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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对美国、日本这两个既有代表性又有显著差别的地方政府债券

的发行和偿还机制进行对比和分析，并揭示在不同发行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所呈

现的不同风险特征。同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未

来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了预判。 

一、地方政府债券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来看，由于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不

同，美国和日本呈现了不同的债券发行制度和偿还体制，地方政府债券所具有的

风险也不同。 

 

（一） 美国地方政府债券 

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含州政府所发债券） 

美国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其行政体制分为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三级，采取中央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分权的制度模式。在美国联邦

制下，州政府具有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法人地位，州政府亦具有立法权、行政权和

司法权，与联邦政府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无直接

的法律关系，地方政府由州议会设立，在州宪法的框架内享有独立自治权利。 

从美国来看，根据美国债券市场协会的定义，地方政府债券是指州政府或者

地方政府或者其他合格的发行人向债权人承诺偿还本金并按时支付利息的债券

债务凭证。因此，地方政府债券是相对中央政府债券（国债）而言的，其发行主

体即包含州政府也包含地方政府。按偿债资金来源与担保方式的不同，地方政府

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入债券两大类。一般责任债券以政府征税权和完全信

用为担保，还款来源为政府的税收收入，通常用于没有收益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

设项目；收入债券通常为某一特定项目融资而发行，如果没有第三方担保，则仅

由该项目自身收入或部分特定税收作为偿还来源，多数用于有一定收入的准公共

品的建设（如供水、供热、资源回收、运输设施等）。收入债券分为公共事业债

券、医疗、高等教育及其他非盈利机构债券、住房债券、交通债券、工业发展债

券、证券化收益债券等几大类。 

表 1  一般责任债券和收入债券的比较 

类型 发行主体 发债用途 偿债来源 信誉状况 

一般责任债券 
州政府 

地方政府 
纯公共产品 地方财政税收 政府信用 

收入债券 政府授权机构 准公共产品 项目收入或部分特定 代理机构的信用 



或代理机构 税收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整理 

 

从预算制度上看，美国绝大多数州宪法或（和）法律均要求州及地方政府采

取经常性预算平衡原则1，但资本性预算（指取得或建设重要资本项目，包括土

地、建筑物和大型设备等）的资金可以通过州和地方政府举债获取。根据美国

《2008 年州预算流程》报告显示，美国 50 个州中，有 47 个州在其宪法或法规

中对州及地方政府举债规模上限进行了约束和限制，其中对于一般责任债券）除

了有金额限制外，通常还需要由立法机构或专业委员会及（或）公民投票决定其

是否能够通过发行审批，但对于收入债券则限制较少。即对于美国地方政府债券，

州及地方政府具有举债自主权，但联邦政府并不为举债提供担保。 

美国比较彻底的分税制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财权，基本财政收入

来源有法定保障，对于州和地方政府举债上限的限制以及对一般责任债券的发行

审批使得州及地方政府举债权及举债规模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对于州和地方

政府担保的收入债券相对较少的限制使得在满足举债上限的前提下，州和地方政

府仍存在较大的债务扩张可能性，在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州和地方政府

的财政赤字或将导致地方政府存在破产的可能。根据法律，美国各州“自己赚钱

自己花”，且州政府不能破产，仅地方政府可以破产。因此，对于美国很多实际

上已破产的州，州仍主要通过削减开支、增税来降低预算赤字，联邦政府只在发

生自然灾害或威胁到公共治理问题等危急时刻才出手，且救援各州并无现成程

序。而对于地方政府的破产，也仅指财政破产，政府职能仍存在，进行地方政府

破产的实质就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重组。一般地方政府会通过提高房地产税

收、出卖公共建筑，关闭部分公共设施等措施缩减开支和增加还债能力，并且通

常只会以政府部门作为削减财政支出的目标。 

因此，总体上说，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举债自主权，联邦政府

不为其债券提供担保，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基本只能靠自身来解决。 

 

2、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1美国州及地方政府预算一般分为经常性预算和资本性预算。经常性预算指保障政府部门或某一政府项目政策运转的预

算。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11-12/content_4347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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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SIFMA（美国证券及金融市场协会） 

2000—2007 年，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较快。2012 年发行规模达到 3789

亿美元，其中收入债券和一般责任债券的年发行比例大约在 1.8-2.2 倍左右，2012

年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占当年美国债券市场发行总额的比重仅为 5.43%；截

至 2012 年底存续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3.71 万亿美元，占美国存续债券总额的

比重为 9.73%。从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者看，主要由个人投资者、共同基金（包

