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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是认真对待地方债扩张风险的时候了
文 / 梁发芾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看

地方债务余额总量大概是 26.2

2012 年年底全口径地方政府负

表示国际上的赤字率、债务率以

数据，截至 2016 年 1 月 22 日，全
国绝大部分省份债务率处于安全

看中国政府的赤字以及政府的
负债率和债务率，评估政府债务

万元，除以 2014 年的 GDP 67.67
万亿元，可以知道，包括政府总负

债率为 30.6%，债务率为 112.8%。
考虑到从 2012 年数年间， 地方

及负债率红线并不是不可逾越
的死线，无需死守，必要的时候

水平， 但贵州省和辽宁省的债务

尤其地方债的风险。

债率是 38.7%， 与欧盟的 60%红

政府债务余额的增幅远远高于

可以突破， 为今后赤字扩张辩

有关媒体报道说， 根据最新

率分别达到 120.2%、197.47%，超

从赤字率看，2015 年我国赤

线总比，不算高。 不过单看地方政

地方政府 GDP 和综合财力的增

护。 而事实上，如果说我国目前

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划定的
100%债务率红线，此外，云南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债务率分别为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字规模为 1.62 万亿元， 当年 GDP
为 67.67 万亿元，两者相除，赤字率
约为 2.3%， 距离 3%确实还有一段

府负债率，则并不乐观。 2015 年年
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 万亿元，除
以全国 GDP 总额， 则达到 23.6%，

幅， 完全可以断定，2015 年地方
政府负债率远远高出 30.6%，债
务率远远高出 112.8%的水平。 即

赤字率尚未突破 3%的红线的话，
负债率和债务率其实早已远远
突破红线了。

111.23%、104.7%，也略过红线。

2016 年必然是一个赤字

距离。 2016 年，假设全年 GDP 增

远超美国地方政府 13%~16%的负

使保持 2012 年的水平不变，也

过去的 2015 年，通过债务置

长率为 7%，则全年 GDP 为 72.4 万
亿元， 如果今年赤字率达到 3%的

债率上限， 也接近加拿大的 25%
上限，无疑是相当高了。

高出了国际上的警戒线。
以上这些数据指标都是全国

换， 将 3.2 万亿元到期的地方政
府债务展期，转换成中长期债务；

上限， 则可以有 2.17 万亿元的限
额，比 2015 年的 1.62 万亿元增加

再从债务率看。 按照定义，
债务率是债务余额与政府综合

平均计算的。平均计算，往往忽略
了各地的不平衡性。 有些地方的

2016 年，又有数万亿元的债务将
到期， 也必然会以同样的思路和

5500 亿元赤字。2015 年，中央政府
一般预算赤字为 1.12 万亿元，地
方为 5000 亿元（2014 年地方政府

财力的比值。 从全国来讲，所谓
综合财力无非就是财政总收入，
从地方政府来讲，综合财力是地

高负债率和高债务率， 被其他地
方的低负债率和低债务率拉低
了， 平均数因此掩盖了一些地方

方法予以置换。这就是说，所有到
期的债务都被置换而展期， 虽然
降低了利息支出， 将当下的压力

标准，贵州、辽宁、云南和内蒙古
已经越过了红线， 处于高风险之

赤字为 6000 亿元，其中 1000 亿元
是专项赤字，并不计算在赤字率之

方财政收入加上从中央得到的
税收返还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

的真实风险。 如果每个地方单独
计算，则问题可能会更为清楚。媒

分摊给了未来， 但并未偿还分文
本金，这使得债务余额只增不减，

中。

内）， 如果 2016 年赤字增加 5500

支付。 2015 年全国财政总收入

体还披露，除了贵州、辽宁、云南

不断累积。 这必然给未来带来巨

2015 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要求 2016 年要减税
和扩张赤字， 因此，2016 年的赤
字扩张大概没有什么悬念。目前，
人大常委会划定的我国政府债务
的红线是： 赤字率不得超过 3%，
债务率不得超过 100%。 按照这个

和债务扩张的年份， 与此
同时， 地方政府赤字与债
务扩张的风险， 也到了该
认真关注的时候了。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

