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及经济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段艺璇

摘要：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我国近几年宏观经济的“灰犀牛”，举债主体主
要为融资平台和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融资平台作为这部分的责任主体已
经得到相关部门治理，而非融资平台是一个更具隐蔽性和持久性地方政府隐性或
有债务的来源。本文以源于非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为研究对象，从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概念界定、度量、积累机制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梳理
相关的文献。首先，在概念界定的文献基础上，对比分析目前常用的债务度量方
法选择这部分债务适用的方法；其次，根据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文献分析地
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积累机制；再次，梳理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的
文献，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研究提供参考和对比分析资料。最后，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提炼和总结以地方国企负债来源为视角的地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主要研究问题。
关键词：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国有企业负债 国有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同群效应
目 录
一、引言 .................................................................................................................................................. 2
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概念界定及来源梳理 ...................................................................................... 4
（一）政府债务分类和定义 .......................................................................................................... 5
（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 7
1.西方国家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 7
2.我国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 8
三、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指标文献梳理 ........................................................................................ 10
（一）源于银行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 ........................................................................ 10
（二）源于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 ........................................................ 11
四、地方国企负债来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 ............................................................. 13
（一）银行“信贷歧视” ............................................................................................................ 13
1.“信贷歧视”产生原因 ......................................................................................................... 14
2.“信贷歧视”的影响 ............................................................................................................. 15
（二）国企预算软约束 ................................................................................................................ 15
1.预算软约束形成原因 ........................................................................................................ 16
2.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 16
（三）企业同群效应 .................................................................................................................... 17
五、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 ............................................................. 20
（一）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20
（二）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22
1.国有企业微观效率层面的经济影响 ................................................................................. 22
2.国有企业宏观效率层面的经济影响 ................................................................................. 24
六、结语 ................................................................................................................................................ 25
参考文献： ............................................................................................................................................ 27
1

一、引言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指在相关法律和合同规定外，政府出于自身的公共职责
和防范公共风险需要而不得不承担的债务，并且债务的实际偿付支出取决于某些
特定事件的发生与否（Hana，1999；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刘尚希，2003）。
政府债务从政府层级角度可以划分为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政府债务，1994 年分
税制改革形成了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在该体制下，财权上移和事权下移造
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失衡。与此同时，我国 1996 年《预算法》限制了地方
政府通过债务渠道获取外部融资资金的能力，在严重的收支矛盾压力下，地方政
府具有通过隐性债务渠道获取外部资金支持的强烈动机。地方政府获得外部支持
的方法按照是否直接获得或的资金划分为两类，一是地方政府成立数量众多的融
资平台公司代替政府进行债务融资，二是地方政府利用地方国有企业1实际控制
人的身份干预企业行为，使企业承担部分政策性负担，减轻政府的压力。不论采
取哪种方式，地方政府的行为都会形成当地政府的潜在债务压力，并且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扩张性政策刺激下，地方政府的潜在债务压力大幅增加。此外，
债务风险大小不仅取决于债务规模，还取决于债务偿还能力，如果债务规模增加
的同时偿债能力也随之增加，债务按期偿还不存在问题，则债务风险较小（刘尚
希，1996）。地方政府偿债资金主要为政府财政资金，分税制改革无疑降低了地
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根据债务压力和偿债能力，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风险更
大。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和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基于政府层级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进一步分类，并未改变债务的定义、性质和特征，因此中央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本文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刘尚希（2018）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划分为三类：一是建设性债务，
例如投融资平台债务、棚改债务、政府购买服务债务、PPP 项目债务、地方国有
企业债务、金融扶贫项目等；二是消费性债务，主要为养老金缺口；三是地方政
策性融资担保的债务，过桥贷、银政担等。基于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大兴基
建的现实背景，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以建设性债务为主，审计署 2013 年的地
方政府债务统计数据显示，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或有负债中占比分别
为 41.33%和 28.26%，二者占比之和超过 70%，是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主要
举债主体。得益于中央政府相继出台的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政策文件，
融资平台等机构作为滋生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主要责任单位，已经得到了相
关监管部门和学术界的重视和治理，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形成地方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更隐蔽和持久的来源还未得到学术界和有关监管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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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地方国有企业指非融资平台类的地方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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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va et al.（2016）构建的政府或有负债数据集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在 1996 年和
2003 年形成的政府偿付支出占当年 GDP 的比值分别为 0.3%和 0.1%，国有企业违
约形成了较高的财政成本，是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重要来源。基于此背景，研究
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等特征，未显性化时容易被
政府忽视，一旦显性化会对政府财政和宏观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因此许多学者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研究重点在于债务的显性化条件和显性化带来的风险。但是，
隐性或有负债显性化属于极端的风险事件，隐性或有负债更多的状态为未显性化
状态。在未显性化时，未被重视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不断积累以及对宏观经济产
生影响，潜移默化的决定显性化是否发生以及显性化形成的冲击，这是非极端事
件发生情况下研究的重点且与债务显性化密切相关。对显性化前的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其对宏观经济形成的负面影响，也有利于制止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显性化的发生，或者降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显性化形成的风险。
学者们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展开了研究。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定性研究集中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定义、特征和来源等，本文通过
梳理相关文献界定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概念；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实证研究内容
包括衡量指标构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对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融资平台等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除此之外，
我国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还包括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但目前的研
究文献中对此关注较少。为了补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范围，本文通过梳理
与非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相关的文献，为研究这
部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提供研究思路。
本文以来源于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的概念界定、度量、积累机制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四方面梳理相关的
文献。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概念界定包括政府债务的分类、定义和特征以及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通过文献梳理，本文选择了源于非融资平台的地方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作为研究对象。就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的研究，西方学者
的研究以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形成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为主，我国学者主要
构建了源于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本文通过对这两类衡量
方法的梳理和对比，选择了适合源于非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衡量
指标。就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的研究，作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国
有企业的负债行为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积累产生显著影响，企业负债行为包括
债务规模，企业效率和企业负债行为的同群效应等方面。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
言，由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债务的双重特征，所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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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需要结合政府债务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
对比分析，发现与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的联系与区别。图 1 说明了本
文进行文献梳理的框架结构。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分类、定义和来源
的文献；第三节综述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指标的构建方法；第四节从银行信贷
行为、国有企业负债行为、国有企业同群效应等角度梳理国有企业行为对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的影响；第五节梳理国有企业和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两方面的文献，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参考；第六节总结全
文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政府债务的分类和定义

