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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法律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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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隐性债务及其形成的风险

险与道德风险等多重风险。 ２．地方新增隐性债务引

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是具体、可见的。 第一，

地方发债制度修改后，地方实际上是在背负巨

经济风险。 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存在转换为系统性地

额存量债务的基础上合法发债，不过关于存量债务

方金融风险的可能。 第二，政治风险。 地方隐性债

的范围、数量等都没有明确的官方统计数据，并且这

务是在有预算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脱离预算控制

些债务有多少被转换为合法债务也不清楚。 那些未

而产生的，极易演变为地方政府或有隐性负债， 另

转化的地方存量债务则成为地方隐性债务，其相应

外，地方隐性债务存在明显的廉政风险，且进一步加

的风险也进一步传导下来。 除了存量债务外，地方

剧了预算软约束的政治道德风险。 而地方公然违反

在合法发债之后还通过各种途径形成大量其他债

法律更是对国家法治秩序的冲击。 第三，社会风险。

务，且这些地方债务都游离于预算控制之外，本文以

地方新增隐性债务中的担保等政企不分行为极易引

２０１５ 年《 预算法》 修改为界，将之后的这些地方隐性
债务称为地方新增隐性债务。 因为之前地方也存在

这类债务，只是作为存量债务整体为地方所继受，所
以不存在是显性还是隐性问题，但在《 预算法》 修改

发群体性事件，增加地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并严重
侵蚀政府的公信力。

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制度成因

后其隐性特点才得以充分体现。 这些地方新增隐性

地方发债合法化为什么非但没有解决地方债务

债务不但地方在实际履行，而且中央也对其存在问

问题，反而积聚形成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对此，首要

题的严重性予以承认。 在中央的文件、财政部的统

的是分析其制度成因，这需要对地方发债制度本身

计口径和审计署的审计中都默认存在地方隐性债务
的门类，这更强化了地方隐性债务的规范性存在事

进行检讨。 １．地方发债制度设计的异化为地方发债
埋下制度隐患。 地方发债制度在具体的设计过程

实。 针对地方新增隐性债务问题，中央与地方一直

中，受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 出现了明显的制度变

在进行法律治理。 但是，在中央政策高压下地方普

异。 具体表现为：第一，存量债务影响地方发债的制

遍没有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的要求进行整改，地方

度设计。 第二，地方发债的相关制度规定模糊，影响

的违规举债形式越来越隐蔽、复杂。 地方新增隐性

地方债务的认定。 第三，地方财权与事权难以确定，

债务问题依然突出。

发债难以制度化。 第四，存在监督与制约的制度难

地方新旧隐性债务叠加积聚成为地方隐性债务

风险。 １．地方既有存量债务问题久拖不决本身就是
一种巨大的风险。 地方既有存量债务是典型的“ 灰
犀牛” ，风险实际上已经形成并不断迫近。 在地方
发债合法化后地方债务问题几乎为地方政府所忽
略，但实际上地方政府继受了这些债务，这加大了地

题。 除了预算软约束外，财政支出几乎没有任何外
在制度上的监督与制约。 尽管地方发债制度设计的
初衷是好的，但制度在具体设计中的异化致使实际
设计出的制度脱离基本制度逻辑，这为地方发债制
度的运行埋下了隐患。 ２．地方发债制度运行的复杂
性使得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积聚。 第一，地方发债制

方债务风险的不确定性。 既有的那些未被转换的地

度空转。 地方发债制度的设计以首次发债为模型，

方债务成为地方隐性债务，地方政府依旧负有偿还

忽视了地方既有债务的风险约束。 这造成地方在既

责任，这些债务未通过法定程序且不受预算控制，因

有的债务高位风险下进行发债，地方发债制度在一

而几乎没有规制，导致风险被掩盖并进一步积聚蔓

定意义上名存实亡。 为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形成埋

延。 地方既有存量债务明显存在市场风险、社会风

下了隐患。 第二，地方发债权力配置不清影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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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债权力的运行。 受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财权