括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信托等）和机构投资者（主要

为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较为分散的投资群体有利于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美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与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税收因素有

关。因地方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比相同期限的美国国债高，一般

情况下，AAA 级别地方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高于相同期限的美国国债的到期收益

率，当期限较短时收益率差别并不明显，但随着债券到期期限的临近，地方政府

债券的到期收益率增长速度要快于相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然而，考虑到市政债

的免税特性，其到期收益率在某些期限下会出现低于同级别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

的情况。 



 

 

美国国债被认为是不可能违约的“金边债券”，而地方政府债券被认为是安

全性仅次于美国国债的“银边债券”，其信用风险和违约率低于同级别公司债券。

根据穆迪的《1970-2012 美国市政债违约和回收》报告，从 2008 年-2012 年，穆

迪评级的美国地方政府债券违约合计数为 23 例，而 1970-2007 年合计违约数为

50 例，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地方政府债券违约的数量大幅上升。2008-2012 年地方

政府债券的一年期平均违约率仅为 0.03%。从违约债券来看，一般责任债券违约

数位 5 例，非一般责任债券违约数位 68 例，且其中违约主要来自于医疗、住房

和工业发展类的收益债券。 

 

（二）日本地方政府债券 

 

1、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 

日本的行政体制分为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三级，都道府县和市町村

两级政府为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两级政府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不同，但地

位平等、相互独立，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日本宪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独立

于中央政府的法人地位。关于地方自治制度，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内容：一是地

方自治是通过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的法律性自治；二是地方议会为地方事务的议

事、决策机关，地方政府首脑、议员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

产生；三是地方政府有管理财产、处理事务及执政的权能，可在法律范围内制定

条例；四是地方自治的特别立法须由当地居民投票同意。日本《地方税法》对各

地方的税种做了统一规定，但地方政府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

制定本地区范围内的课税客体、税率等具体的地方条例。总之，日本的地方自治

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事务，只是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没有

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权和财政权，中央有权对地方事务进行适当的干预。 

按发行主体划分，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可分为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和由



地方政府经营的公共事业企业发行的公营企业债。日本的地方政府债类似于美国

的一般责任债券，公营企业债类似于美国的收益债券，目前二者的发行规模的比

例大致为 5:1。 

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采用“地方财政计划”的形式每年由地方政府提交

至内阁，由内阁汇总后提交国会审批通过，并向一般公众公开。地方财政计划是

地方政府财政运作的主要准则。在地方财政计划中，地方政府债被计入标准财政

收入中，公营企业债则不纳入。以下我们也仅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的地方政府债

进行分析。由于日本财政体制上，中央对地方实行地方转移交付税制度，即中央

政府每年通过转移交付税的形式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补贴。对于财政收入较为

充足的地方政府，这部分补贴可留做地方财政储备；对于财政收入不足，不能弥

补赤字的，地方政府可用这部分补贴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在这种财政计划制

度下，日本的地方财政一般不会出现赤字，甚至会有所盈余。2011 年，日本的

1789 个地方政府中只有 2 个市发生财政赤字。 

日本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债的依存度（地方债发行额占当年地方政府包括地

方债在内的财政收入额的比重）较大。2011 年度，日本地方债依存度达 11.8%，

其中，都道府县的地方债的依存度达 13.5%，市町村的地方债的依存度达 8.7%。

相比发达国家 3%-6%的水平，日本地方财政对地方债的依存度较高。 

日本地方债由总务省实行综合管理，每年末制定下一年度的地方政府债计

划。2006 年，日本地方政府债的发行审批由许可制改为协议制，即针对不同财

政状况的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地方债审批方式。 

（1）、财政收入充足并且公债费比率（地方债的本息偿还金/当年地方标准

财政收入）在 16%以下的地方政府，只须事前通知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即可

发行民间资金类地方债，即市场公募债和金融机构包销债。若获得认可，该地方

债的本息偿还金将被计入地方财政计划；若没有获得协议认可的地方政府，只要

获得地方议会审议通过也可以发行地方债，但这部分地方债本息偿还金不被计入

地方财政计划，地方政府必须自行解决地方债的融资与偿还问题。 

（2）、财政收入充足、公债费比率高于 16%但不高于 18%的地方政府，发

行地方债必须同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进行协议。若获得协议认可，地方债本

息偿还金被计入地方财政计划；若没有获得协议认可的地方政府，只要获得地方

议会审议通过也可以发行地方债，但这部分地方债本息偿还金不被计入地方财政

计划，地方政府必须自行解决地方债的融资与偿还问题。 

（3）、公债费比率高于 18%或财政收入不足的地方政府，若发行地方债必须

获得总务大臣和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后方可发行，获得许可的地方政府债享受国

家信用支持，债券的偿还本息被计入地方财政计划。 

日本地方债的本金及利息偿还来源： 

○ 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征税确保地方税收收入的来源； 



○ 中央对地方的交付税转移制度确保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地方债的一部

分本息偿还金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 

○ 公债费被计入地方财政计划，也就是说，当地方政府无法偿还时，由中

央财政拨款偿还； 

○ 减债基金（财政储备）可以一定程度保障地方债的本息偿还。 

 