概念界定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

国有企业融资与效率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经济影响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

国有企业同群效应

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

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

图 1 文献综述框架

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概念界定及来源梳理
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基于政府层级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进一步分类，
并未改变债务的定义和性质，因此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分类和定义也适用于地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特征也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特征相
同。所以，本节首先对中央政府层级的政府债务分类、定义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特征等文献进行梳理，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概念界定提供参考。
虽然 Hana 在 1999 年就在“财政风险矩阵”中提出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概
念，但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问题才再次成为学
者们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基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概念和特征研究了政府隐性或
有负债的来源，寻找形成隐性债务压力的特殊事件。IMF 在《Contingent Liabilities:
Issue and Practice》中认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包括政府对市场机构的救助支
出，政府对自然灾害的救济支出，政府清理环境污染造成的支出等。政府隐性或

4

有负债来源众多，不同国家面临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风险的主要来源不同，学者
们分别根据各个国家现实，选择不同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进行研究，其中部
分学者探究了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部分学者探究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
债来源。西方国家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的研究以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为主，
来源主要包括“大而不倒”的大型金融机构和高社会福利；我国目前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来源的研究以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主要包括融资平台和 PPP 项
目。基于此，本节分别梳理了西方国家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研究和我国
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一）政府债务分类和定义
Hana(1999)首次提出“财政风险矩阵”的概念，按照政府债务的显性/隐性维
度和或有/确定维度将政府债务划分为四类，刘尚希等（2003）也对我国政府债
务分类作出类似的初步分析，将政府债务划分为四个类型。根据政府债务分类文
献，政府债务可以划分为如表 1 所示的四种类型，分别为显性直接债务、隐性直
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和隐性或有债务，各类债务具有不同的特征和风险。从显
性/隐性维度而言，显性债务是由法律或合约认定的债务，隐性债务是社会预期
或政府责任形成的债务，显性债务的偿还责任具有法律约束力，隐性债务是政府
的道义责任，隐性债务具有隐蔽性；从直接/或有维度而言，直接债务的债务规
模、偿还时间等都是确定的，或有负债的债务规模、偿还时间都由某些特定事件
发生与否而决定，或有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表 1 财政风险矩阵
政府债务

直接债务（确定性债
务）

或有债务
由法律或合约认定的政

由法律或合约认定的政 府债务，但是政府形成政
显性债务

府债务，并且政府承担的 府债务偿付支出取决某
债务规模、支出时间等是 些特定事件发生与否，因
确定的

此政府债务规模、支出时
间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社会对政府的预期或者 社会对政府的预期或政
隐性债务

政府的社会责任所形成 府的社会责任所形成的
的政府债务，但是政府债 政府债务，并且政府是否
务的规模、支出时间等是 实际发生债务偿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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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

取决于某些特定事件的
发生与否，因此政府债务
规模、支出时间等都具有
不确定性。

综合上述政府债务分类和定义，本文中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指政府出于道
义或者社会预期而承担的潜在债务压力，并且债务压力是否显性化为真实政府债
务支出、支出发生的时间和规模都取决于特定事件是否发生。从定义来看，政府
隐性或有负债具有隐性和或有的双重性质，虽然目前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研究较
少，对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研究可以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研究提供参考。
对于隐性债务，学者们和监管部门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Merton
和 Bodie（1992）认为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救助面临“权力悖论”问题，虽
然市场规则要求政府减少对市场机构的干预，但是政府的强大权力使市场中各主
体都认为政府会救助陷入危机的机构，如果政府在危机后提供救助，则形成了政
府对机构的事前担保，“权力悖论”形成了政府潜在债务支出压力。Reinhart 和
Rogoff(2011)认为政府隐性债务是政府出于责任或道义而承担的部分，并不是由
法律和合约而规定的，赵全厚（2018）认为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原因还包括政府
与市场机构的合谋。基于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政府承担隐性债务既是政府的主动
行为选择，也是政府不得不承担的被动压力。监管部门也通过政策法规确定了政
府隐性债务边界，2015 年新《预算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举借管理方式和范
围，而政府隐性债务是在《预算法》之外的不属于法律意义的政府债务。
对于或有债务，从会计角度来看，或有负债指资产负债表外的债务支出义务，
从统计角度来看，IMF2认为除了政府提供担保外，或有负债还包括社会保险方案
的累积责任净现值，将提供给政府雇员或政府提供给所有居民的养老金福利也定
义为或有政府债务。Cebotari(2008)认为或有负债指债务偿付的时间和规模都取
决于某种不确定因素，而无法由政府控制的债务，我国学者秦海林（2010）也认
为政府或有负债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承担偿还责任的负债，但在特定情况没有发
生时，债务没有纳入政府预算。
综合学者对政府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研究，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如下特
征：一是这类债务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债务的发生时间、发生规模和危害等都取
决于特定事件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刘尚希，2003；汪莉和陈诗一，2015），
造成了债务的识别和度量困难（郑洁和昝志涛，2019）。二是或有负债具有一定
时效性。政府或有负债的发生时间、发生规模和危害等取决于特定事件，如果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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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件发生了变化，政府承担的责任可能随之发生变化（马恩涛，2012）。三是
政府或有负债与道德风险密切相关。政府或有负债的来源包括国有企业、大型金
融机构等市场机构，市场机构的道德风险是形成政府或有负债的重要原因（扈文
秀和张欣星，2016）。四是政府承担或有负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公共主体所
承担的化解公共风险责任，当市场机构发生的风险可能使公众信心缺失，甚至引
发社会风险时，为了避免一系列负面影响，地方政府承担隐性或有负债干预市场
是一种最优选择。

