

路
易
斯
安

那
州

缅
因
州

马
里
兰
州

北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俄
勒

冈
州

佛
蒙
特

弗
吉
尼

亚
州

华
盛

顿
州

西
弗
吉
尼

亚
州

直
接
债
务
占
应
税

资
产
评
估
价
值
百

分
比

1
X

人
均
直
接
债
务

7
X

X
X

X
X

X
X

直
接
债
务
占
个
人

收
入
百
分
比
（
人

均
）

9
X

X
X

X
X

X
X

X
X

政
府
债
务
占
应
税

资
产
市
场
价
值
百

分
比

1
X

债
务
本
息
占
不
指
定

用
途
资
金
与
专
项
收

入
百
分
比

1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预
算
收
入
占
总
收
入

百
分
比

1
X

10
 年

内
净
债
务
支

付
百
分
比

2
X

X

新
债
发
行
规
模
不
大

于
偿
债
规
模

1
X

预
计
市
场
容
量

1
X

资
料
来
源
：
Ma
（
未
发
表
的
工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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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穆迪信用评级标准

主指标和次级指标 权重

业务环境

人均  GDP（50%）

GDP 波动率（25%）

政府有效性指数（25%）

60%

权力和责任的体制框架

可预测性，稳定性和反应性（50%）

财政弹性（可分为税收和支出弹性）（33.4%）

财力充足度（16.6%）

10%

财务状况和绩效

利息支出/业务收入（25%）

现金盈余/总收入（25%）

总业务余额/业务收入（25%）

净流动资本/总支出（25%）

7.5%

债务状况

净直接和间接债务/业务收入（50%）

短期直接债务/直接债务（25%）

净直接和间接债务的四年趋势/业务收入（25%）

7.5%

治理和管理实践

财政管理（40%）

投资和债务管理（20%）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财务报表披露（15%）

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审计（15%）

机构能力（10%）

7.5%

经济基本情况

人均  GDP

7.5%

资料来源：Qiao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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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地方政府债务的事前监管的国际比较 

市场
规则

基于规则的管理

批准前的行政
管制

禁止

债务
限制

债务本息
限制

特殊
目的 国内 国外

工业国家

澳大利亚 X X

比利时 X

加拿大 X X (L) X (L)

丹麦 X X (L)

芬兰 X

法国 X (L)

德国 X

希腊 X (L)

爱尔兰 X (L)

意大利 X X X X

日本 X

挪威 X (L) X

葡萄牙 X (L)

西班牙 X X X

瑞典 X

瑞士 X

英国 X (L) X (L)

美国 X

发展中国家

阿根廷 X X

巴哈马群岛 X X

玻利维亚 X X X X

巴西 X X X

智利 X X

哥伦比亚 X X X

哥斯达黎加 X X

厄瓜多尔 X X X X

萨尔瓦多 X X

埃塞俄比亚 X X

危地马拉 X X

圭亚那 X X

洪都拉斯 X X

印度 X X X

牙买加 X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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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规则

基于规则的管理

批准前的行政
管制

禁止

债务
限制

债务本息
限制

特殊
目的 国内 国外

韩国 X X

墨西哥 X X (L)

巴拿马 X X

巴拉圭 X X

秘鲁 X X X X

苏里南 X X

泰国 X X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X X

土耳其 X (L)

转型国家

阿尔巴尼亚 X X

亚美尼亚 X X

阿塞拜疆 X X

白俄罗斯 X

波斯尼亚 X X

保加利亚 X

中国 X

克罗地亚 X X

捷克共和国 X

爱沙尼亚 X X X

格鲁吉亚 X X

匈牙利 X X (L)

哈萨克斯坦 X X X X

吉尔吉斯共
和国

X X

拉脱维亚 X X

立陶宛 X X

波兰 X X

罗马尼亚 X

俄罗斯 X X X

斯洛伐克 X

斯洛文尼亚 X X

塔吉克斯坦 X X

乌克兰 X X

乌兹别克
斯坦

X X

注：表中“L”代表地方政府。

资料来源：Crivelli and Shah（2008）。

表 A4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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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A1 财政压力的早期预警系统