因此，整体看日本地方债是国家主导的债务运行模式。中央政府作为地方财

政计划、地方债计划、地方财政投融资计划的最终确定者，因此也成为了地方政

府债的实际责任承担者。 

 

2、日本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从日本地方政府债的存量情况看，截至 2011 年度末，日本地方债实际余额

约达 143.19 万亿日元，其中都道府县地方债实际余额约为 87.29 万亿日元，市町

村地方债实际余额约为 55.90 万亿日元。2011 年度日本地方债实际余额规模相当

于同年 GDP 的 30.57%，接近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总额。2004 年至 2011 年，都

道府县地方债余额逐年略有递增，而市町村地方债余额逐年略有递减，总体上日

本地方债余额基本维持在一定水平。 

 

 
注：数据为财年数据。 

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 

图 2  2004-2011年日本地方债余额 

 

日本地方政府债的本息偿还金基本都被计入地方财政计划，因此日本的地方

政府债的信用水平几乎等同于日本国债，偿还风险很低。从发行利率来看，以 

2011 年度发行的 10 年期共同发行债和东京都债为例，其市场发行利率水平均接

近同期 10 年期国债利率，甚至有时略低于国债利率。可见，日本的市场公募地

方债的信用水平等同于国债，并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三）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券 

 

 

 

（三）中国地方政府债券 

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早期的国债转贷模式到 2009 年的

代发代偿模式；再到 2011 年开始的自发代偿模式（即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经批

准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发售债券，但债券的本息由地方政府上缴至财政部，再由财

政部统一偿付。）；然后就是今年 10 个地方政府试点实行自发自还模式，地方政

府债券呈现了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发展进程，地方政府在债券发行过程中的权责利

得到不断明确和深化，国家信用在地方政府债券中的担保作用逐渐弱化。 

从我国地方政府债的近年的发行情况看，2009 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

为 2000 亿元，2014 年 1-9 月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增长到 3958 亿元，预计

2014 年全年的发行规模会达到 4000 亿元，比 2009 年扩大了一倍。从地方政府

债券的增长率来看，2009~2013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5.02%，增幅较大，其

中 2013 年的年增长率达到 40.00%，增幅最大。预计未来两年内地方政府债券的

发行规模仍有望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债券在中国政府债券2中的占比也从 2009

年的 12.34%升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 25.23%。 

 

表 2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情况表 

项目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10 月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亿

元） 
2000.00 2000.00 2000.00 2500.00 3500.00 4000.00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的

增长率（%） 
- 0.00   0.00   25.00  40.00  14.29 

中国政府债券发行额（亿

元） 
16213.58 17878.18 15997.91 16062.26 19044.01 17679.81 

地方政府债券在中国政

府债券中的占比（%） 
12.34 11.19 12.50 15.56 18.38 22.62 

                             
2 按照中央结算公司的分类，中国政府债券包括记账式国债、储蓄国债（电子式）和地方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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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意见》中，明确了我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可以通过政府债务方

式进行举债，而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代为举借。

其中对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一般债务的，由地方政府发行

一般债券融资，对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

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两者均纳入限额管理，并需国务院并报人大或

常委会批准发行。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中规定，

地方政府均要将一般债券收支纳入到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将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

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的财政补贴等支出按性质纳入相

应政府预算管理，即一般债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以，专项债券以对应

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另外，文件中还规定如果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执行

中出现短收，可通过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或其他预算资金、削减支出实现平衡。

如采取上述措施后仍不能实现平衡，省级政府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后增列

赤字，并报财政部备案，在下一年度预算中予以弥补；市、县级政府可通过申请

上级政府临时救助实现平衡，并在下一年度预算中归还。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如如出现短收，通过削减支出实现平衡。《意见》分别明确了地方

政府的发债类型，并规定了这两类债券的偿还资金来源，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地方

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 

此次《意见》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展仍处于摸索和改进阶段，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

