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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伴随着这次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而引起关注的，还
有《美国破产法》第九章市政破产的相关内容。《美国破
产法》制定于 1978 年，第九章是《地方政府债务调整
法》，规定了地方政府破产办法。该章法律只适用于州
下属的市、县、地区、村镇等地方政府，不包括州政府本
身。这一章的立法宗旨在于，确保破产市政府能继续
持续管理城市的前提下有秩序并终局性地处理市政债
务、寻求财务再平衡的司法救济手段。简单讲就是保
住债务人实现再生，因此法律对债务人的保护是比较
充分，那么相应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冲击。目前底
特律破产案走完了州政府批准、联邦法院申请这两个
流程，但当地媒体报道，底特律市最大的债权人（均为
退休基金）已经提出了抗辩意见，要求联邦法院驳回该
市破产申请。

对 底 特 律 市 政 府 而 言 ，破 产 保 护 并 不 一 定是坏
事。破产只是意味着地方政府失去清偿债务的能力，
并不等于政府职能破产。破产的根本目的还是为让政
府真正摆脱财政危机，跳出死循环。据美国当地媒体
报道，此次市政府破产对底特律居民的影响在于，一些
服务会被缩减，有可能增税。底特律市政府破产以后，
政府照常存在，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能，但他们还是要为
破产付出代价的。所有底特律拥有的资产都可能被拍
卖，这些资产包括底特律动物园、一幅梵高画作以及历
史遗迹韦恩堡等。

值得关注的是，底特律申请破产不仅对美国带来巨
大震撼和冲击，深陷债务危机困扰的欧洲也有可能再度
受到重创。据报道，目前焦头烂额的欧洲各大银行将成
为底特律破产案的潜在受害者之一，因为许多欧洲银行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以退休金形式持有底特律的
债务。业内人士预计，欧洲银行目前持有底特律市约 10
亿美元无担保债务，这部分债券在破产案中只能获得极
低的偿付。

美 国 的 城 市 破 产 早 已 不 是 什 么 新 闻 ，就 在 2012
年，加州斯托克顿市、猛犸湖市、圣贝纳迪诺市三个城
市在短短 3 个月内相继申请破产。其中，斯托克顿市
是当时美国所有破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负债额约为
7 亿美元。可以预见，围绕底特律破产的定损、补偿和
最终盘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盘棋如何走下去
及何时终局，还难以料定。

前因惹后果 重生路漫漫
本报记者 连 俊 实习生 刘美龄

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近年来由于一直处在财政破产边缘而备受关注。当地时间7月18

日，底特律市因负债超过180亿美元无力清偿，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底特律迈出的这一步引起了巨

大争议。就在底特律申请破产第二天，位于密歇根州首府兰辛的一家巡回法院法官罗斯玛丽·阿奎

利娜就底特律养老金基金和市政工作人员所提诉讼作出裁决，以州长里克·斯奈德所颁布涉及底特

律财政的法令违反州宪法为由，要求中止底特律破产申请。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诸多纷争，也给这

座城市的前景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
及日渐兴盛的汽车工业，底特律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1896 年，工程师亨利·福特在底特律的迈克大道上制造出
美国的第一辆汽车，1904 年，福特一款人们可以买的 T 型
车下线，也就是从那时起，底特律汽车城逐渐形成，成为享
誉世界的汽车之都。

在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日本、欧洲汽车工业的迅
速崛起给底特律带来巨大冲击，工作机会不断减少。同时，
由于美国兴盛一时的公民权利运动造成当地种族关系紧张，
1967年底特律发生骚乱。这之后越来越多的白人及中产阶
级家庭纷纷迁移到市郊，企业也随之搬迁，侵蚀了城市的税
收基础。此后，底特律日渐失去重工业制造中心地位。尽管
在20世纪90年代底特律出现过短暂的复苏，但再也无法回
到往日的繁荣。人口减少和城市的空心化、汽车业的外迁和
萎缩、城市商业和市场消逝，这一切让底特律税收锐减。而
日益增长的养老金、退休公务员医保等长期负担，也逼迫城
市不得不举债度日。税收的降低迫使底特律不得不缩减市
政服务，而服务减少以及日益恶化的治安又迫使更多的人远
离这座城市，形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循环。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了这座城市最后的一击。
2009年，克莱斯勒和通用相继宣布破产，底特律已是积重难
返。今年 2 月 19 日，一个由密歇根州政府任命的专家小组
宣布底特律陷入财政危机；3月1日，州长斯奈德宣布底特律
市处于财政紧急状态，州政府委派华盛顿著名的破产律师科
文·奥尔为紧急财政管理人，希望能让病入膏肓的底特律起
死回生；今年 6 月，底特律方面曾希望能够通过债务减记的
方式来避免破产困境，但是遭到了包括一些工会和养老金委
员会在内的债权人抵制，这使得城市财政终告走投无路。

