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与债券市场有效性：
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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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的财政行为一直对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运行效率具有显著制约

作用。基于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地方隐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特定背景，本文
通过梳理这些政策措施对债券市场有效性影响的文献，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
供支撑。本文首先阐述了地方隐性债务的界定与形成动因、地方隐性债务管理
改革经验、债券市场有效性的评价与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地方隐性债务
风险防范中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略，从债券市场有效性的三条方面（担保、评
级、定价）梳理了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影响债券市场有效性的文献。最后，
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未来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本中所综述的
理论洞见有利于全面认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成效，并为财政与金融政
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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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隐性债务形成与存续的过程，直接贯通着财政与金融两大领域，
一方面以企业的“面目”在金融市场上融资，另一方面又事实上拥有地方政府信
用的背书。尽管在一定时期支撑了中国高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为
了防范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以及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特别是民营企业在
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增长中的内生动力，需要继续推动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调
整，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新形势下的有效融合。为此，中央陆续颁布了
多项文件，例如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43 号文”），提出要分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并
着力解决政府隐性担保问题；发改委、财政部、证监会相继颁布了“88 号文”、
“50 号文”等落实“43 号文”的规范性文件；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

制改革”等。这一系列的监管措施能否有利于化解地方隐性债务？这个问题值得
考察。
研究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对债券市场有效性的影响，至少具有以下两方
面现实意义：第一，基于债券市场有效性中“担保”、“评级”与“定价”的角度，
研究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能否提高债券市场有效性，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
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成效，帮助监管部门探索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 “防火墙”
的改革路径，为政府的分类施策提供有效支撑。第二，通过梳理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改革对债券市场有效性可能存在的影响路径，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
在约束地方政府信用不当扩张中的作用，同时可以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
更好融合，为防范重大财政金融风险提供支撑，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其余部分围绕如下逻辑主线展开：第二部分讨论了地方隐性债务的界
定与形成动因，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介绍了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经验、
债券市场有效性评价与分析的相关文献。在这两方面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第五
部分选择了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防范中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略，从债券市场有效
性的三条方面（担保、评级、定价）梳理了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影响债券市
场有效性的文献。最后，本文对已有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在未来研究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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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国家出现政府性债务风险，并引发很多经济负面影响，
逐渐得到市场重视，学者们也将研究范围从直接债务扩展至政府隐性债务。
Hana PolackovaBrixi（1998）提出财政风险矩阵法，将债务划分为四种类型：显
性债务、隐性债务、直接负债以及或有负债。David Rosen（1994）认为隐性债
务是政府承诺在未来会进行偿还的，政府会给予财政补贴、社会保障基金等。
William Easterly（2010）提出，传统财务赤字的计算方法并不科学，因为只关
注了负债但没有计算资产，且传统方式只考虑到了显性债务，但却忽略了隐性
债务。在此观点的基础上，William 提出财政机会主义行为框架讨论财政可持续
问题，深刻的研究财政风险与隐性债务产生的根源。Allen Schick（2001）总结
了各国隐性债务研究成果，提出政府能够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将地方隐性债务风
险转移给私人部门，通过分摊成本与风险的办法，限制预算当中的担保，进而
降低财政风险发生的概率。Einchengreen et al.（2003）创造性地从“政府或有负
债”视角研究国家财政和政府债务风险问题。Timothy et al.（2007）认为政府隐
性债务指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提供隐性担保，由于私人部门出现道德风险可能
导致政府债务不断累积。RobertMerton（2006）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各级政府对将要破产的银行提供救助，这种具有政治约束的担保行为成为加剧
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因素。Grammatikos and Vermeulen（2012）从金融领
域对主权债务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认为导致政府性债务存在的原因是由于政府
不当的救助行为产生的。Berger et al.基于资产负债表角度，提出“比例法”与
“差额法”两类方法分析财政金融风险。
关于政府隐性债务内涵的定义，我国学者认为因为划分不清晰，使得债务
没有确定的统一口径。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学者对隐性债务问题的研究历
史较短，但发展速度快。平新乔（2000）把地方隐性债务划分为或有隐性债务
与直接隐性债务。其中，前者包括各政府对公务员养老金、退休金的支付计划，
后者包含政府兜底责任以及对非公共部门债务的清偿、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的救援等。傅道衷（2001）认为政府隐性债务应该划分为直接隐性债务和或有
隐性债务。欧阳华生等（2006）认为，政府债务总量会刺激地方经济，这也是