较为成熟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经验，更好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市

场。 

表 3 美国、日本、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框架概览 

项目 中国 美国 日本 

发行主体 省、自治区、直辖市 州、地方政府（县、市、乡

镇） 

都道府县、市町村 

债券类型 一般债券、专项债券 一般责任债券、收入债券 地方政府债、公营企业债 

发行制度 审批制 自主制（多数需州立法机构

或专业委员会及投票审批） 

协议制 

最终偿还责任 地方政府？ 州、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整体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框架基本与美国和日本相似，但对于发行

制度和偿还机制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如区别对待不同财政状况的地

方政府的债券发行审批程序，允许地方政府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进行财务破产。 

 



二、评级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券风险的看法 

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债均未被要求强制进行信用

评级。但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普遍下降，美国地方政

府债的违约率大幅上升，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下降，部

分自主税收能力较差的地方政府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恶化的情况。为提升地方政

府债的认可度，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进行信用评级的比例大幅上升。例如美

国 2011 年当年发行的经三大评级机构评级的地方政府债券期数占当年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总数的比值约为 81%，日本 2012 年在 52 个发行市场公幕债的地方政府

中有 48%的地方政府进行了信用评级，其中还有五个地方政府采用了双评级，并

且主要为国际评级机构评级的。日本进行信用评级的地方政府多为发债较多的地

方政府。 

 

（一）美国评级情况 

从美国地方政府债的信用评级来看，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于美国州及地方政

府主体和一般责任债券的评级均关注州和地方政府的个体信用质量，并将地方政

府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管理和治理、债务情况等要素列为关键要素。由于未

担保的收入债券主要靠项目自身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因此对收入债券的评级类似

于工商企业评级。 

从穆迪来看，其对美国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是在美国国家主权上限的前提

下，根据各地方的自身状况给予评级，而标普则认为，其某些州和地方政府行政

体制框架、财政灵活性和独立的财政管理有效限制了主权信用的负面影响，在压

力下具有比国家主权维持更强的信用能力，其信用等级可以高于国家主权。根据

彭博的数据统计，截至 2013 年 9 月 27 日，穆迪所评 40 个美国州的一般责任债

券中，有 14 个与国家主权级别一致，其他的一般责任债券信用等级分布在

A-~AA+；但标普所评的 40 个州中，其中有 9 个州的一般责任债券信用等级高于

美国国家主权级别，11 个州的一般责任债券信用等级等于美国国家主权级别，

20 个州的一般责任债券信用等级低于美国国家主权级别。 

 

表 4 截至 2013 年 9 月 27 日标普和穆迪对美国地方政府一般责任债券评级情况表 

主体 穆迪评级 标普评级 主体 穆迪评级 标普评级 

美国 Aaa AA+ 美国 Aaa AA+ 

阿拉斯加州 Aaa AAA 亚拉巴马州 Aa1 AA 

特拉华州 Aaa AAA 阿肯色州 Aa1 AA 

福罗里达州 Aa1 AAA 康涅狄格州 Aa3 AA 

佐治亚州 Aaa AAA 夏威夷 Aa2 AA 

马里兰州 Aaa AAA 路易斯安那州 Aa2 AA 

密苏里州 Aaa AAA 缅因州 Aa2 AA 



北卡罗来纳州 Aaa AAA 密西西比州 Aa2 AA 

犹他州 Aaa AAA 蒙大拿州 Aa1 AA 

弗吉尼亚州 Aaa AAA 内华达州 Aa2 AA 

马塞诸塞州 Aa1 AA+ 新罕布什尔州 Aa1 AA 

明尼苏达州 Aa1 AA+ 纽约州 Aa2 AA 

新墨西哥州 Aaa AA+ 宾夕法尼亚州 Aa2 AA 

俄亥俄州 Aa1 AA+ 罗得岛 Aa2 AA 

俄克拉荷马州 Aa2 AA+ 西弗吉尼亚州 Aa1 AA 

俄勒冈州 Aa1 AA+ 威斯康星州 Aa2 AA 

南卡罗来纳州 Aaa AA+ 哥伦比亚特区 Aa2 AA- 

田纳西州 Aaa AA+ 密歇根州 Aa2 AA- 

德克萨斯州 Aaa AA+ 新泽西州 Aa3 AA- 

佛蒙特州 Aaa AA+ 加利福尼亚州 A1 A 

华盛顿州 Aa1 AA+ 伊利诺斯州 A3 A- 

 

 