（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1.西方国家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欧债危机爆发后，很多学者认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是国家高社会福利所造成
的，其中养老金问题是西方国家高社会福利中的主要问题，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
高额的养老金福利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也增加（Ono and Uchida，2018.；
Ono and Uchida，2016；Kamiguchi and Tamai，2019；刘学良，2014；黄晓薇等，
2015），杜萌和马宇（2015），马宇和王群利（2015）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老
龄化趋势是政府债务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然而邢天才等（2015）发现人口老龄
化对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存在“阈值”，当人口老龄化程度小于阈值时，老龄化
程度对主权债务违约不存在显著影响，当老龄化程度大于阈值时，老龄化程度增
加会显著提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此外，除了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与政府主权债务
违约风险的关系研究外，部分学者研究了养老福利形成的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和
显性化问题，郭永斌（2012）通过人口估计模型和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估计模型计
算了我国未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规模，并分析了这部分债务的可持续性；梁君
林等（2010）结合我国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度向基金制度转轨的特征对养老保险
隐性债务的显性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欧债危机引发了学者们对高社会福利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的关注，
而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则引发了学者们对源于“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的关注。Laeven and Valencia（2008）通过对近 40 次危机事件的研究
发现政府对金融体系救助所形成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重为 13%，个别事件
中占比甚至会高达 55%。2008 年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也
形成了巨大的财政成本，因此，“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也是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的重要来源。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的金融救助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Jin and Zeng，2014；Kiley and Sim，2014）。Hono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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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Klingebiel(2003)利用跨国经济数据研究了政府化解银行危机的政策措施是
否会影响银行危机形成的政府财政成本，研究发现政府采用的适应性政策会显著
增加政府财政成本；Amaglobeli et al.（2015）使用跨国数据分别计算了银行危机
和政府干预造成的政府直接财政成本和总成本，研究结果显示，银行系统依赖外
部融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较高并且政府对银行债务存在担保时，银行风险形
成的政府直接财政成本和总成本较高，此外文章还发现短期政府干预可以降低政
府财政成本，肯定了短期政府干预的作用。此外，Elgin and Uras（2013）还研究
了非正式金融部门与政府债务压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非正式金融部门规模越
大，政府债务增长越多。
虽然政府的金融救助行为形成了较高的财政成本，但也有学者肯定了金融救
助存在的合理性。Schoenmaker and Siegmann（2014）利用欧洲 30 家大型银行的
历史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类似于“秃鹫投资”，虽然形成了政
府财政压力，但却有助于维持金融稳定，Acharya et al.（2014）也认为虽然政府
的金融救助行为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但是却可以发挥稳定金融部门发挥功能的
作用。

2.我国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
高社会福利和金融救助是学者们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时普遍关注的政府
隐性或有负债主要来源，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同使我国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还存在其他来源。学者们对我国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研究目前
集中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 PPP 项目。
在我国分税制改革和 1996 年《预算法》的限制下，各级政府设立各级政府
融资平台代替政府进行债务融资。融资平台的债务名义上为平台的企业债务，但
由于地方政府是资金的实际使用者，从“实质重于形式”角度而言，融资平台债
务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是我国特有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Bai et al.，2016；
潘理权等，2019；马恩涛，2019）。扈文秀和张欣星（2016）认为地方政府或有
债务风险实际上是融资平台公司违约风险，作者通过构建改进的 KMV 模型测度融
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阮佩婷（2013）、刘娅等（2014）、蔡冬冬（2017）
研究发现我国融资平台对当地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并且平台盈利能力较低存在债
务违约风险，形成平台债务转化为当地政府债务的隐患。朱云霄（2018）发现政
府为融资平台提供的隐性担保增加了融资平台的经营风险，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
结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形成的隐性或有负债可能形成恶性
循环。刘骅和卢亚娟（2014）基于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指标构建了债务风险预警
体系，综合运用因子分析、K-均值聚类算法以及 BP 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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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预警模型。
除融资平台外，学者们开始关注近些年大力推行的 PPP 项目形成的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PPP 模式是一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以降低政府债务压力，该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原因在于既可
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又不会造成政府债务压力，甚至可以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Zimmermann and Eber，2014），但 Guasch(2004)，姚东旻等（2019）却发现 PPP
项目可能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的增加。Corbacho and Schwartz（2008），吉富星（2015）
发现 PPP 模式被过度使用会造成政府隐性财政风险，廖振中等（2018）研究发现
虽然 PPP 模式减轻了政府当期的债务负担，但从“财富代际转移”角度而言，可
能会增加政府未来的财政压力。PPP 模式的提出目的是为了引入社会资本而降低
政府财政压力，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发现 PPP 模式可能形成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
力，因此学者们对 PPP 项目形成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目前
研究中认为的原因包括政府为 PPP 项目提供的担保（Kayhan and Jenkins，2016）、
政府作为 PPP 项目的委托责任人而不可避免需要承担的支出压力（Leruth，2012；
王守清和刘婷，2014；邢会强，2015）、PPP 项目运行不规范等（Jin and Rial，2016；
傅志华等，2017；吴中兵，2018）。此外，Sfakianakis and Laar(2012)，Permana
and Kong(2018)和谭艳艳等（2019）等学者还提出了一些衡量 PPP 项目形成的政
府债务负担的方法。
目前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研究中，西方国家主要从中央政府层级角度认为
高社会福利、金融救助等是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
差异使西方国家中形成中央政府层级的隐性或有负债的因素也可能是我国地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西方国家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研究可以为我国地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研究提供参考。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
债来源以融资平台和 PPP 项目为主，然而，根据隐性债务认定的“实质重于形式”
和“穿透”原则（吉富星，2018），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也是我国地方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重要来源，审计署 2013 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统计结果也显示融
资平台和非融资平台类国有企业都是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非融资平台
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更加隐蔽（Bennett and Dilorenzo，1983；马万里，
2019）。为了完善对地方政府隐性或有债务的认知，更全面的梳理地方政府债务
的潜在风险，需要加强对源于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
债的研究，所以未来研究选择以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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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指标文献梳理
在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研究中，债务度量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地方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是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基础，所以本节梳理了与地方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度量相关的文献。由于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与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只是所属的政府层级存在差异，债务性质和特征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不论是中
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文献，还是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文献，都具有
借鉴意义。
本文研究重点是源于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一方面，非融资平台属于市场经营机构，并且在当地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
与西方国家“大而不倒”的大型金融机构类似，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形成的中央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方法可以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度量提供参考；另一方面，
非融资平台和融资平台都属于地方国有企业，虽然目前许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度
量了源于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但是由于融资平台和非融资平台在
设立目标、主营业务、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源于二者的地方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度量方法不同，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方法可
以为非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提供对照。基于此，本节分
别梳理了源于银行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和源于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度量的相关文献。