政府热衷举债的主要原因。刘少波和黄文青（2008）基于地方政府性债务事项
角度，将地方隐性债务细化为五类。陈磊（2017）认为，地方隐性债务是指不
被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债务，对于这类债务，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和可
能承担偿还责任。吉富星（2018）对或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界定，认为社
保基金缺口、养老金缺口和医疗保险缺口应该纳入地方隐性债务。赵全厚
（2018）提出，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有明确出函担保的属于政府隐性债务。
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只有精准扶贫移民异地服务和棚改项目形成的负债属于政
府隐性担保。PPP 中社会资本方失败时需要政府负有责任的被列为隐性债务；
国企债务；非国企濒临破产时获得政府救助的部分；政府独资或入股成立资产
管理公司以及投资建设公司等均属于政府隐性债务范畴。刘尚希（2018）认为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部分为或有负债，债务不等同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只
有在债务使用效率低的情况下才会形成负债。国外也存在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的研究。
中发〔2018〕27 号文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规范性定义，地方隐性债
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直接或间接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
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我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
和口径，一般认为未来可能形成财政支出责任，或在现实中需要政府予以财政
补贴的举债方式均属于政府隐性债务。根据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监测工
作方案》、《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政府隐性债务认
定细则》等文件的规定，符合以下市场化融资特征的就不应认定为隐性债务，
不需同时满足全部 5 点，至少满足 2 点，特别是满足第 3 点的即可认定为市场化
融资，不属于政府隐性债务：（1）项目运营单位出资人是否社会化、市场化，
除国资外，是否还有其他社会投资者。（2）项目运营单位是否成立了市场化的
公司治理结构，政府对公司运营决策的影响程度是否较高，政府官员不能在项
目运营单位内兼职。（3）项目运营单位收入结构是否具备多样化，市场化的特
征，若完全自主定价的收入占比过半数，一般可判定为市场化运营。（4）项目
经营单位能够依靠自身经营收入偿还对外融资本息，扣除政府补贴后的收入足
够对付对外债务。（5）项目运营单位是否成立了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公司
决策层是否能独立决策利润分配方案，不需上交财政。

!.#$%&'()/01234最早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现形态和成因进行明确界定的是世界银行经济学
家 Hana PolackovaBrixi（1998）。Hana 认为政府直接隐性债务的产生原因在于
保留公共投资项目未来经常性支出、长期性的政策承诺。国内学者的观点有：
事权与财权不匹配、金融隐性分权、官员晋升激励等导致政府隐性债务的产生。
马海涛和吕强（2004）、温来成（2014）、贾康（2014）认为，我国政府隐性
债务出现是由于分税制改革使得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为能正确匹配造成的。王
军强（2012）基于博弈论视角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提出官员晋升是
地方隐性债务增长的诱因。刘尚希（2018）指出，当前政府或有隐性债务的具
体成因之一是事权下沉，财政责任不清晰。陈宝东（2017）认为，金融隐性分
权显著影响政府隐性债务增长，金融隐性分权和地方政府金融资源追逐过程中
的欲望是相匹配的，通过金融隐性分权，政府利用自身行政影响力来干预地方
金融机构信贷分配来满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吉富星（2018）提出，财政分权
下激励晋升机制是导致隐性债务膨胀的根本原因。李升等（2019）根据 2012 至
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或者官员晋升，地方政府倾
向于超额隐性债务。
上述是宏观层面关于政府隐性债务形成原因的观点，在微观层面对隐性债
务成因的探讨中，大多认为是政府兜底和救助导致政府隐性债务增加。Bo et al.
（2017）利用地方融资平台财务报表分析，加总地区所有平台公司发行贷款和
债券的数据，得到地市级水平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估计值。Cebotari et al.（2018）
提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是应该存在正外部性，但当出现负外部性问题时，
政府会进行救助和干预，就会导致政府隐性债务。也就是说，政府提供隐性担
保是政府隐性债务形成的原因。并且，国内部分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对债
券市场有多种影响。例如汪莉等（2015）利用 2014 年之前发行的城投债样本进
行实证检验后得到，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政府隐性担保能够大幅降低
城投债信用利差；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政府隐性担保对城投债利差
的影响不显著。罗荣华等（2016）、王博森（2016）研究表明，城投债背后存
在被投资者识别和定价的隐性担保，地方政府财力状况以及偿还债务的能力构
成其对城投债的支持意愿和能力，这系列隐形担保信息指标与债券发行利差呈

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投资者对城投债背后的政府信用的信仰较为坚定。并且这
种隐性担保预期在不同债券种类间的表现有所区别。Ang et al.（2015）研究表
明，房地产在地方经济中的贡献程度以及各省市反腐败强度的指标显著影响城
投债信用利差。Liu et al.（2017）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越高，城投债信用利
差越大，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 2011 年地方融资平台首次发生违约
事件的时候最为显著，但随着 2012 年与 2013 年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门放松对
城投债审批程序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置换政策出台，投资者对城投债的
隐性担保预期增强，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和城投债信用利差的正相关性下降。
但是，钟辉勇（2016）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只会提高城投债评级，而不影响其发
债利率，这表明市场投资者对政府隐性担保并不完全认可。王永钦等（2016）
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城投债利差只能有效反映中国整体经济风险，
对于地方性的经济指标，比如地方经济增长情况、财政状况、房地产市场和土
地状态、产业结构等信息，并没有充分反映在城投信用利差中。金融市场没有
区别对待不同地方的城投债，因为市场认为中央政府为债券市场提供纾困，而
不是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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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国内部分学者对于地方债务管理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究。第一，控制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增加，应该形成正确的举债观，以及强化问责机制，遏制地方政府
的举债冲动。首先，应该改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考核要求（韩健和
向森渝，2018），加强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监督。形成终身问责制，从根本
上抑制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动机，加强其责任意识，降低其债务幻觉（梁朋，
2018）。其次，各级政府关注重点应该从经济发展速度转移为经济发展质量，
积极开发利用特色资源，培育地方优势产业，提高政府造血能力（崔瑜，
2018）。第二，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制度，完善债务管理体制，限
制债务无序扩张。还可以实行政府债务管理和财政预算平衡管理，搭建利益相
关者协同治理下的债务管理新局势（马蔡琛，2018），为防范隐性债务增长提
供制度支持。同时，完善政府信用评级体系与地方财政体制，将债务融资准确