亿元，这些新增赤字全部交给地方

15.4 万亿元，地方政府 2015 年的

和内蒙古四地债务率高企外，

大的偿还压力和风险， 也严重地

赤字与债务的指标， 有赤字率、
负债率和债务率等。 赤字率是一
年中政府赤字与当年 GDP 的比
率，负债率是当年政府债务余额

政府，那么，地方政府赤字就可以
达到 10500 亿元。这就是最近一些

债务余额是 16 万亿元， 地方政
府的综合财力无论如何也不会

挤压了未来举债的空间， 带来再
融资风险。 债务余额累积太多 ，

媒体报道的地方政府赤字或许突
破一万亿元的道理所在。而一些媒

高过全国财政总收入， 所以，地
方债务率必然超过 100%。 有些

2015 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务会审
议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显示，100 多
个市本级、400 多个县级的债务率

债务率太高， 万一在将来形势需
要， 不得不更大规模地举债的时

与 GDP 的比率， 而债务率则是
当年政府债务余额与可支配财

3%；美国各州政府负债率的上限
是 13%~16%；加拿大则不允许地

体也报道说，即使增加这么多的赤
字，对于地方政府的需求来说，仍

媒体报道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率目前为 80%的数字，不知道是

超过 100%。 数量庞大的市县债务
引人瞩目， 市县债务风险较高已

候，举债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
2016 年必然是一个赤字和

力的比率。 国际上对于这些指标
有一些大致认可的警戒线。 如欧
盟对赤字率的要求是不超过

方政府负债率超过 25%。 从债务
率角度来说，各国一般规定地方

然是杯水车薪。 而增加更多赤字，
就必须突破 3%的赤字率红线。
从负债率看。 2015 年中央和

怎么得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
扬领衔研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
债表 2015 年》一书的数据表明，

不是个别现象。 这些市县的债务
风险确实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虽然一些专家和官员一再

债务扩张的年份， 与此同时，地
方政府赤字与债务扩张的风险，
也到了该认真关注的时候了。

达到什么目的。 比如，每年全国

实， 就无法作出准确的决策，出

数据有假，也只能责令其改正，

者早已“更上一层楼”，难以追溯

各省市加总的 GDP 数据都要比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要高，这
两者肯定有一个是不准确的，一
般认为是地方造假。
如何来看待数据造假及其

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眼下正是中国经济比较困
难的时候，要想实现稳增长的目
标，就须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准
确性和针对性，而按目前的工作

提供真实的数据， 而不会有处
罚，即使有处罚，也不太可能很
严厉，至多就是批评而已。 我们
很少听到哪个官员因为统计数
据弄虚作假而丢官， 更不用讲

其责任。
然而， 诚如本文开头所讲，
统计造假又完全可称得上是腐
败。 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无论对经
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还是对市

危害？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指出，
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根源，是长
期以来中国不善用数目字管理，
因此导致政府的决策粗枝大叶。
可如上述， 假如有数目字管理，

方式，中央对经济形势的预判主
要是通过各种统计数据作出的，
尤其是工业、能源、消费、财政收
入等几个关键领域的数据，因
此， 若这些数据本身有水分，势

牢狱之灾。 如此处罚对官员的
震慑力可想而知。
为什么法律对统计造假的
处罚这么“温柔”？ 我的一个看法
是，社会对统计造假的认识出了

场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都非常
重要，一个基于错误数据采取的
措施或行动，其所产生的危害或
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一桩腐败
案所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害。 再