（一）源于银行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
由于银行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支出发生时间、规模等具有不确定，度
量存在困难，学者们构建了不同的度量方法，目前主要包括或有权益分析（CCA）
和构建指数方法。
或有权益分析（CCA）是衡量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主要方式之一，将政府提
供的担保视为一种看跌期权，许多学者运用该方法衡量了市场部门的破产风险和
由此产生的政府债务。Gapen et al.(2004)首先检验了或有权益分析方法衡量市场
机构脆弱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Gapen et al.(2005)和 Gray and Malone(2008)将
或有权益分析方法扩展到对主权债务危机的衡量。此后，许多学者运用该方法对
一些国家的银行风险与主权风险进行了研究，如 Gray and Jones(2006)对印度尼
西亚进行了研究，Keller et al.（2007）研究了土耳其，Gray and Walsh（2008）研
究了智利。Gray et al.(2007)提出了运用或有权益分析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新框
架，并且 Gary et al.(2008)运用这一框架对 2007-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展开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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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Gapen(2009)运用这一方法研究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
的隐性担保。经过众多学者们的研究和探索，Gray and Jobst（2010）构建了系统
性的或有权益分析框架来衡量金融部门形成的系统性风险，Jobst

and Gray(2013)

衡量了银行部门形成的政府或有负债规模，我国学者许友传等（2012）也基于期
权定价模型计算了单个银行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
在运用或有权益分析中，KMV 方法的出现改进了或有权益分析方式使其得
以大规模运用。KMV 模型用于计算预期违约概率（EDF），学者们先利用不同国
家数据检验了该方法的预测能力，Bohn et al.(2005)利用 1996-2004 年间的美国
市场数据检验了该方法的预测效果，Korablev and Dwyer（2007）利用北美洲、
欧洲和亚洲数据检验了该方法的预测能力，Munves et al.(2010), Crossen and
Zhang(2012)也检验了 KMV 模型的预测效果，学者们验证普遍发现该模型对预
期违约概率的预测效果较好。基于 KMV 模型的运用，学者 Arslanalp and Liao
（2014）结合 KMV 方法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特征构建了银行部门形成的政府
隐性或有负债压力指数，我国学者马恩涛和陈媛媛（2019）也采用类似的方法，
计算了我国 14 家上市银行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
国民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形成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许光建和孙伟，
2018），与西方国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大而不倒”地位类似（Hetzel，1991；Stern
an Feldman，2004），因此以上以大型金融机构为对象构建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
量指标的方法也可用于我国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的
构建。

（二）源于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
非融资平台与融资平台从股权结构而言都是地方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地方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规模的度量主要包括了融资平台企业债务，非融资平台形成的地
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并未计入其中。
融资平台的设立目的在于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债务虽然为平台企业的债
务而不计入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名义上不是政府债务，但是平台的政府融资职
能使其具有政府信用，并且平台债务资金主要投资方向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
政府显性债务资金使用方向相似，因此社会各界都将融资平台视为地方政府的融
资渠道。有鉴于此，地方政府承担融资平台债务的偿还责任，融资平台债务就是
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目前学者们对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测算方
法也与这一观点吻合。
目前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的文献和报告分为三类测算视角，分别是
举债主体、资金来源和资金投向，举债主体角度衡量隐性债务规模的方法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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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度量方式。毛振华等（2018）分三个口径
估算了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其中举债主体包括融资平台、政府付费型
PPP 项目和抵押补充贷款等，融资平台债务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重要因
素。三个口径分别选择了融资平台贷款、融资平台存量债券和融资平台非标之和，
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和纯平台的有息债务作为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经
过测算，各举债主体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在 21.02 万亿~30.45 万亿，
远超过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对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方法大
多与毛振华等（2018）相似，将平台债务直接计入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例如白重
恩在《中国：政府投融资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讨会
会议发言中，根据发行城投债的融资平台债务数据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
47 万亿，张斌等（2019），梁红和刘鎏（2019）利用融资平台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数据测算的平台债务规模分别约为 39.25 万亿元和 30 万亿元。
此外，也一些学者认为融资平台发生违约风险时，融资平台债务转化为政府
债务支出压力，因此融资平台违约概率的大小可以反映融资平台形成政府债务压
力的概率，学者们基于此提出了不同的衡量方法。扈文秀和张欣星（2016）利用
KMV 模型计算了融资平台企业的违约概率，衡量融资平台形成的政府债务压力，
阮佩婷（2013）利用因子分析法评估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刘娅等（2014）认为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风险时，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都需要承担偿还责任，所以作
者分别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改进的 Z 分数模型计算了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平台
公司的偿债能力，并分别赋予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 50%的权重计算地方政府投融
资平台债务风险综合评价指标，刘骅和卢亚娟（2014）选择融资平台企业层面变
量、宏观经济变量和区域经济情况变量构建了融资平台风险预警模型，通过预警
模型结果衡量融资平台发生违约风险的概率。
虽然部分学者计算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衡量指标时考虑了
企业违约风险、企业偿债能力，但是将融资平台债务直接计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仍然是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的主流衡量方法。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与融资
平台在特征和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形成机制存在差异，非融资平台企业只有面
临违约风险时，地方政府才会产生救助支出，形成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并且地方
政府的救助支出一般仅占企业债务规模的一定比例，所以非融资平台企业债务规
模不能直接计入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衡量指标。根据源于非融资平台地方国
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机制，估算这部分政府隐性债务需要综合企业
发生违约风险的概率、企业救助承担的债务比例等因素。
西方国家中银行形成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与本文研究的源于非融资平
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相似性，大型银行和非融资平台企业都是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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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机构，且都是发生违约风险时才会通过政府的担保救助渠道形成政府债务支出
压力，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研究中源于银行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度量指标
的构建方法，构建我国非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目前
银行形成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方法主要包括或有权益分析法（CCA）
和构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指数法，根据前文对两种方法的梳理，Arslanalp and Liao
（2014），马恩涛和陈媛媛（2019）使用的构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指数方法综合
考虑了违约风险、救助概率、政府救助承担的债务比例等方面因素，并且具有如
下优势：一，或有权益分析法只能分析单个机构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
但是该方法构建的衡量指数可以计算多个市场机构综合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
债压力。二，该方法构建的指数包括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形成概率和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规模两方面因素，可以更全面的衡量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三，与 CCA
模型相比，该指标构建方法更加简单，方便计算。基于此，在对国有企业形成的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进行研究时，可以借鉴该方法构建债务的度量指标。