破产，似乎成了这座城市无奈之下的最好选择。

兴衰

恶性循环

越陷越深

在底特律申请破产后，底特律市
民、密歇根州政府、底特律市债权方、大
型汽车企业乃至美国政府纷纷发声，各
方态度迥然不同，表现出底特律破产这
一事件背后纷繁芜杂的利益纠葛。

对于底特律申请破产，白宫方面
表示，总统奥巴马密切掌握情势发
展。不过，这一表态更多地被当地媒
体解读为“撒手不管”。

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州长里
克·斯奈德在授权底特律紧急财政管
理人科文·奥尔向位于底特律的美国
破产法院递交破产申请后表示，“申请
破产保护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也是
惟一可行的方案”。他在破产申请的
备忘录中写道：“底特律市民需要也值
得拥有一条打破公共服务每况愈下这
个恶性循环的清晰道路；这个城市的
债权人以及很多尽忠职守的公务员理
应知道该市能作出以及将会履行哪些
承诺；为此，惟一的办法是对底特律进
行彻底重组，让它得以脱胎换骨，卸掉
那些根本还不起的债务包袱。”

底特律市民表现出一种无奈的乐

观。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居民认为，
虽然破产不是一件好事，但考虑到底
特律的危急处境，希望这会是一个出
路。“这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可能是底
特律可以开始向前发展的时刻。”

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
商对该市提交破产保护申请持乐观看
法，认为经过痛苦的金融重组后该市
会变得更强大。通用汽车在声明中表
示，“相信对底特律来说今日也可以标
志着一个干净的开端，希望各方都意
识到接下来要作的一些牺牲能够帮助
重建一个更强大的底特律，让市民获
得应有的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福特
公司表示，“这座城市面临着艰难的任
务，但我们乐观地相信，政府领导人将
成功振兴这个社区”；克莱斯勒则承诺
将继续在这个城市进行投资。

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底特律33
家工会联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克尼尔表
示，破产申请的提出旨在破坏工会，是
一次“夺权行动”。他认为，破产申请的
提出，并非为了修复城市财政，而是“州
长及其代理人妄图接管这座城市”。

美国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则称，
底特律破产保护计划是对债券持有者
的不公平对待，他们的债权应受到州法
律的保护，而在偿付资格和金额方面，
预计超过10万名债权人之间将爆发一
场激烈争斗。当地媒体认为“这一破产
案可能纠缠数月甚至数年”。

密歇根州巡回庭法官罗斯玛丽·
阿奎丽娜在破产申请提出后的一项裁
决，则让底特律破产事件蒙上了“阴谋
论”的阴影。阿奎丽娜认为，密歇根州
宪法禁止任何可能导致公共部门雇员
退休福利被减损的行为，这自然包括
了底特律市，里克·斯奈德和科文·奥
尔在明知破产保护申请会对这种福利
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提交申请是对州宪
法的违反。当地媒体也报道，最初的
法庭文件显示，紧急财务管理人将在
7月 19日提交破产申请，但是科文·奥
尔在之后修改文件，划掉了这个日期，
并手写了“7月 18日”。这使得在英格
汉姆郡开庭的罗斯玛丽·阿奎丽娜法
官准备就养老保险基金所提交的阻止
破产保护申请的动议被迫中止。