纳入政府资产负债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常欣，2018）。第三，提高财务透
明度，促进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一方面，披露地方债券用途与金额，使得地
方政府债务透明化。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计算方式，将分配公式的系数权重向
财力不足的地区适度倾斜，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增强债务管理能力，引导
地方隐性债务显性化（封北麟，2018；梁朋，2018）。另一方面，对于财权与
事权错位的问题，提高政府经济效益，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分级财政体制，
真正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崔瑜，2018）。其次，微观层面应该减少行政干
预。虽然政府在金融发展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时期，
政府可以有效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蔡陈晨，2015，潘
俊等，2015）。政府债务可以进行资源再整合，对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毛捷
和徐军伟，2019；史亚荣和赵爱清，2020）。然而，地方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会
使得信贷资源错配，引发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不利于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
展（纪志宏等，2014；张军，2016）。
!.#5978对于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治理的研究中，Sena Kimm Ganagnon（2014）利
用 1980-2008 年 96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经济结构脆弱性对公共债务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脆弱性与公共债务总额存在“U 型”关系。
GJ Miller et al.（2010）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承担能力与当地经济密切相关，因为
偿债来源为地方政府拥有的资金。Johann Brthaler et al.（2015）对奥地利市政当
局的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发现市政债务限额有效的情况下债务水平较
为稳定。E Gras et al.（2014）使用了 1806 个西班牙城镇数据样本，分析了西班
牙政府的内控水平对负债的影响，结论为内控制度水平会影响政府债务，内控
水平较高，其负债水平较低。D Luo et al.（2015）利用 2004-2012 年中国市政投
资债券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官员调动引起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市政投资债券发
行造成不利影响，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市政投资债券的风险，增加
了债券发行成本。并且，城市面临较大的债务偿还压力时，政策不确定对债券
发行成本影响更加显著。这一研究加深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的了解，为
防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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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效率指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债券市场能否将资金
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West and Tinic（1972）将证券市场效率划分
为外在效率和内在效率两类。第一，外在效率，指证券市场的资金分配效率。
一是证券的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了与该产品相关的信息，即价格具有充分的信息
含量。Fama（1970）所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主要指这一点，他认为市场越有
效，金融资产价格越能够无偏地反映各种相关信息，如经济动态、行业发展状
况、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等。二是证券的有关信息是否能充分披露
和均匀地分布，使每个投资者在同一时间内得到等质等量的信息。例如，冯玉
梅和王刚（2016）认为，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是对各种信息的反应，
如果这种反应是即刻而充分的，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的，并选择了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债券期限、债券流动性和股价波动率等与公司实际
信用风险有关的指标，检验这些指标与债券信用价差的相关性。施丹等（2013、
2014）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 17 个会计指标代
表会计信息，检验这些指标与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若会计信息与债券收益率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则说明债券市场是有效率的。第二，内在效率，指证券市
场的交易运营效率，即证券市场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和以最低的交易费用为交易
者完成一笔交易，它反映了证券市场的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效率。两个衡量
债券市场内在效率的方式，一是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时间，二是每笔交易所需要
的费用。在此类别下，我们将“某项条款采用与否转换为交易成本之和最小化的
合约选择问题”的系列研究，都属于探讨如何提高金融市场内在效率范畴。从这
个层面分析，债券市场低效率，主要原因是市场制度设计不合理，使市场参与
者承担过高的交易成本。
关于市场有效性程度：根据 Fama（1970）的有效市场理论，按照信息集的
不同类型将市场有效性划分为三种不同水平：弱式有效市场（I 级有效性）、半
强式有效市场（II 级有效性）、强式有效市场（III 级有效性）。弱式有效市场：
金融资产价格已经反映了过去的信息。市场弱有效的检验：检验市场指数是否
满足随机游走的特性，选取游程检验、序列自回归检验、单位根检验和方差比
检验四种方法对债券市场有效性进行检验。例如，宋芳秀等（2012）利用上述
计量方法对中国债券市场进行了弱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债券市场符合
弱式有效市场特征，已经达到弱式有效水平。栾稀（2014）利用随机游走模型