四、地方国企负债来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
本文以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作为文献
梳理核心，非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不是地方政府主动的行为选
择，而是当企业发生违约风险时，地方政府基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
为企业提供救助，承担部分企业债务，由此形成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的债务压力，
因此这部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积累与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的负债
行为密切相关。根据非融资平台形成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过程，非融资平台
的债务规模、偿债能力决定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其中企业偿债能力由
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所决定，由于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中的主要资金来源，债务
规模与银行信贷行为密切相关。此外，企业行为除了受企业规模、利润和性质等
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到相关联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企业行为的相关性
也在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节梳理了银行信
贷行为、国有企业负债行为和企业同群效应等方面的文献，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的积累机制提供解释。

（一）银行“信贷歧视”
我国金融系统中，银行贷款目前仍是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主要渠道（姚洋和
范保群，2016），银行信贷行为会受到经济社会体制等外部条件的影响而产生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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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倾向，即形成银行“信贷歧视”现象。银行信贷歧视行为并不是我国银行的特
有现象，Munnell et al.(1996)对银行的信贷歧视行为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其他国家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种族、性别等因素也存在信贷歧视现象（Mascia
and Rossi，2017；Puente and Wilson，2019；Wellalage and Locke，2017）。西方国
家的银行信贷行为存在的歧视现象与贷款对象的所有权性质无关，银行对民营企
业的歧视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是我国银行信贷行为的特有现象。Brandt and
Li（2003），Ge and Qiu（2007）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资金，
李广子和刘力（2009），许坤（2018）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融资成本相对于民
营企业更低，即民营企业面临信贷歧视问题。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银行存在
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但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了不同结论，Guo et al.（2018）
研究发现虽然所有制结构等企业特征和宏观金融因素对决定信贷配给具有重要
作用，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我国信贷分配中普遍存在所有制歧视。

1.“信贷歧视”产生原因
学者们除了对银行是否存在“信贷歧视”现象进行分析外，还进一步分析了
我国银行对民营企业“信贷歧视”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政府干预行为和银行基
于市场规则的较优选择两个方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形
成了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和救助的预期，即政府在国有企业陷入危机时
会干预市场为企业提供帮助。在政府干预预期下，银行等金融机构认为当国有企
业面临违约风险而陷入危机时，政府会提供救助帮助企业渡过危机，银行向国有
企业提供的贷款资金安全性较高，因此银行形成了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资金的偏
好，并且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低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国有企业具有融资优势
（Acharya et al.,2014；Borisova et al.,2015）。
另一方面，银行形成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也是银行在我国目前宏观环境中
的最优选择。Brandt and Li(2003)等学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拥有较长的经
营历史，并且在长期经营中与银行保持了稳定联系，而非国有企业普遍经营历史
较短，与银行之间的稳定联系较少，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银行与国
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小，因此银行偏好于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资金，
形成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认为银行
与借款企业对于项目是否可以盈利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在投资前就拥有该
信息，而银行只有在投资后才能掌握该信息，当银行投资后知晓项目盈利性时，
前期贷款投资已经形成了沉没成本，只要银行继续提供贷款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
放弃该项目的边际成本，银行持续提供贷款。我国银行在与国有企业的长期联系
已经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即使目前国有企业面临低效率、产能过剩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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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由于前期沉没成本的存在，银行只能持续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也是我国
银行形成对国有企业信贷偏好的重要原因。

2.“信贷歧视”的影响
基于我国银行信贷行为的特殊现象，许多学者研究了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
偏好现象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首先，“信贷歧视”现象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
企业产生差异性直接影响。从国有企业角度而言，银行“信贷歧视”行为为国有
企业形成预算软约束提供了便利（La Porta et al.,2002；姚洋，2018），从民营企
业角度而言，银行“信贷歧视”行为造成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非
国有企业只能更加依赖于内源资金和商业信用等非正式融资渠道满足投资经营
需求（马蓓丽和贲友红，2018）。其次，银行“信贷歧视”意味着我国银行倾向
于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资金支持，偏离了银行贷款行为的所有制中性原则（卢峰
和姚洋，2004），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无法在金融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此外，
银行的“信贷歧视”现象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产生了影响。我国国有企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部分国有企业存在效率较低和产能过剩等问
题，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较低，银行贷款资金流入这类国有企业降低了金融体系的
资金配置效率（方军雄，2007；刘小玄和周晓艳，2011；徐思远和洪占卿，2016；
Guo et al.，2018）。
除此之外，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意味着市场中许多银行为国有企业提
供贷款资金，并且银行贷款行为的羊群效应会加剧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的流动，
在我国国有企业面临效率较低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的背景下，银行的“信贷歧视”
和羊群效应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杨继东和罗路宝，2018），银行贷款行为是产
能过剩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徐浩等，2019），对国有企业收益和国有企业形
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产生影响。

