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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部

署2018年工作时强调，支持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重点是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

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投资

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

变相举债。与此同时，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仍将

保持一定力度，以便更有力地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地方债：限额有望增加 违规问责到底
——关注2018财政金融新趋势之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2018年，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
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仍将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同时“严管地方债务”也将成为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任务。

“债务置换”进入尾声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新预算法规定
的地方政府举债唯一合法形式。2017年
12月底，年度的地方债发行顺利“收官”。

据国内评级 机 构 中 债 资 信 统 计 ，
2017年全国共发行债券1134只，发行规
模共计 43580.94 亿元。其中，一般债
23619.35 亿元，专项债 19961.59 亿元；
置换债 27654.37 亿元，新增债 15926.57
亿元。

2017年12月份，深圳市成功发行轨
道交通专项债，这是该市在 2015 年 1 月
1日新预算法实施以来首次发债。“至此，
全国31个省级政府和5个计划单列市政
府均发行了地方政府债券，地方债发行
实现可发债主体全覆盖。”中债资信公用
事业一部技术总监吴冬雯说。

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得到了有效执行。财政部近日发布
的 2017 年 11 月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显
示，截至 11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165944亿元，当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为 188174.3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并
且还留有一定差额。

据中债资信统计，2017 年新增债券
实际发行规模为 15926.57 亿元，小于年
初确定的新发债额度373.73亿元。“地方
没有把中央下达额度用完，反映出地方举
债做到了量力而行，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严格控制在限额之内。”上海财经大学公
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说。

根据部署，清理甄别认定截至 2014
年末各地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
务，用 3 年左右时间置换成地方政府债
券。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全国地方累

计发行置换债券 10.5 万亿元，大大降低
了地方政府利息支出。

“‘三年置换期’已经接近尾声，一
些地方政府已提前完成置换工作。”中
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赵全厚表示，在存量债务置换完成之
后，地方政府债券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
唯一形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18 年工
作时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仍将保
持一定力度，以便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郑春荣说。

严格管控隐性债务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地
方政府债务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成为焦
点问题。

2017年12月底，财政部接连两次通
报了贵州、江苏、江西、四川等四个省份
处理部分地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有关情
况，相关责任人受到行政撤职、行政降
级、行政记大过等处分。

实际上，2017 年财政部已多次作出
此类通报。“组织核查部分市县、金融机构
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发函至 10个省
级政府和银监会、商务部等部门建议依法
问责。”2017年12月23日，《财政部关于
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
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作上述表示。

在完善监管政策方面，2017 年财政
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 6 部门印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
通知》，印发《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
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
严禁借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
举债。

毫无疑问，“严管地方债务”成为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内
容。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部署 2018 年

工作时强调，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攻坚战，重点是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及
变相举债等行为。

“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形成
的隐性债务增幅较快，需要进一步重视
风险积聚，2018 年应重点管制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问题。”赵全厚表示。

郑春荣认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数
量较多，规范转型的任务很重，仍然需要
保持强有力的高压态势，防止融资平台
卷土重来。

“进一步把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
仅要进一步强化债务管理和违规融资问
责，而且要从体制机制上着手解决内在
性问题。”赵全厚认为，需要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完善政绩考核、深化政府投融资
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等，逐步形成合力，
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多措并举拓宽“前门”

在严厉遏制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
的同时，为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开
好规范举债的“前门”也十分重要。

2015 年以来，地方政府新发债额度
逐年增长，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4500
亿元至1.63万亿元。《财政部关于坚决制
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
增量情况的报告》表示，“适度增加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重点用
于支持异地扶贫搬迁、深度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等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适
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支持有一
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

推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改革、打造中
国版的“市政收益债券”，是2017年地方债
管理的一条重要举措。在严格执行法定限
额管理的基础上，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印
发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管理
办法，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专项债券品种，开好规范举债的“前门”。

深圳市在 12 月成功发行轨道交通
专项债券，是全国首例项目融资与收益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品种。

“此次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始终坚持法治
化、市场化发展方向，为全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改革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财政
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债资信预计，2018 年项目收益类
专项债发行主体数量将有所增加，且以
其他基金收入作为还款来源的专项债券
也将陆续推出。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市场化水平，是改
革的一个重要导向。“应强化债券市场建
设，提高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与信息
披露力度，让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更多地参
与监督，让债券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有效地
反映不同信用主体的信用差异，使债券风
险与收益有效匹配。”郑春荣说。

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但个别地方政府继续通过融资平台

公司、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风险仍

不容忽视。在地方债置换告一段落后，

应加大对地方隐性债务的规范和疏导。

一要从源头遏制不良政绩观冲动，

加大财政约束力度，有效抑制地方不具

备还款能力的项目建设。有关部门要

从严审核把关，严禁建设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以及脱离当地财力的项目。二

要管控好新增项目融资的金融“闸

门”。金融机构要尽职履责、严格把关，

对没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作为还款来

源或没有合法合规抵质押物的项目，不

得提供融资。要严格按商业化原则提供

融资，即使是政府背景项目，也不能特殊

化，做到谁放贷谁负责。三要坚持中央

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打

消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认为债务会有中

央政府“买单”的“幻觉”。加快建立市场

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依法实

现债权人、债务人共担风险，及时有效防

止违约风险扩散蔓延。

此外，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

审慎处置债务风险，继续整改违法担

保，纠正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

服务中的隐性担保、明股实债等不规范

行为，鼓励地方政府合法合规增信，防

范存量债务资金链断裂风险。

打消中央政府“兜底买单”幻觉
梁 睿

首家市场化个人征信机构即将面世。但是，人们关
心的是个人征信机构作为掌握大量个人信用信息的机
构，涉及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如果由一家市场化的机构来
采集，个人信息会不会有被滥用、被泄露的风险？