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对国债市场有效性进行研究，证明国债市场符合 Fama 的弱式
有效市场假说。半强式有效市场：金融资产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公开的信息，
如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货币政策、公司经营业绩等。前文中所提到的外在效
率和内在效率的检验都属于半强式有效市场检验。强式有效市场：金融资产价
格已经反映了所有信息，如所有公开信息和私人信息及内部信息，目前我国金
融市场还未达到强式有效。
本文从三个线索收集债券市场有效性的证据：定价有效性、评级有效性和
担保有效性。一是债券定价有效，指债券利率不仅反映政府隐性担保信息，还
能充分反映公开信息，包括合约条款安排、公司经营绩效等（施丹等，2014）。
若公开信息与债券收益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则说明债券定价是有效率的。典
型的“公开信息”包括城投债担保信息、城投公司盈余信息等。例如，高盈余
水平的城投公司具有较高的偿还能力，债券违约风险较小，城投债应当具有较
低的风险溢价。反之，低盈余水平的城投公司自身偿还能力较小，城投债违约
风险较高，应给予投资者更高的风险补偿溢价。如此一来，可以认为城投债定
价是有效率的，城投债市场有效性较高。二是债券评级有效/评级质量。一般情
况下，因城投公司资质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信用水平，城投债信用评级与当地
政府信用水平密切相关，显著高于其自身（在政府不对其进行财务支持的情况
下）的信用水平。此外，同样由于发债企业背后存在政府信用支撑，债券违约
风险较低，评级机构高估信用评级的行为不易被发现。因此，评级机构倾向于
出具“虚高”的评级结果，此时债券评级质量较低。若政府不对企业提供隐性
担保，使得企业评级主要与其经营绩效等经济基本面信息有关，而不是无差别
地取决于政府信用，那么，可以称债券评级市场是有效率的。并且，由于发债
企业背后隐性担保减弱，评级机构虚高评级的行为有可能被发现。因此，债券
评级有效或者评级质量较高，通常意味着评级机构给予企业或债券的评级相对
较低。三是债券担保有效：含义类同于债券定价有效。城投债担保有效性不足，
指城投债担保往往能够提高信用评级，但无法起到降低债券利差的增信作用。
担保无效问题的表现在于债券利率主要反映政府信用信息，无法反应担保合约
条款信息。“债券担保有效”和“债券定价有效”的含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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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效率指债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债券市场能否将资金
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衡量债券市场是否有效率的直接标志是，债
券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了与该产品相关的信息，即价格具有充分的信息含量。作
为影响债券定价的关键因素，会计信息对于估计债券合理价格，纠正债券错位
价格具有重要意义。探索债券会计信息对定价的指导意义尤为重要。黄建兵
（2002）提出我国可转换债券价格与股票价格之间相关行较低，说明投资者可
能获得套利机会，债券市场价格有效性不足。高强和邹恒甫（2010）探讨了历
史价格、无风险利率、宏观经济、公司基本面和利息支付等方面的因素，与债
券未来的回报率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改革进程中新推出的“市场化”的公司债
券的信息有效性高于公司债券的信息有效性。张蕊等（2010）发现，债券交易
成本随着交易规模增加而降低，剩余期限、交易活跃性和信用评级均影响债券
交易成本，剩余期限短、交易活跃和信用评级高的债券交易成本较低。方红星
等（2013）发现，国有产权能够发挥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减少了投资者面临
的债券违约风险。但是，政府隐形担保降低了公司债券市场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使得债券会计信息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这一问题在城投债市场中
更加突出（王博森等，2014）。施丹等（2014）选取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
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 17 个会计指标代表会计信息，检验这些指标与债券收
益率的相关性。若会计信息与债券收益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则说明债券市场
是有效率的。陈超和李镕伊（2014）、Bradley M. et al（2015）认为对于市场化
运营的企业，债券担保是重要的增信措施，能够提高信用评级，降低债券发行
利差。冯玉梅和王刚（2016）认为，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是对各种
信息的反应，如果这种反应是即刻而充分的，那么市场就是有效的，并选择了
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债券期限、债券流动性和股价波动率
等与公司实际信用风险有关的指标，检验这些指标与债券信用价差的相关性。
魏明海等（2017）在实证中利用国有产权虚拟变量衡量政府隐性担保，认为减
少国有持股、引入民营股份能够提高公司债券盈余信息有效性。
国外存在关于债券市场定价效率的研究。Reiter（1990）提出会计盈余信息
对债券首次在资源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Ziebart and Reiter（1992）检验会
计信息和债券评级于定价的关系。他们研究表明：会计信息影响债券评级和定
价，并且会计信息是通过债券评级间接的影响债券定价。Jin（1992）根据纽交