险控制，如果地方未妥善处置既有债务，就不能公开

与事权配置的影响，地方财权与财力明显不相一致，

发债。 第二，完善地方发债程序。 要本着程序正义

出现了有钱无责、有权无责现象。 面对事责压力与

的原则，注重公民和地方参与，建构让公民和地方自

预算约束，地方只能违规举债。 第三，地方发债行为

主决定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置以及地方增量债务的发

的复杂性。 地方发债行为难以被认定为仅仅是公益

行等程序，并对地方发债行为进行监督。 第三，实现

性支出行为。 地方经营性行为的逐利倾向明显且政

地方发债权责清单制度化，把地方融资权力关进制

企不分，进而国企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鲜明的剪不

度的笼子里。 根据地方事权的特点，对于执行性事

断理还乱的关系。 第四，地方债务的监督与制约缺

权采取正面权力清单制度，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

位。 地方财政支出几乎没有任何监督与制约，既缺

止的原则；对于地方新生、突发性事权，发债实行负

乏纵向的监督，也缺乏横向的人大监督和投资者监

面清单管理制度，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的原则。

督。 并且，地方债务面临着监管难题。 ３． 地方发债

强化权责关系，健全责任追究机制。 第四，强化监督

制度据以推行的制度前提尚处在建构过程中致使地

与制约的相关制度。 首先，通过政府预算管理制度

方隐性债务风险加剧。 地方发债制度能够顺利推行

改革，强化预算监督，建立透明政府。 其次，基于集

需要以下制度前提的支撑：地方财政具备公共财政

中统一和预算监督的原则重新配置对地方发债权力

的基本特征；财税体制对地方发债产生正向影响；转

的监督。 对发债应实行整体性监督。 最后，在监督

移支付等财政配套措施能够实行；债券市场运行有

之外还要建立监督后的纠正机制。 第五，中央与地

序；存量债务风险已经得到控制；中央与地方权责关

方财权与事权配置法治化。 首先，中央与地方财权

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法定化。

与事权的配置要以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为目标。

但审视这些地方发债制度的前提后可以发现，几乎

其次，严格控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行为，控制政府的

所有的制度前提都处在形成过程中。 第一，既有的

逐利倾向。 最后，关于地方间的财权配置，要完善省

财税体制对地方发债权力配置的影响大。 要把地方

级以下地方发债的权力配置，建立权责一致的地方

隐性债务问题置于既有的财税体制的结构内予以分
析。 第二，在单位财政而非公共财政下，地方逐利倾

发债制度。 ２．规范地方发债行为。 要通过法治化保
障地方发债制度得以推行。 第一，地方发债权力运

向明显，且地方财政透明度不高，在转型过程中，地

行法治化。 第二，实行地方政府债务约束机制。 第

方财政约束明显不足，地方财政运行过程过于随意。

三，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 进一步完善转移

第三，背景制度难以支撑地方发债制度的运行。 在
地方存量债务风险并未得到有效防控的情况下，地
方债券市场并不规范、 透明， 风险转移功能难以发

支 付 等 制 度， 使 地 方 财 权 与 财 力 尽 可 能 相 一 致。

３．完善背景制度以夯实地方发债的制度前提。 在风
险防控的制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到地方发债制度

挥。 第四，政府与市场、企业间边界不清，企业债务

的逻辑前提，通过完善相关背景制度以夯实制度推

市场化程度较低，政企不分明显。

行的前提基础。 第一，进一步改革财税体制，建立基

综上，在地方发债的制度前提没有得到夯实的

于税收法定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使人民主要基于

情况下，地方债券市场不成熟，债券、银行、信托多头

税而非费建立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 建立地方政

监管且中间存在明显的权力真空，致使对地方债券

府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

市场的监管不到位，这些都导致地方隐性债务愈加

根本出路。 第二，进一步推进地方债券市场的法治

严重，并积聚了大量的金融风险。 另外，市场机制不

化。 遵循市场一般规律，通过制度确立地方债券市

健全，非法的地方隐性债务得到市场认可，存在明显

场秩序，实行投资者风险自负、市场优胜劣汰，促进

的市场风险。 两者相结合，致使地方隐性债务风险

地方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三，夯实负面清单制度

进一步加剧。

得以成立的基础，使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法定化，使

三、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分层次制度化防控

其具有相对确定的边界。 ４．提升地方防范化解风险
的能力。 要从根本上防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在完

针对地方存量债务与地方新增隐性债务风险，

善地方发债的相关制度之外还要通过地方治理法治

应该在法律制度上分层次加以防控。 既要在明晰预

化提升地方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 第一，中央与地

算约束下地方发债逻辑的基础上完善地方发债制

方间的防范化解风险责任机制要法治化。 第二，地

度，也要进一步规范地方发债制度的实际运行，并强

方事务要真正实现第三方参与，通过地方治理而非

化地方发债的背景制度保障，进而对地方隐性债务

只依赖政府管理来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 第三，

风险实行一体化法律防控。 １．完善地方发债的相关
制度。 第一，完善地方发债前置程序，通过法治化处
置地方存量债务问题。 实行严格的地方存量债务风

６６
ＣＵＡＡ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７ 卷 总第 ２１４ 期

通过法治化以确保地方防范化解风险的权力得以规
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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