“对此，大家不用过度担心。”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周汉华表示，从构成看，百行征信由芝麻信用、腾
讯征信、前海征信、考拉征信、鹏元征信、中诚信征信、中
智诚征信、华道征信等 8 家市场机构与市场自律组织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共同发起组建，其中互联网金
融协会持股 36%，是其最大的股东。多家机构共同发起
有利于其保持独立性，对信息主体作出客观公正的评
价。周汉华认为，各界期盼已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
经“箭在弦上”，未来也将进一步起到规范机构行为、保护
个人隐私信息安全的作用。

从信息来源看，百行征信的个人信用信息以个人负
债信息为主，与负债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为辅。信息来
源主要是网络小贷公司、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和消费
金融公司等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掌握的个人负债信息，
以及其他市场主体掌握的个人负债信息等。

在获得央行批准后，据百行征信相关人士介绍，百行
征信未来将严格按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征信业管理条
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个人信息保护
制度，制定业务制度、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和数据标准，确
保信息的准确客观记录和合法合规使用，提高个人征信
业务透明度，合法合规地采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据百行征信相关人士介绍，百行征信将以“最低、适
用”原则采集个人信用信息，这意味着只采集个人借贷数
据以及个人身份识别信息等支持类信息。对于信息的用
途，未来也将会有明确的规定，百行征信采集的个人信用
信息主要应用于借贷等经济交易场景，禁止将个人信用
信息用于社交、婚恋等与借贷活动无关的场景。未来在
采集信息时，百行征信不仅要获得个人授权，且特定用途
特定授权，禁止一次授权反复使用、无限使用。同时，将
严格履行保密业务，诚实守信，确保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据悉，未来百行征信的个人不良信用信息也将 5 年“更
新”一次。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
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本报北京1月8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国际评级机
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今日表示，2018 年 53 家受评中
国国有企业中大部分国企的杠杆水平将较 2016年有所
下降。

穆迪高级副总裁胡凯表示：杠杆水平的改善源自国
企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增长以及债务增
速放缓。“我们测算2018年53家受评国企的合并平均债
务/EBITDA 比率将从 2015 年的 5.7 倍和 2016 年的 5.5
倍降至5.4倍。”

穆迪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改革措施为杠杆水平的
持续回落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相关政府改革举措包
括旨在提高经营效率并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国企改革，
以及旨在削减中国企业杠杆水平和成本，并去除某些行
业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述改革计划有望令
EBITDA实现增长，同时抑制债务增长。

对于大宗商品行业国企而言，穆迪表示过去两年大
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对金属与采矿业、油气行业以及农业
和食品行业国企的 EBITDA 有一定推升作用。虽然穆
迪对 2018 年大宗商品价格预测略低于 2017 年平均水
平，但国企成本节约、资本支出削减等措施以及执行更为
保守的财务政策使其在2018年能够继续实现降杠杆。

防止过度采集、不当加工和非法倒卖——

百行征信为个人信息加“锁”
本报记者 陈果静

穆迪：

今年受评国企杠杆率小幅下降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212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36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核建大
厦六层C601-C636、二层C221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7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L0143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37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1月16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1 号院 3 号楼
第十九、二十层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8日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直门
支行
机构编码：B0307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8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9号商业南一层
RB1J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2日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嘉里中心支
行
机构编码：B0269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7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4月01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 号嘉里中心写
字楼南楼1829-1830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4日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269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6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5月1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 号嘉里中心写
字楼南楼1816-1828单元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4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台支行
大红门分理处
机构编码：B0227U2110001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5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里19号院2号
楼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5日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坝支行
机构编码：B0227S21100022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35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1月30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二条龙禹安达加油
站北50米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6日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
机构编码：B0140S21100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5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7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0号大厦B座
一层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1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户路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39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4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骏景园中区 10 号楼 4-
106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8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社区支
行
机构编码：B0013S21100006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38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6号院乙6号楼
22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8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林萃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10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52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9号院5号楼1层
0112号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7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大嘉园
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98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53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交通大学路一号院交大
嘉园三号楼底商120-1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7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锋创科技
园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1100009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54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三街18
号院2号楼107室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7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南大街社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1100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2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6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 1 号 2 幢东向西
第3间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1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怀柔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21100012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3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2月06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南大街3号一层、二层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1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团结湖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1100001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4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8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 26号楼 1
层101、102、103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08日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机构编码：B0264S2110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211
批准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7日
住所：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8号2层216等5
套
发证日期：2017年10月24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核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