所公司债数据样本，发现会计盈余信息和债券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Easton et al.（2009）也证明了债券价格对盈余信息的正相关关系，他们发现，
债券盈余信息公布前后，债券交易量增加，并且当盈余水平下降时，上述相关
系变得更显著。综上，国内外已经对债券定价效率，特别是债券盈余信息对债
券价格的影响进行研究，但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较晚，债券会计信息价值相
关研究也较少
!.#(:>?@A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中介机构，发挥着风险揭示和信息中介
的作用，能够提升债券市场运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何平和金梦，
2010）。但安然事件的曝光，表明信用评级的作用不尽如人意，2007 年次贷危
机爆发后，信用评级机构受到更多市场主体的质疑。专业性、声誉和独立性是
决定信用评级质量的关键因素。有文献认为评级机构的评级能力较低使得信用
评级准确性较差。Caton et al.（2011）、马榕等（2015）指出，我国评级机构未
能甄别发行人盈余管理的相关行为，发行人可能通过包装公司业绩获得较高的
评级结果。Becker and Milbourn（2011）、Jiang et al.（2012）认为独立性缺失
是评级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国内外评级机构大多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会导
致抨击机构产生迎合发债企业的动机，导致评级结果虚高。Shapiro（1983）、
Klein and Leffler（1981）提出，声誉是评级机构得以生存的基本，能够为评级
机构带来长期收益，如果丧失声誉将会导致评级机构陷入生存危机。因此，声
誉机制能够约束评级机构不当行为。在业务实践中，高声誉评级机构评级质量
更高，因此，其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的作用也更加显著（王雄元和张春强，
2013）。虽然产业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能够提高产品的质量，但在信用评级市
场的分析中，已有研究认为评级机构竞争会导致评级质量下滑。Becker and
Miilbourn（2011）、Bolton et al.（2012）、Skreta and Veldkamp（2009）、张少
哲和周久俊（2016）认为，评级机构为了获得评级收入，当市场竞争程度越激
烈时，评级机构迎合债券发行人的动机越强烈，从而加重了评级利益冲突问题，
使得评级虚高程度越大。但也有个别研究认为评级虚高于评级市场竞争之间无
显著相关性（Bae et a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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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关于债券担保条款的研究，按照是否支持发债企业使用担保条款
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文献建议“去担保化”。杨靖和曾小丽（2013）认为大多数
地方融资平台选择担保是为了满足债券审批机构的要求而采取的“改良”措施，
担保公司参与增信只是为信用评级较低的城投公司搭建进入资本市场的桥梁，
并不一定能够降低债券违约风险。因此，是否有担保增信措施往往不是投资机
构定价考核的依据，投资者对城投债的评估主要依靠融资平台经营状况建立起
来的内部评级定价体系（郭仌等，2012）。钟辉勇等（2016）、江源（2020）
通过实证发现，有担保的城投债只能提高债券评级，对债券信用利差无显著影
响。在实践中，反对城投债使用担保条款的研究，主要是出于防范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风险的考量。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融资便利，如地方政府部门
出具担保函、承诺函等进行兜底，构成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许友传和刘红忠，
2017）。为城投债提供担保的机构主要为政府性担保公司与国企事业单位，担
保增信措施的使用增加了地方财政风险。一系列规范文件出台后，地方融资平
台在理论上不存在合法形式的担保债务（李丽珍和安秀梅，2019）。
第二类文献认为应该承认债券担保的经济功能。张雪莹等（2017）认为城
投债担保有助于缓解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低信用水平融资平台在债券发行结束
后，违约风险更高，未来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担保可以用来弥补投资者可能面
临的损失。焦健等（2017）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担保能够降低信用债在交易所
和银行间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所债券的交易频率，进而提升债券的流动性，
但该文没有说明担保的具体影响机制。部分国外文献涉及到市政债担保条款的
作用，城投债作为我国“准市政债”，其担保条款的功能与市政债担保机制有着
相似的逻辑。Downing and Zhang（2004）指出市政债券交易中信息披露相对更
少，担保机构有更多关于债券的违约信息，利用担保信号可以帮助债权人筛选
客户。虽然上述文献考察了担保在债券发行中的作用，但这些文献尚停留在担
保作用的一般性描述上，没有考虑更微观具体的情况与细节。
目前对于担保有效性存在两类主流理论：担保的道德风险理论和逆向选择
理论。面对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担保的逆向选择理
论强调债务人与债权人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担保是债务人发送的信号，
可以显示债务人良好的质量。Stiglitz and Weiss（1981）指出，风险是借款人的

私人信息，银行无法在贷款之前甄别不同风险的借款人。如果银行以市场上借
款人的平均违约率确定所有债务的利率，就会使高品质的借款人因为借款成本
过高而退出信贷市场，最后剩下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低品质的借款人，造成逆向
选择。为了能够支付与其真实质量相匹配的借款成本，在均衡状态下，高质量
（低风险）的借款人会通过抵押向银行传递信号，显示自身的高质量，从而选
择低利率、高担保的信贷合约，而低质量（高风险）的借款人则不会采取抵押
传 递 信 号 ， 最 后 以 较 高 的 利 率 水 平 获 得 资 金 （ Bester ， 1985 ； Besanko and
Thakor，1987；Chan and Kanantas，1987）。Thakor（1982）通过数学推导得出:
债券发行人资产质量越高（违约率越低），其在发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函数下
选择购买保险对债券本息的覆盖比例越高，这意味着债券保险也可以向市场传
递关于发行人高质量（低风险）的信号。综上所述，逆向选择理论对于债务人
风险与担保、担保与债务利率之间的关系给出的预测是：借款人风险与担保抵
押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借款人风险水平越低，越愿意采取担保，而且其借
款利率也越低。担保的道德风险理论认为，债权人可以观察到借款人事前的违
约风险，但借款人事后的努力程度是观测不到的，最终引发道德风险（Boot et
al.，1991）。相比于高信用的借款人，低信用的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更高，道德
风险更严重，未来更有可能无法偿还债务。为了避免承受损失，银行会要求高
风险的借款人提供抵押，作为激励借款人还款的一种措施。另外，由于存在提
取和变卖担保品的费用，企业的道德风险以及其他各种“交易成本”，银行从处
置担保品中得到的价值将远远低于借款者贷款的价值（Barro，1976），一旦借
款者违约，银行将遭受损失。因此，在设定利率时银行会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
最终相应地提高贷款利率。由此，道德风险理论认为债务人风险与担保、担保
与债务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借款人风险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担保，
而且债务利率也较高。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借款人风险与担保抵押之间呈现正
相关性的证据：如 Gonas et al.（2004）指出，信用评级较高（风险较低）公司
的债务采取抵押担保的概率更低；Brick and Palia（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可
观察到的高风险的借款人更有可能提供抵押；平新乔和杨慕云（2009）利用我
国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发现信用贷款的利率要低于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的事
后违约率也要低于抵押贷款，从而证实我国信贷市场现状更加符合道德风险模