部分国家所使用的指标：

• 债务/收入（俄罗斯 Oblasts 州<30% ；Rayons 州<15%）

• 债务本息/收入（意大利和西班牙<25%；日本<20%；俄罗斯<15%）

• 赤字/收入

• 或有债务调整后的风险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

• 流动资产/支出需求

• 借款需求/收入

• 短期债务与总债务的比例

• 担保债务与收入的比例

• 债务依存度：债务收入/总支出

• 债务负担率：债务比 GDP

美国密歇根州地方政府10分制财政压力指标：

• 人口增长（2年）

• 实际应税收入增长（2年）

• 实际应税收入的大幅减少

• 一般预算支出占应税收入百分比

• 一般预算运营赤字

• 作为一般基金收入百分比的一般基金余额

• 当前的主要基金赤字

• 前一年的主要基金赤字

• 长期债务占应税收入百分比

美国俄亥俄州的财政审查程序：

• 财务审查：一旦赤字超过收入的  8.3%，受财政审查监督的地方政府就会要求州审计
官提出解决办法。

• 财政紧急状态： 超过  30  天的拖欠债务和支付薪金或赤字或逾期应付款项超过上一 
年度收入的六分之一。地方政府由州政府指定的控制委员会（规划和监督委员会）
处置。

哥伦比亚地方政府债务的信号警示系统

指标 绿灯 黄灯 红灯

利息支出/储蓄（流动性指标） <40% 40%~60% >60%

债务/本期收益（偿付能力指标） <80% >80%

资料来源：Ma（未发表的工作），Qia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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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部分国家的碳税成本与收益（1987）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印度 美国 日本

化石燃料消费（百万美元） 3,345 5,330 17,266 246,502 126,100

碳排放量（百万吨） 13.2 26.6 148.2 1,246.1 237.1

碳价（美元/吨） 253 200 117 198 538

能源税（美元/吨碳） 65.13 0.0 10.69 26.64 104.80

碳税（美元/吨碳） 10 10 10 10 10

能源需求弹性 –0.64 –0.60 –0.651 –0.60 –0.55

价格涨幅（碳税）

  煤炭 37.58% 17.5% 26.2% 18.3% 8.7%

  石油产品 3.2% 5.8% 2.3% 3.4% 0.15%

  天然气 2.6% 4.4% 3.0% 4.3% 1.4%

吨碳征收10美元碳税的效率成本，占碳税总收入比例

案例A：收入中性减少

（碳税抵减个人所得税）

–17.5 –1.5 –8.7 –8.4 –11.4

案例B：收入中性减少

（碳税抵减企业所得税）

+9.0 +8.7 +16.9 –6.2 +9.0

案例C：

碳税再分配合计

–17.7 –1.5 –8.8 –10.2 –12.3

案例D：

碳税的再分配合计以及占印尼
和印度能源补贴比例

+0.4 0.0

利润-成本比率

  高高高高 SO
2
+NOX+PM高 1.8 17.9 9.5 11.2 1.3

  中 SO
2
+NOx+PM) 1.6 12.9 7.5 8.7 1.0

  低 SO
2
+NOx+PM) 0.5 2.2 1.9 2.1 0.2

注：“高”基于Glomsrod et al (1990)；

 “中”基于Bernow and Marron (1990)；

 “低”基于EPA/Energy and Resource Consultants, Inc, referenced in Repetto (1990)。

资料来源：Shah and Larsen（1992）。



51

参考文献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07. Country Assistance Program Evaluat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uccess Demands More Innovative and Responsive 

Services. Manila.

———. 2010.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Strengthening Fiscal Policy and Public Finance Reform over the Medium 

Term. Manila (TA No. 7763-PRC) 

Brixi, Hana Polackova. 2005. Addressing Contingent Liabilities and Fiscal 

Risk. In Anwar Shah, ed. Fiscal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CrivelIi, Ernest and Anwar Shah. 2009. Promoting Subnational Fiscal Discipline: 

A Review of Budget Institu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Fiscal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Institute.

De Jong, Maarten, Iris van Beek, and Rense Posthumus. 2013. Introducing 

Accountable Budgeting: Lessons from a Decade of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in the Netherlands. 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 12 (13).

Deloitte. 2013. Taxation and Investment in China 2013. www2.deloitte.com/

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Tax/dttl-tax-chinaguide-2013.pdf

Fung, Esther. 2013. China Property Tax Facing Opposi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21 July. 

Gou, Yanan. Budget Formul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PRC. Unpublished.

Hawkesworth, Ian and Knut Klepsvik. 2013. Budgeting Levers, Strategic Agility 

and the Use of Performance Budgeting in 2011/12. OECD Journal on Budgeting. 

13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3. Energy Subsidy Reform: 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IMF.

Ivanyna, Maksym and Anwar Shah. 2012. How Close Is Your Government to Its 

People? Worldwide Indicators on Loc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6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52 参考文献

Kelly, Roy. 2005. Property Tax. Presentation at the Cours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orth Caroline.

Larsen, Bjorn and Anwar Shah. 1992. “Combating the ‘Greenhouse Effect,”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992, 29(4): 20-23.

Li, Jean Ngan, Sunny Leung, and Jessica Xie. 2012. Will Tax Help Save the 

Chines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75 (December). pp. 60–64.