（二）日本评级情况 

从日本地方政府债的信用评级来看，穆迪对于日本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等同

于日本国家主权信用质量，标普和 R&I（日本本土的评级机构）是以日本国家主

权评级作为评级上限，通过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税收能力和财政健康状况

的比较，对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采取了差别化。标普表示，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

各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有选择的投资地方政府债，因此其采取了差异化的信用 

评级。2012 年度，穆迪所评的 13 个日本地方政府中，信用等级均为 Aa3，与其

所评的日本主权信用等级相同。标普所评的 8 个日本地方政府中，6 个地方政府

的信用等级与其评定的 AA-级日本主权信用等级相同，2 个地方政府被给予了

A+级，低于其主权信用等级。而日本 R&I 也对于部分地方政府给予了不同于国

家主权的信用等级。 

例如，在标普对千叶市的评级观点中，标普认为千叶市的自主财政收入预期

稳定、财政管理和财政纪律意识力较强、拥有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但与国际比

较，千叶市的债务负担非常重、政府财政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

弹性不断降低，因此标普给予了千叶市 A+级，低于日本主权信用等级一个级别。 

 

表 5  2012 年发行市场公募债的日本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情况 

穆迪 标普 R&I 

主体 评级 展望 主体 

 

评级 展望 主体 

 

评级 展望 

日本 Aa3 稳定 日本 AA- 负面 日本 AA+ 稳定 

东京都 Aa3 稳定 东京都 AA- 负面 静冈县 AA+ 稳定 

静冈县 Aa3 稳定 爱知县 AA- 负面 爱知县 AA+ 稳定 

新泻县 Aa3 稳定 大阪市 AA- 负面 琦玉县 AA+ 稳定 

福冈县 Aa3 稳定 新泻市 AA- 负面 枥木县 AA+ 稳定 



广岛县 Aa3 稳定 横滨市 AA- 负面 德岛县 AA 稳定 

大阪市 Aa3 稳定 相模原

市 

AA- 负面 冈山县 AA 稳定 

京都市 Aa3 稳定 千叶市 A+ 稳定 奈良县 AA 稳定 

名古屋市 Aa3 稳定 京都市 A+ 稳定 福井县 AA 稳定 

札幌市 Aa3 稳定    神户市 AA 稳定 

福冈市 Aa3 稳定       

滨松市 Aa3 稳定       

静冈市 Aa3 稳定       

堺市 Aa3 稳定       

注：数据为 2012 财年数据。 

数据来源：各评级机构网站 

 

（三）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评级 

之前，我国投资者、评级机构及政府普遍认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

府都隶属于中央政府，财政体制也是地方对中央负责，因此地方政府债券基本是

中央政府兜底的，没有风险，这也是今年自发自还试点地方政府债的信用等级均

为 AAA 级的基本基础。而现在《意见》中中央不救助的规定，明确改变了这一

判断。 

另外，《意见》中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

府实行不救助原则，这是个重大的突破。《意见》中规定地方政府出现偿债困难

时，要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处置存量资产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

金偿还债务。这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券在偿债困难情况下的可选对策，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债券偿还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形

成强硬约束。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中的规定，梳理更清楚 

此外，《意见》还规定当地方政府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

和上级政府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

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后解决方案了。但是，这条

规定是否意味着上级政府要承担兜底责任？由于尚无具体的案例和应急处置预

案，实际上还难以明确判断。一般来说，应急处置预案可以包括建立和动用偿债

基金、发行新的债券来偿还、向中央或上级政府抵押资产取得短期资金、处置存

量资产、债务延期或重组等。因此，应急预案有可能包括特定条件下的支持，也

可能不予直接支持。这就留下了比较大的操作空间。因此，综合来看，地方政府

债务的最终解决方案不能完全依赖上级或中央政府救助，地方政府债务出现风险

而由投资者承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些推测还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也

需要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明晰。 

据此投资者、评级机构都要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偿还风险重新进行分析和

判断，地方政府债务未来有可能出现延期拖欠、债务重组等风险事件。 

 



综上所述，一方面，结合美国、日本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制度框架，我国地

方政府债券可以借鉴日本债券的发行审核制度，针对不同财政状况的地方政府，

其债券发行审核流程有所不同，并且可以借鉴美国地方政府可以破产的制度，来

约束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券偿还风险来看，由于《意见》

中规定的中央不救助原则，以及最终出现债务危机时中央政府是否能完全兜底的

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借鉴标普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思路，即为了便于投资

者了解各地方政府的信用质量、有选择的投资地方政府债券，对地方政府债券采

取差别化的信用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