而数目字本身不真实，同样会出

必会给中央对经济形势判断准

偏差，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

者，如果为了营造一个假象的经

大问题。
相对来讲， 经济繁荣时期，

确性带来风险，从而影响到稳增
长目标的实现。 从这个意义说，

容忍的腐败现象，而以为统计造
假并未对造假者本人带来直接

济景气指数，就把经济数据捏面
团似的捏来捏去，还有什么假不

数据出现一定的水分或偏差，对
整体的经济运行还不会造成伤

数据的准确性，关乎中国经济的
命运。

的经济利益，它不过是为使数据
漂亮一点，在排名中好看一点而

敢造？
所以， 要遏制统计数据的

统计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决策
的正确与否直接受制于所得数

筋动骨的影响，但在经济困难时
期， 这种影响或许就是致命的。

有鉴于此，对统计造假就不能
因为它是个老问题而熟视无睹。

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这
可能主要是由于统计造假的后

弄虚作假现象， 就必须把它的
危害看得更严重一点， 从腐败

据的准确性。 不仅大到国家，小
到乡镇， 经济社会政策和决策
建立在数据真实的基础上，而
且市场主体也是依据各种数据
来做决策的。 若数据失真，那么

因为经济若处于困难中，为了使
经济走出困境，就需要发挥政府
作用，不像繁荣时期，靠企业和
市场自身的力量即可促使经济
良好运行。 而要发挥政府作用，

事实上， 很难讲有关部门
决策者不清楚统计造假的危
害，但统计造假仍屡禁不决，当
然根源在于现行考核体制，但
法律对统计造假的处罚过轻，

果，不会立刻显现，而要经过一
段时间的发酵之故。 不像其他类
型的腐败， 本身会造成严重后
果，数据腐败，严格地讲，本身不
会产生“损失”，损失是由数据的

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国家
统计局前局长马建堂曾讲，弄
虚作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
败， 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最大
影响，诚如斯言。 从这个认识层

政府的债务率不得超过 100%。

囊中江湖

经济困难时期尤忌统计造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

文 / 邓聿文

落马了，这是继能源局原局长刘
铁男后本届政府里第二个落马
的部门正职。 不过，与能源局相
比， 统计局被认为是清水衙门，
故王保安在统计局长的任上腐
败的可能性很少。 检视王的履
历， 他做统计局长还只 7 个月，
而之前则长期在财政部任职，先
后任过部长助理和副部长。
目前不清楚王保安是因何
而落马的。 鉴于王的职务为国
家统计局长， 笔者谈谈统计造
假的问题， 因为统计造假也是
一种腐败， 而且比一般的贪污
受贿产生的危害更严重， 因为

作者为独立学者

要遏制统计数据的弄虚
作假现象，就必须把它的
危害看得更严重一点，从
腐败的角度来认识这一
问题。

制定的政策和做出的决策就很
可能是错误的。

方政府部门的通病，经济好的时
候就少报， 经济差的时候就多

前提是供判断和决策的各种数
据必须准确。 政府的决策不是胡

也是原因之一。 比如国家统计
局也会派员下去督察地方统计

错误而导致的决策或行动错误
产生的。 但这有个过程，有些时

次看待统计造假， 就不会以为
此乃小事一桩， 从而采取更好

问题是，数据造假是一些地

报，报多报少全看有关部门想要

乱来的，没有数据或者数据不真

数据， 但即使发生某地的统计

间还很长，等后果发生时，造假

的办法去治理。

大等央行则通过降息实现更为宽

了 57 万亿美元， 远高于同期的

大通全球通胀数据，2015 年第二

出口企业受损。 企业投资速率放

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 全球实体经济并未因
宽松货币政策取得了实质性效
果。全球复苏步伐明显低于预期，
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 全球
产出能力过剩， 劳动生产率增长
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
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
大多数经济体仍需将
“保增长”作
为首要任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
告，1990~2007 年全球国际贸易

全球 GDP 增量。 根据《日内瓦报
告》，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营
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
民 收 入 的 比 例 从 2001 年 的
160%，升至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
2009 年的近 200%，2013 年更是
达到 215%。
除发达经济体之外，新兴市
场在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刺激
政策推动经济，信贷的大幅投放
带动了投资增速，相伴随的是私
人部门（企业）债务大幅增加。 当

季度全球通胀率仅为 1.6%，不仅
低于 2014 年底的 2%， 更远远低
于 1990~2013 年间全球通胀 11%
的平均水平，创逾五年新低。 在
全球通缩阴霾笼罩之下，即便是
欧洲央行祭出新一轮宽松货币
政策的通胀效应也难以力挽狂
澜，欧元区通胀跌至零，日本 CPI
时隔两年再度跌入负值，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
结构性问题突出， 工业生产下
行，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继