（二）国企预算软约束
大量文献对国有企业债务规模变化进行了研究，虽然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
是大多数文献对于国有企业负债规模较高达成了共识，并且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
是国有企业高杠杆的重要原因。Kornai(1980)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概念，认为
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国有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救助国有
企业，形成了预算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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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软约束形成原因
Kornai(1980)在提出“预算软约束”概念时解释其原因为“父爱主义，”
Hillman(1987), Schaffer(1989)也从政府“父爱主义”角度对政府担保救助行
为提供解释，而 Vishny and Sheleifer (1994)认为政府提供担保救助是为了弥
补自己干预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国有企业是配合政府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主要力
量，在配合政府时会使企业盈利受损，政府通过提供担保救助弥补企业损失。在
预算软约束现象及其概念被提出后，Kornai(1998)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原因
划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类，此后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都遵循这一解释对国有企业预算
软约束原因进行分析。
有关预算软约束的外生原因，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张小洁（2016）
的研究结论与 Hillman(1987), Schaffer(1989)等学者的结论相似，认为政府对
国有企业提供担保、救助是由于政府的“父爱主义”。林毅夫等（2003）认为国
有企业为了配合政府行为承担的非经济任务会造成企业效益损失，这也是政府为
国有企业提供担保和救助的根源所在，与 Sheleifer and Vishny(1994)的研究结论
相似，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也认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
经济转型时期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龚强和徐朝阳（2008），陆铭（2003），吴联
生（2009），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倪志良等（2019）等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
了相似的结论，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甚至发现民营企业如果承担了政策性负
担也会产生预算软约束问题，进一步证明国有企业形成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原因在
于政策性负担。
有关预算软约束的内生原因，学者们从企业自身角度对预算软约束的形成进
行了研究。Stiglitz(1981)，钱颖一（1999），Mitchell(2000)研究发现银行为
了隐藏不良贷款而维持对原项目和企业的贷款，国有企业在此预期下形成了道德
风险，加剧了企业形成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李山和李稻葵（1998）通过研究认为
国有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形成了预算软约束，谢作诗和李善杰（2015）将
“父爱主义”、政策性负担、企业特有的产权性质等各种成因置于一个统一框架
分析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2.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与我国特殊经济体制和目前经
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并且在短时期内无法完全消除，意味着我国国有企业预算
软约束问题会维持较长时间。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通过国有企业行为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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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贷行为对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产生影响。
首先，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会对国有企业自身产生影响，影响主要集中
于企业债务规模和企业效率两方面。方军雄（2007）研究发现在预算软约束背景
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债务期限更长，Qian and Roland（1996），盛明
泉等（2012）研究发现在预算软约束下，国有企业会主动争取获得更多负债以扩
大企业规模，企业杠杆率提高（纪洋等，2018），曾刚（2018）也认为国有企业
承担政策性负担形成的预算软约束是我国国有企业高额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预
算软约束为国有企业债务扩张提供了便利，然而，形成预算软约束的政策性负担
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严鹏程，1996；辛作义
和冯进路，2003）。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Zhang et al.
（2001），Sun and Tong（2003），田利辉（2005），杨记军等（2010）从国有企
业经营绩效角度发现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Zhou and Wang（2000），李寿喜（2007）
从企业代理成本角度研究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Lo(1999),周黎安等（2007），
Brandt et al.（2008）等学者从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国有企业效
率，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往往是各类所有制企业中最低的。虽
然学者们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角度不同，但是大多数文献都认为国有企业效率
较低，我国国有企业效率较低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达成了共识。
其次，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会对银行信贷行为产生影响，形成了银行对国有
企业的信贷偏好。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意味着政府为陷入危机的企业提供救助，
银行对企业提供的贷款安全性较高，在此背景下，银行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信贷
偏好，为国有企业债务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在预算软
约束背景下，国有企业债务扩张动机和银行信贷偏好使企业债务规模大幅增加，
但是我国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盈利能力有限，即国有企业的融资优势和资金使用
效率存在背离现象，国有企业面临的违约风险增加。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和债务
压力通过政府的担保救助渠道转化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预算软约束是国有
企业形成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重要原因。