型。针对债券市场的研究，John et al.（2003）的代理成本模型从管理层对抵押
资产在职消费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有抵押担保的债务利率显著高于无抵押债券
的现象。笔者认同钟辉勇等（2016）与江源等（2020）学者对我国债券担保有
效性的判断标准，担保只能获得外部评级机构的信任（能够提高债券信用评
级），但未能获得投资者信任（无法降低债券风险溢价），属于担保增信有效
性不足的表现；提高担保有效性的关键在于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即担保条款能
够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67890+;<=>?*%
!"#59HIJK与本文研究紧密相关的国外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于金融机构“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相应出台的监管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影响隐性担保
从而影响债券市场风险溢价。当一些对金融体系非常重要或者业务体量巨大的
金融机构发生危机时，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各地政府往往会出资救助。
这即是对“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政府隐性担保。针对“大而不倒”所
引发的救助成本高以及道德风险大的负面影响，2010 年 7 月美国颁布《多德—
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主要思想是建立系统监管体系，将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公司均
纳入美联储监管，实施严格的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审慎的监管标准，以改变目
前金融机构“too big to fail”的问题，以防范系统性风险。Lester and Kumar
（2014）利用美国 2009-2013 年公司债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因受到“大而不
倒”政府隐性担保的影响，2009 年大型银行债券的信用利差低于相同条件下的
其他小银行债券利差 137 个基点，在 2010 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隐
性担保降低信用利差的作用在 2011 年下降至 57 个基点，2012 年下降至 36 个基
点。IMF（2014）研究显示，2009 年美国大型银行债券利差比其他银行债券利
差低 200 个基点，但 2013 年缩小到 100 个基点左右。Gao et al.（2016）考察了
《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前后美国六个大型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债券市场收益
率数据，评估对于《多德—弗兰克法案》能否解决大而不倒问题的市场预期。
检验结果显示，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开始讨论初期，市场对大银行发行的

债券的利差预期增加，并且发现，在法案通过的后期，这一效应不再显著，这
显示出市场对《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减弱隐性担保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Acharya et al（2016）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发现，2008 年美国政府为贝尔斯登银行
纾困以及国会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债券利差下降约 100
个基点，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并没有使得大型金融机构债券利差出
现显著上升，这表明法案没有显著降低投资者对特大金融机构的政府隐性担保
预期。
二是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体制安排，政府财政救助预期变化、政府
预算约束强度变化等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政府性债券信用利差。如，Sola
et.al（2016）利用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
总的来看，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利差，高负债将明显提
高地方债信用利差，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制度安排差异对市场
的政府隐性担保预期有差异性影响，进而对市场利率的定价机制的有效性也有
不同的影响。Beck et al.（2017）以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瑞士、西班牙等数
据为样本，利用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收入的贡献程度反映中央政府为其提供救
助的意愿，用中央政府自身财务数据反映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以此构建面板
回归模型来考察中央政府提供救助的预期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利差。
Feld et al.（2017）以瑞士 26 个州政府债券样本进行实证考察后显示：严谨的地
方政府财政监管制度能够降低地方债的信用利差约 10 个基点以上。2003 年 7 月，
瑞士联邦法院终止裁定瓦莱州政府对债务困境中的 LeuKerbad 镇不承担救助责
任，这歌标志性的事件强化了市场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预算约束硬化的心理预
期，使得各州政府债券的信用利差下降了 26 个基点。
!.#56HIJK国内对于地方债务管理政策影响债券市场的研究相对较少。王博森等
（2016）、张雪莹等（2019）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政策出台后，债券市场
对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变化。但这两篇论文只是以债券利率数据为样本，对政
策颁布前后政府隐性担保在债券定价的作用大小进行测算，发现在 43 号文出台
后，隐性担保对地方国企债券利率的影响显著下降。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对于