争议 利益纠葛纷繁芜杂争议 利益纠葛纷繁芜杂

未来

定损盘活

尚待时日

底特律宣布申请破产后，世界在震惊

之余纷纷挖掘其走入穷途末路的原因。一

般共识是，美国汽车业的窘境、未实现经济

结构转型及多元化、市府官员贪腐，以及种

族分歧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及恶性循

环，导致底特律市政走到了尽头。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然而，在这些

原因背后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尚未被人注

重的另一大原因——沉重的市政退休金开

支。鉴于这一问题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均有

相当的普遍性，底特律破产可能是新一波

城市危机来临前的一声惊雷。

其实，美国学术、政界、商界乃至平民

百姓，大多近年来都已看出底特律的破产

宿命，但智者如美国商界，物力财力雄厚者

如美国各级政府，加之美国的政治、经济及

用人机制等，为何无法倒转底特律下滑的

车轮？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利益集团相互

博弈、掣肘，导致底特律无奈地走到了死胡

同尽头。

底特律破产中影响最大的利益集团是

退休群体及各类工会。退休群体的特点一

是其无形，二是其手上握有选票。底特律

的任何选举投票中，日益庞大的退休及即

将退休人群的投票率最高，是所有政客都

要极力迎合的群体。而这类人的诉求非常

简单明了，就是要维护自己的退休利益。

复杂的政治博弈，形成了最后阶段底

特律市府支出的难以为继，并导致了恶性

循环。为了支付持续快速上涨的退休金，底

特律一方面削减市政服务，一方面竭力提

高税收。在 10 年削减 40％城市警力，导致

警察出警迅捷度不足全美平均值五分之

一，犯罪率奇高、新近被确定为全美凶手之

都的同时，2008 年以后 70％的城市公园被

关闭、三分之二的救护车无法启动、40％的

路灯因失修而不亮，破败的市容快速地蚕

食着这一汽车之都。另一方面，底特律的财

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居全州最高，2012 年商

业税竟能上涨一倍。如此恶劣的商业环境，

不仅无法吸引新产业，而且撵走了税收大

户、各路人才，留下的大多数是靠吃退休金

吃福利的老人和知识层次低、无钱搬迁的

人。底特律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 18％，但

权威人士称真正的失业率已接近 40％。

尽管底特律如此捉襟见肘，但当地的

退休金是不能少的。每年 40％的税收得

用来支付退休金及借贷利息，而市府无钱

可用就发行高息债券。金融机构等债主相

信州政府及白宫不会坐视底特律破产，从

而支撑着底特律长期靠借贷苟延残喘。终

于，仍不退让的工会及退休人员阶层，迫使

底特律宣布破产申请。

实际上，日益沉重的退休金及医疗保

险，已经压得相当一部分美国城市透不过

气来。如西海岸的重镇奥克兰，其海湾区

虽在加州犯罪率最高，却也因退休金拮据

而辞退了百名警察，此后，该区的凶杀和抢

劫犯罪率短时间内再飙升 25％。更让人

不安的是，如芝加哥和费城这类被认为跟

上了时代发展步伐的老城，也日益面临退

休金吃紧的问题。费城不但近期再次提升

了零售、财产及商业税，且要把 2009 年为

改善学校而增收的 1％销售税，也挪用到

支付退休金上。而芝加哥公立学校上周刚

裁员 2100 人，直接原因正是市府要突然多

支付 4 亿美元退休金，市长就此发表看法，

“退休金危机不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

其实，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小城市都已

面临不断上升的退休金重负。随着人口结

构的变化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多的

美国城市会先后陷入退休金陷阱。虽然这

些城市届时都会有自己破产的特殊原因，

但是最后致命的一击，很可能是不堪退休

金重负。因此，底特律破产案，像是美国乃

至全球一场新经济风暴的预演。

美国底特律申请破产——

城市新危机的警钟
□ 李正信

破产的美国城市

据美国媒体报道，1980 年至 2010 年的 30 年间，有

数十个美国城市提出破产申请。

1994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因政府投资

失利，造成财政损失 17 亿美元，超出了其承受能力，从

而宣告破产。

2011 年 10 月，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市向法

院申请破产。

杰斐逊
创造城市破产新纪录

2011 年 1 月，美国阿拉巴马州人口最为稠密的杰

斐逊县，向美国破产法院提交破产申请。杰斐逊县的

破产规模超过了 40 亿美元，创造了当时城市破产的新

纪录，在全美引起震动。

杰斐逊县人口超过 65.8 万，然而不当的融资操作，

以及在下水管道网络改造方面的投资无度，将该县逼

入破产死胡同。

斯托克顿
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破产

2012 年，加州斯托克顿市、猛犸湖市、圣贝纳迪诺

市三个城市在短短三个月内相继申请破产。其中，斯

托克顿市是当时美国所有破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负

债额约为 7亿美元。

斯托克顿市因与硅谷相邻，兴起的房地产市场曾

让这座城市欣欣向荣。但当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使当地市政府失去可观的房地产税

收。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劳动力成本高，退休

金丰厚，医疗开支多，这使得斯托克顿市难以承受债务

负担。

圣贝纳迪诺
麦当劳诞生地负债累累

2012 年 8 月 1 日，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申请破产保

护，圣贝纳迪诺市是全球餐饮巨头麦当劳的诞生地，但

如今这个城市却负债累累。

圣贝纳迪诺市 2013 年的财政缺口为 4500 万美

元。受金融危机影响，圣贝纳迪诺市的收入来源减少，

特别是房屋和房地产的财产税。此外，该市的退休基

金拨款较高，占市政预算的 15%，庞大的养老金支出使

市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同时，美国一些大城市的债务危机也在逼近。除

底特律外，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美国大城市

的财政赤字规模也都达到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有资

深分析师发出警告说，由于无法偿还巨额债务，超过

100座美国城市可能会破产。 （连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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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媒体 7 月 18 日报道，素有“汽车之城”美誉的底特律市负债超过 180 亿美元，已正式申请破产保护，成为

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图为美国底特律市景。 新华社发

从 底 特 律 看 城 市 危 机 与 转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