（三）企业同群效应
同群效应最初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是指个体的行为决策受到
同伴影响的现象（Piaget，1948；Winston and Zimmerman，2003），公司行为的同
群效应指的是公司在面对市场选择时，公司行为不仅受到规模、利润和企业性质
等主体自身公司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相关联企业行为的影响。很多文献证实了
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存在同群效应，Foucault and Fresard（2014），Park et al.，
（2017），石桂峰（2015）发现企业的投资决策具有同群效应，Leary and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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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Amin et al.（2016），Fairhurst and Nam（2018），Anwar et al.（2019），
钟田丽和张天宇（2017），李志生等（2018），苏明政（2019）研究发现企业的资
本结构和融资政策受到同群企业行为的影响，陆蓉等（2017）也发现公司的负债
率变化会对相关企业产生影响。
在发现企业行为的同群效应后，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为企业同群效应提
供理论解释，相关理论包括群体影响理论、声誉顾虑理论、推卸责任理论、报酬
结构理论和社会学习行为理论。群体影响理论认为公司行为的同群效应是由于同
群企业在长期的沟通和互动中形成的思想和观念趋同（Balsa et al.，2015；Ahern
et al.，2014；Lahno and Serra-Garcia，2015）；声誉顾虑理论认为企业同群效应现
象的产生是由于经理人为了维护个人声誉而模仿其他经理人的行为，降低个人声
誉风险（Zwiebel，1995；Prendergast and Stole，1996；Bo，2006）；推卸责任理
论认为公司经理人通过模仿其他相似企业的策略而回避因决策失误带来的惩罚，
形成了企业行为的同群效应（Scharfstein and Stein，1990；Shiller，2003）；报酬
结构理论认为如果企业经理人的报酬与相似公司的经理人的报酬相挂钩，在这种
报酬机制的激励下，企业经理人会向其他相似企业学习引发企业经营行为的同群
效应（Maug and Naik，2011；Graham，1999）；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公司行为的同
群效应的产生是企业管理者根据相似企业行为变化所反映的信息而做出的理性
决策（Bikhchandani et al.，1992；Bikhchandani et al.，1998；Conley and Udry，
2010）。
我国对企业同群效应的研究认为同群效应产生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个体因为群体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决策，进而选择“随大流”的决策，形成同
群效应（周晓虹，1994）；二是企业管理者通过学习优化自己的决策行为，逐渐
形成同群效应（冯娇和姚忠，2016）。其中企业管理者“随大流”行为可以由声
誉顾虑理论、推卸责任理论解释，通过学习优化决策的行为选择可以由社会学习
理论解释。
企业同群效应强调“同群”，殷德生等（2014）认为地区空间的相邻性、经
济地缘性与基础设施的连贯性等因素使各地区的内在联系不会因行政区划而中
断，学者们对政府债务和财政支出的空间效应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政府债务和财
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影响，借鉴该思路，本文认为某省份地方国有企业和银行的
同群者为相邻省份的地方国有企业和银行，省级层面的地方国有企业同群效应使
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决策受相邻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
目前对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空间效应研究较少，但许多学者研究了地方
政府财政支出的空间效应，可以为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空间效应研究提供参
照。郑威等（2017）从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引资竞争两个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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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相邻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的空间效应。尹恒和朱虹（2011）利用地市级政府基本建设公共支出数据研究发
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存在正向溢出和竞争效应两种机制，溢出效应指某地区基本
建设支出对相邻地区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Gordon,1983），进而使相邻地区基本
建设支出减少，而竞争效应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要素等进行竞争（Keen
and Marchand，1997），或者政府官员为获得晋升而进行的政治竞争等（周黎安，
2007），当某地区建设支出增加时，相邻地区的建设支出也增加。殷德生等（2014）
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示范效应，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相互模
仿，在模仿行为下，相邻地区财政支出增加时本地区财政支出也增加。地方政府
债务和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产生影响的机制包括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但是本文
主要关注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由国有企业形成的，国有企业的负债行为较少惠
及周边地区，对相邻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较小，所以省级层面的国有企业同群效
应的产生机制以竞争效应为主。国有企业对流动性资源等企业发展重要资源的竞
争使相邻省份的国有企业形成同群效应，进而影响了相邻地区国有企业形成的当
地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
根据国有企业负债同群效应和地方政府债务、财政支出的空间效应相关文献
梳理，相邻地区的国有企业通过对银行贷款等流动资源的竞争而形成负债行为同
群效应。国有企业负债行为是当地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同群效
应影响下，当地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也受相邻地区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企业
负债行为的同群效应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积累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借
鉴意义。
银行信贷行为显示我国银行存在对国有企业的信贷偏好，为地方国有企业债
务扩张提供了便利，而 “预算软约束”使国有企业形成了“道德风险”，国有企
业存在盲目扩张债务的需求，国有企业债务规模大幅扩张；此外，
“预算软约束”
问题降低了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偿债能力的动力，使企业存在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的问题，即国有企业存在融资优势和资金使用效率背离的现象，企业违约风险增
加。根据地方国有企业形成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过程，地方国有企业债务扩
张和违约风险的增加造成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企业同群效应的研究发
现企业负债行为还会受到同群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由于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
是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的重要影响因素，同群企业负债行为变化也在地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节通过对银行信贷行为、地方国有
企业负债行为和企业同群效应等相关文献的梳理，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
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对源于非融资平台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的积累机制研究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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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
经济影响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公共投资和汇率等各个方面，
本文主要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学者们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研究重点在
于债务的显性化条件和显性化形成的政府财政冲击，对未显性化的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较少。然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在显性化前也是客观
存在的，与显性化相比，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更多的状态为未显性化状态，并且未
显性化的经济影响与债务显性化的发生和显性化风险密切相关，所以研究未显性
化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助于提前采取措
施防止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显性化的发生和降低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显性化形成的
财政冲击风险。
根据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定义和形成积累机制，来源于非融资平台类地
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双重属性。一方
面，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地方政府的潜在支出压力，是政府债务中的特殊类
别，具有政府债务属性；另一方面，只有企业发生违约风险时，地方政府提供救
助承担部分企业债务才会形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未显性化的政府隐性或
有负债仍然表现为企业部门的债务压力，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具有企业债务属
性。基于此特殊性质，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与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
的经济影响相似，但也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央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相似，因此本节未详细区分研究中的债务的政府层级。本节通过梳理政府债务
和国有企业经济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渠道等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经济影响，以及对比分析其与政府债务、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的差异奠定基
础。

（一）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但是目前国内外
对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早期的许多学者从理论层面对政
府债务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债务对宏观经济产生了
不良影响，其中 David Richard 甚至认为政府债务是“空前的灾难”，但是凯恩斯
主义认为政府债务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政府通过
债务行为的变化调节经济，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各个学派对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Barro（1974），
Barro(1979)通过研究主权债务对经济发展和财政相关变量的影响，开启了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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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债务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例如我国学者贾康（2000），赵全厚（2011）
对国债规模和国债净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存在“倒 U”
型关系。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研究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货币供给、
公共投资和汇率等各个方面（Checherita and Rother,2012; Goohoon et al.,2009；
Ganelli,2005），本文研究的宏观经济影响以经济增长为主，因此主要梳理政府债
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Elmendorf and
Mankiw(1999)认为政府债务增加可以发挥减税、增加需求等作用，避免经济衰
退，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Fincke and Greiner(2015)利用新兴市场国家数
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部分学者认
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Diamond(1965)认为政府债务增加使消
费者的税负负担增加，消费者为了降低税负损失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挤占了资产
积累，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Elmendorf and Mankiw(1999)认为政府
债务在长期中降低了社会总体储蓄规模，投资资金减少，因此政府债务在长期损
害了经济增长。学者 Ramos-Herrera and Sosvilla-Rivero(2017)，刘高等（2020）
等也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部分学者更全面的看待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增
长不是线性影响，而存在一个最优值。Checherita-Westphal et al.(2014)通过建立
模型测算发现政府债务/GDP 的最优规模是资本产出弹性的函数，并根据该函数
估计了欧盟国家的最优债务规模。Reinhart and Rogoff(2010a,b)通过 20 个发达国
家的研究发现政府债务确实存在最优规模，当政府债务规模较低时,政府债务对
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当债务规模较高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Cecchetti et al.(2012)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Checherita-Westphal and
Rother(2012)运用使用 12 个欧洲国家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债
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 Reinhart and Rogoff (2010a)，Chen et
al.（2017）等学者都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
政府债务规模过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并测算了最优政府债务规模的区
间。我国学者程宇丹，龚六堂（2014），吴秀玲和魏博文（2015），张启迪（2015），
盛虎和刘青（2020）通过研究也发现了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 U 型”关
系。但是也有学者发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Minea and Parent(2012)发现了当政府
债务处于较低水平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当政府债务处于较高水平时对
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影响，即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呈现“正 U 型”关系。
除了以上结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影响，大
卫·李嘉图通过“李嘉图等价”提出政府债务与税收等价，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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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观点。此后，为了研究政府债务的作用，Barro(1974)和 Carmichael(1982)分
别构建了加入后向跨代利他动机的 OLG 模型和加入前向跨代利他动机的模型，
发现政府债务与政府税收等价，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杨云（2019）
利用我国政府公共债务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公共债务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
显著关系。
在研究政府债务的经济影响过程中，许多学者也涉及了政府债务产生经济影
响的途径，目前研究发现的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财政赤字（王德祥和黄
杰，2018），税率（Barro,1979；Dotsey,1994），长期利率（Gale and Orzag,2003；
Kumar and Baldacci,2010），政府增加货币发行而导致的通货膨胀（Sargent and
Wallace,1981；Barro,1995；Cochrane,2011）等。此外，Burnside et al.(2001)，
Hemming and Kell(2003)发现政府债务可能会导致银行危机、货币危机进而对经
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Aghion and Kharroubi(2007)研究发现政府债务规模较高会
限制政府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降低了政府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进
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学者们对政府债务产生经济影响的途径大多数都与
政府行为的变化相关，即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途径以财政货币渠道为
主。