地方债务管理政策效果的分析和评估较为缺乏，且仅聚焦在政策对债券利率的
影响中。
中国地方隐性债务形成与存续的过程，直接贯通着财政与金融两大领域，
一方面以企业的“面目”在金融市场上融资，另一方面又拥有地方政府信用的背
书。尽管在一定时期支撑了中国高增长的同时，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从目前
情况看，学界针对其蕴含财政金融风险的讨论较为充分，但在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如何影响金融市场有效性方面的分析，还比较少。为此，笔者基于近年来中
央连续出台地方隐债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特定背景，选择其中若干具有代表性
三个改革方略，从政策改革对债券市场有效性的三条线索（担保、评级、定价）
来看，对“政策实施是否能够提高债券市场有效性”的研究进行梳理。
LMNO PQR(:CDG<'2014 年 10 月 2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即“43 号文”）明确了政策实施后的城投债一律不属于地方政府偿还责任范畴。
除此之外，“43 号文”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以及存量债务处理进行了规定。
首先，“43 号文”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借、用、还”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
制，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有效发挥地方政府规范化融资举债的作用，促进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其核心内容是规范化债务管理机制，防范金融财政风险以及促
进经济发展是目的所在。要达到上述目标，坚持的原则是“疏堵结合、分清责任、
规范管理、规范风险、稳步推进”二十字方针。其次，43 号文对于如何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给出了一整套解决措施方案，分别是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规
模控制和预算管理、建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融资举债机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
性债务风险和完善配套制度四个方面。最后，43 号文明确提出妥善处理存量债
务，并提出具体措施：在甄别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部门
举措的债务以及企事业单位债务中属于政府应该偿还的部分，应该纳入预算管
理。二是对于企事业单位债务中不属于政府应当偿还的部分，应遵循市场规则
进行处理，降低行政干预。从此引发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关注。
担保条款能够同时对评级和定价起作用，才能说明担保是有效的。在此认
识的基础上，债券对于“43 号文影响债券担保有效性”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
隐性担保视角进行分析。罗荣华等（2016）和王博森等（2014）认为，无担保

城投债背后的政府隐性担保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是市场担保未能降低城投债融
资成本的主要原因。张雪莹等（2019）和 Xiaoqian Zhang（2020）发现，43 号
文出台前，城投债信用利差明显低于民企债券，但 43 号文等地方政府债务治理
政策实施后，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减弱，城投债与民企债券信用利差间的差距
明显缩小。闫晓东等（2019）则进一步证实，在 43 号文政策实施后，无担保城
投债的发行利差较政策实施前提高了 28 个基点。但是，上述文献均没有直接研
究 43 号文如何影响城投债市场担保的有效性。陈姗姗和骆烨飞（2020）通过对
比 43 号文前后城投债担保效果差异，发现 43 号文的出台增强了城投债担保有
效性，周金飞（2020）将其归因于 43 号文在削弱政府隐性担保、促进城投债市
场化发行方面的作用。这些研究虽然明显推进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对城
投债担保有效性的影响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仅通过双重差分法
评估 43 号文系列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方法设计较为简单，无法分析和刻画地
方债务改革对城投债担保有效性的影响路径，也未能实现 43 号文政策颁布前后
各地区政府隐性担保的有效量化和区分，因而难以为地方债务改革效果及其影
响路径提供直观可靠的证据。二是仅仅强调了地方债务管理改革在经济因素
（政府隐性担保）上的作用，认为 43 号文颁布前城投债担保有效性不足只是来
源于政府隐性担保，没有认识到行政干预对担保质量的限制以及 43 号文系列政
策对行政干预因素的匡正作用。而厘清地方债务改革影响担保有效性的行政干
预渠道，可以为进一步提高担保质量的担保市场供给侧改革提供启示。
SMT5UVWXYZ[R(:>?@A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时间短，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相对不足，政
府设置了若干道防范债券违约风险的屏障。最初，审批进入债券市场的均为大
资产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并且需要由国有银行为债券发行提供第三方担保，这
些措施保障了债券投资者不会承担过多的损失。但随着发行主体范围的扩大，
债券违约的潜在概率出现了上升。出于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和保护税源等动机的
考虑，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帮助本地企业克服各类困难的政策思路，既包括国
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因此，在 2014 年中央的“不救助改革”实施前，地方政
府往往对具有潜在违约风险的债券予以救助。例如，2012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救
助了当地国有企业山东海龙，同年，江西省政府救助了一家非国有太阳能电池

板制造商（江西赛维太阳能）。政府救助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一是中央或
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对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或者在政府的扶持下使其与实力更强
的行业龙头企业合并。二是地方政府可能会“指示”国有银行向财务困境中的企
业发放贷款或扩大现有贷款。三是政府可以通过向公司减免税收或提供政府订
单予以帮助。在债券市场较为脆弱、没有较强违约承担能力的情况下，政府“救
助”在我国债券市场起步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保障了债券市场的基本稳定。
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压力增大，政府提供救助与潜在救助成本上升
等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为了进一步促进债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市
场化的债券风险化解方式，中国政府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濒临违约的债券提供救
助的做法，允许债券违约事件发生。2014 年 3 月，首家非国有企业“上海超日”
太阳能债券违约。虽然各级政府并未完全放弃救助企业，但近几年债券违约数
量和规模显著增加的事实表明，中国政府正在着力支持债券市场逐步完善自发
解决债券违约事件的能力。为此罗伯特·希勒（2016）也分析指出，容忍更多违
约事件的暴露，显示了中国政府积极地将金融体系向市场化方向推进以及建立
风险信用定价的决心。总的来看，“不救助”改革推动中国债券市场进入了一个
新的阶段。
已有研究对中国“不救助改革”或者债券违约影响评级有效性主要分为两个
类别。第一类研究侧重于债券违约对不同评级机构的影响。黄小琳（2017）、
麦勇（2020）指出，在已评债券发生违约后，涉事评级机构不仅没有收紧评级
标准，反而更加高估企业的信用评级，而且，评级机构发生的债券违约事件越
多，其高估信用评级的程度越大。姚红宇（2019）提出，在我国债券违约发生
前，评级机构的声誉机制是失效的，在债券违约发生后，评级机构声誉机制的
有效性出现明显提升，高声誉评级机构减少了高估企业信用评级的现象。第二
类分析侧重于债券违约对我国整体信用评级的影响。Livingston et al.（2018）提
出，中国的评级等级划分较为粗糙，以至将违约风险差异显著的债券划分在一
个评级类别中，在 2014 年 3 月中国首次出现债券违约事件后，信用评级中的信
息含量并没有增加。Mo Guiqing et.al（2021）所作的研究表明，2014 年 3 月中
国债券市场首次出现违约后，获得 AAA 评级的债券数量增多，与之前相比，同