缓，更倾向于将大量的现金用于
股票回购和股息分红。 近期美国
股市的大幅波动也对财富效应
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需要密切关
注的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未
来走向，一旦率先上升，并带动
企业债收益率和居民长期按揭
贷款的迅速回升，很可能导致居
民和企业的利息支出增加，降低
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和企业的投
资支出意愿，当积累从量变发生
质变时就会引起经济失速。 在此

增长 6.9%，2008~2015 年平均增
长约 3.1%（2015 年为预测数），过
去一年， 全球贸易增长降为
1.2%。 远远低于 2008 年金融危机
前 10 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 6.7%

前，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
继续上升而着手降低杠杆，清偿
债 务 ， 也 即“去 债 务 化 、 去 杠 杆
化、去福利化”。 许多国家必然要
经历财政紧缩的过程，将公共债

续蔓延。
旧问题未决， 新问题又至。
美联储启动加息引发全球新的
溢出风险，美元强势导致其他非
美货币兑美元货币波动性势必

背景下，甚至更有市场预期美联
储不排除会启动 QE4 重回量化
刺激的老路。
可以显见，国际金融危机的
救市实践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

的水平。全球贸易增长乏力，对全
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幅下降。
全球巨额债务负担或成长

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公司和家
庭部门必须提高储蓄、 降低负
债，修补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

由此增强，许多外围国家不得不
面对“不可能三角悖论”和货币
政策悖论，全球呈现出新一轮货

长轨迹和格局渐变，逃离经济的
复苏迟滞、通货紧缩以及流动性
陷阱区域，单靠全球央行持续的

期主题，“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压
力较大。 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
示， 自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债务
负担都有所增加，全球范围内也
只有五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政

仍将持续数年，这些均将对经济
增长动力形成负面影响，抑制总
需求的增加。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全
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面临通
缩压力。 当前，全球许多国家均

币贬值和资本外流潮， 巴西、俄
罗斯、土耳其等国成为其中的脆
弱环节和风险引爆点。
而美国自身经济虽已连续
六个季度高于 2%， 但经济复苏
的基础本身并不牢固。 美元升

货币宽松不但难以有效解决，而
且更容易产生救市后遗症，不应
成为常态的危机救助模式。 眼
下， 全球面临的危机是结构性
的，结构性问题须结构性改革应
对，如何寻找新的“供给替代”，

府减债。 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
务总和自 2007 年以来已经增加

不同程度遭遇整体通胀率和核
心通胀率的
“双下降”。 根据摩根

值、加息以及全球经济疲弱削弱
了国外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需求，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促进全
球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

新政治经济学

全球经济正在重蹈危机救助的老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7 年
多来，主要经济体均通过货币宽
松方式试图通过推高资产价格，
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而带
动经济复苏，然而，这种复苏模
式的基础本身并不牢固。 全球经
济仍难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已由
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
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各国深层
次、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结构
调整远未到位、通货紧缩压力持
续、 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等问题，
都制约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
依靠货币放水的危机救助形
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目前除
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 启动加
息， 以及英国央行开始收紧货币
政策外， 全球大部分央行依然维
持甚至加码货币宽松。 截至 2015
年三季度末，全球共有 33 个国家
/ 地区央行降息 （包括中国），各
央行共进行 64 次降息，总幅度为
18.3%， 为 2001 年以来全球央行
年度降息幅度的第二位， 仅次于
金融危机最严重的 2009 年。各国
央行疲于应对金融危机后遗症和
低通胀风险， 倾向于继续保持货
币宽松来维持经济增长。欧洲、日
本央行继续延长 QE 实施期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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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救市实践
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
迹和格局渐变，逃离经济的
复苏迟滞、通货紧缩以及流
动性陷阱区域，单靠全球央
行持续的货币宽松不但难
以有效解决，而且更容易产
生救市后遗症，不应成为常
态的危机救助模式。

扩大 QE 资产购买， 新兴经济体
和出口导向型国家， 如中国、印
度、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俄罗
斯、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