Liu, Junmin. Local Public Debt Management in the PRC. Unpublished.

Liu, Lili. 2010. Strengthening Subnational Debt Financing and Managing Risks.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Ministry of Fina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6 August. Beijing.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PRC.

Liu, Lili and Baoyun Qiao. 2013. Transition from Direct Central Government 

Onlending to Subnational Market Access in the PRC. In Otaviano Canuto and 

Lili Liu, eds. Until Debt Do Us Part: Subnational Debt, Insolvency, and 

Marke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iu, Lili and Michael Waibel. 2008. Subnational Borrowing, Insolvency, and 

Regulation. In Anwar Shah, ed. Macro Federalism and Local Financ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Lou, Jiwei and Shuilin Wang. 2008.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 Haitao. Budget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RC. Unpublished.

Ma, Jun, Zheng Xiaorong, and Li Zhiguo. 2012. A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Balance Sheet.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Miller, G. and W. B. Hildreth. 2007. Local Debt Management. In Anwar Shah, 

ed. Local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the PRC. 2012. Handbook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ety Press.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PRC. 2013. 21st Century Report. Beijing.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National Audit Office, the PRC. 2011. Annoucement of Audit Findings. 104 

(3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RC. 2012.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参考文献 53

Peterson, George and A. Valdez. 2004. Banks or Bonds? Building a Municipal 

Credit Market. Discussion paper. The Urb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Qiao, Baoyun, Qian Chen, Lezheng Liu, Shen Guo, Jianmei Zhao, and Xiangyi 

Meng. 2010. Blueprint for Better Management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 

Implicit and Explicit Debt. Unpublished.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PRC.

Qiao, Baoyun and Anwar Shah. 2006.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Fina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war Shah, ed. Local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hah, Anwar, ed. 2007. Budgeting and Budgetary Institu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ocal Budgeting.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7. Local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7.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hah. Anwar and Bjorn Larsen. 1992. Carbon Taxes, the Greenhouse Effect , and 

Developin g Countrie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957,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Shah, Anwar and Chunli Shen. 2008. Fine-Tun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 

System to Create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Jiwei Lou and Shuilin Wang, eds. Public Finance 

in the PRC: Reform and Growth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Shen, Chunli and Anwar Shah. 2003. Local Budgeting in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World Bank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Shuli, Hu. 2013. Mounting Local Government Debt: A Crisis in the Maketing i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April 2013.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The PRC Public Finance 

Monitor—2012. Chengdu. In Chinese.

Weng, Jennifer, Tracy Zhang, and Jean Jin Li. 2012. Property Tax: Where Does 

It Go from Here?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 75 (December). pp. 65–69.

Wong, Christine. 2013. Paying for Urbanization in China: Challenges of 

Municipal Fi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Roy Bahl, Johannes Linn 

and Deborah Wetzel, eds. Financing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in Dvveloping 

Countries, Chapter 11: 273-308. Cambridge, Mass. :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



54 参考文献

World Bank. 1991. Lessons of Tax Refor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 of the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The PRC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 Income Socie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Xiaoping, Kuang. Environmental Taxes in the PRC. Unpublished

Xu, Yiyi. 2011. Property Tax Reform in China- Options for Reform and the 

Impact on Residence Price. Unpublished Master of Science Thesis. No. 78.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ockholm. Sweden.

Yan Yan. The Research Report on Local Residential Property (Housing) Taxes 

in the PRC. Unpublished. 

Yin, Xingmin. Local Fiscal Risk Analysis in the PRC’s Coastal Regions. 

Unpublished.

Zhao, Min. 2012. A Strengthened Fiscal System for a Modern Harmonious, 

Innovative and High Income PRC. Presentation for the World Bank Workshop 

on Sub-Provincial Intergovernmental \ Relations. Hubei Province. Wuhan. 

20 June.



亚洲开发银行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中国地方财政管理
挑战与机遇

中国地方财政管理
挑战与机遇

中国是财政高度分权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公共服务责任。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地方的
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需要建立相应的财政激励与问责机制。为加强成果的可应用性，本项目重点研究
了地方财政管理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地方预算、地方债务管理及地方税收体系，并提出了短期、中
期及长期的政策选择建议。地方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地方问责制，提高财政透明度，增强地方财政能
力以及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制度。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帮助亚太地区脱离贫困。亚行的使命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家减少贫困，提高人民
的生活质量。虽然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但是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仍生活在
这一地区。该地区有16亿人口日均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7.33亿人口日均不足1.25美元。因此，亚行致
力于通过包容性、环境可持续性和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亚行总部位于马尼拉，目前有67个成员国家，其中区域内成员国家48个。亚行主要通过政策对话、贷
款、股权投资、担保、赠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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