一评级发债企业的杠杆率更高、利润率和偿债能力更低。因此，中国债券市场
出现违约后，评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OM\]^G_Z[0<现有研究对混合所有制发挥的作用产生分歧，尚未达成共识。第一类文献
认为民营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有积极影响。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整合不
同类型企业的优势资源，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规模经济，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效
益（王业雯和陈林，2017；杨志强等，2018）。其次，民营资本入股国有企业
后，政府干预企业的成本增加，降低了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的干预，
使得国企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陈林和唐杨柳，2014）。还有他研究表明，混
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绩效（马连福等，2015；郝阳和龚六堂，2017）、公
司内部治理效率（刘运国等，2016；曾诗韵等，2017；蔡贵龙等，2018）、创
新效率（张祥建，2015；杨志强等，2018）等几个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第二
类文献认为民营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具有负面影响。一是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
业可能会侵占国有利益，导致企业经营绩效恶化。在民营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
过程中，产权交易缺乏完善的大股东制衡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中小投资者利
益得不到保护，存在民营股东和国有股东之间的合谋行为，损害国有利益（李
广子和刘力，2010）。二是民营资本参股可能会使得国企创新水平下降。陈德
球等（2016）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没有改变国有资本控股的现状，国有资
本保持绝对优势，民营股东缺乏实际控制权，因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民营股
东更多地选择减少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来规避风险。并且，因为国有企业在资金、
企业规模和资源获取中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更有创新性（聂辉华等，2008）。
陈林和陈焕然（2021）认为，在民营股东拥有企业控制权后，政府不再继续为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政策扶持，因此企业面临较少的政府补助和更高的融资成
本，从而导致创新研发资金不足，创新水平下降。三是国企民营化后可能导致
政策性负担显著增加，对民营化后的国企经营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刘春和
孙亮，2013）。
仅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短期内对国企各类财务绩效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预算刚性
的市场主体，以及探究如何充分释放混合所有制改革在该方面的潜力。对此，

张辉等（2016）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减轻了上市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并
由此提高了企业绩效。陈思宇等（2021）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进行研
究，提出混改削弱了国有企业所享有的国家资本支持和信贷优惠政策。曹讯等
（2021）以 2014-2018 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得到类似结论，发现混合所有
制改革会减少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商业信用需求。已有文献虽然发现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减弱国有企业中的政府信用，但主要研究了上市国企信
贷融资成本及能力在混改前后的变化，来自债券市场的实证分析比较匮乏，而
政府隐性担保是阻碍债券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应该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
影响债券市场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A"BCDE0FG%
总体而言，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对政府隐性债务及其带来
的财政金融风险进行了研究，对政府隐性债务政策的评估与分析做了一些工作，
并得出了有益结论。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国内研究虽然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和
国外研究相比，我国隐性债务分析研究没有形成系统性分析体系，对于债务风
险管理政策的分析与评估方法也较为零散。已有研究一般常用方法是通过双重
差分法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方法设计较为简单，无法分析和刻画地方债
务改革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路径，因而难以为地方债务改革效果及其作用渠道提
供直观可靠的证据。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政府债务研究分析工具多样化。综合使用定
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理论与案例分析等方法，涉及金融学、社会
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基于隐性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数据可得性，国内
对于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干预程度，以及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程度的定量分析仍
缺乏严谨的测算和实证研究，未能实现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政策颁布前后各地区
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干预程度的有效量化和区分。
第三，已有文献只强调了地方债务管理改革在经济因素（政府隐性担保）
上的作用，大部分认为地方隐性债务管理改革前债券市场有效性不足只是来源
于政府隐性担保，没有意识到政策改革对行政干预等非经济因素的匡正作用。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点作进一步努力：
首先，对于隐性债务的计量和认定需要制定统一的官方标准，这是理清隐
性债务基数的前提。在摸清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的同时，构建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预警体系和政府可持续融资机制，继续探究和解决地方政府融资更深层次的根
本矛盾，分析其可实现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提高可持续造血能力。
其次，梳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可能的表现形式。虽然已有文件对地方隐性
债务进行了界定，但学术界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进一步厘清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的表现方式，真正做到摸清隐性债务实践中的底数。
最后，继续从多方面探究债券市场有效性的度量指标，分析并检验政策颁
布对债券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更为全面地评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政策的实
施效果。帮助监管部门探索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 “防火墙”的改革路径，也有利
于进一步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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