（二）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影响是许多学者对国有企业研究的重点，部分学者研究
认为国有企业微观层面的低效率会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部分学者从国有企
业稳定宏观经济等宏观效率角度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1.国有企业微观效率层面的经济影响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
Megginson and Netter(2001), Djankov and Murrell(2002),Al-Janadi et al.（2016）研
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效率较低，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的盈利
能力较低，因此国有企业由于微观层面的低效率问题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
响。Alesina et al.(2005),Chen et al.(2011)，He and Kyaw(2018)，Uddin（2016），
Liu（2019）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效率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国有企业
投资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魏明海和柳建华（2007），唐雪松等
（2010），钟海燕等（2010）也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角度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国
有企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作用。其他学者通过研究也认为国有企业对经济增
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姚洋，1998；谭劲松和郑国坚，2004；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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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等，2006；刘瑞明，2013；孔东民等，2014）。
除了国有企业自身微观层面的低效率形成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直
接影响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还会对市场中其他机构产生拖累效应进而形成间接
的负面经济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会拖累民营企业（刘瑞明和石磊，
2010；刘瑞明，2011；马震，2015），张文魁（2013），陈清泰（2012），张维迎
（2015）等学者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特殊地位使其拥有了获取各种资源的
优势，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进而对我国
宏观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会加剧民营企业产能过剩（刘
鹏和何冬梅，2019），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国有企业微观低效
率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积累（Bai and Wang, 1999），加剧了银行部门的风险积
累，甚至可能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Dewatripont and Maskin, 1995；施华强和
彭兴韵，2003）。
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机制除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过度投资、产
能过剩和对民营企业的拖累等途径外，国有企业对公平竞争市场的破坏也会宏观
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陈清泰（2012）认为我国企业所有制的不同使企业在市场中
面临不平等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市场和政府不能公正的对待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张杰（1996）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对
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较多，程海波等（2005）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信贷
约束较小，二者从政府补贴和企业面临的信贷环境角度发现国有企业妨碍了市场
公平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妨碍公共竞争市场机
制会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就民营企业和公平竞争机制的间接影响角度，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有
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和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首先，在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影响
方面，张杰（2011）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是我国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主要机构，
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跨国公司竞争可以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空
间，崔之元（2010）认为国有企业盈利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降低民营企业的税
收压力创造了条件，税负压力的降低对于民营企业发展具有关键的积极作用，张
宇（2009）认为国有企业可以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并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
宏观环境，武丽娟等（2016）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具有正向
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的条件。此外，与部分学者认为的
国有企业“双重拖累”结论相反，洪功翔（2010），宗寒（2011）等学者认为国
有企业会产生“双重促进”作用，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
对宏观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在国有企业对公平竞争市场的影响研究
中，学者们从国有企业为财政收入所做的贡献角度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有利于公

23

平竞争市场，明雨晴和刘竹林（2015），杜建国（2014）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国有
企业税负负担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虽
然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救助，但是国有企业也承担了更多税负负担，因此从税
负压力角度而言，国有企业的存在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机制。

2.国有企业宏观效率层面的经济影响
除了国有企业微观层面低效率问题研究外，部分学者从国有企业的“政策工
具属性”角度出发（刘元春，2001），研究了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问题。历史上
历次金融危机都会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增加，国有企业帮助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功
能 在 金 融 危 机 期 间 重 新 引 起 了 各 国 的 注 意 （ Florio,2013,2014a,2014b ；
Bernier,2014；Beuselinck et al.，2017；Boubakri et al.，2018），基于此，国有企
业具有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等宏观效率。张宇（2009），Putnins（2015）等学者从
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和我国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分析
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企业稳定宏观经济作用进行了研究，刘元春（2001），詹新宇
和方福前（2012）和郭婧和马光荣（2019）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了我国国有
企业的稳定宏观经济作用，其中郭靖和马光荣（2019）通过对国有企业逆周期投
资行为的研究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并认为这是我国未
发生过经济危机的原因的之一。
目前对国有企业经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都单独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导致的
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和国有企业稳定经济的宏观效率角度进行研究，缺乏对国有
企业的较全面的分析。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微观层面的低效率在政府隐性担保
和救助下形成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反
映。然而，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形成是政府为了维护和干预市场而主动选择的一
种经济手段（刘尚希，2003），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因此
研究国有企业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国有企业的微观效
率和宏观效率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国有企业在我国的作用，也有助
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发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的渠道主要为与政府行为相关的财政货币渠道；国有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显示，一方面国有企业投资发挥了降低经济增长波动，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另
一方面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
渠道为与国有企业行为相关的市场化渠道。源于非融资平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
负债未显性化时还不是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压力，地方政府不会基于此而调整政
府行为，因此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途径不是财政货币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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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政府显性债务不同；未显性化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压力仍然保留在非
融资平台企业，因此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渠道应该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影响渠道相
似。本节的文献梳理为研究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提供了对照和参考。

六、结语
政府债务安全问题是近些年学者们和监管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政府债
务分类、定义和特征显示政府债务中隐性或有负债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最高，政
府难以准确度量和提前采用应对措施，因此，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风险较高。就
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地方政府层级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是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灰
犀牛”，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安全的潜在威胁。学者们就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可能
形成政府债务风险已经达成了共识，并根据国家地区特征选择不同来源的政府隐
性或有负债进行了研究，已有文献选择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来源包括银行等大型
金融机构、融资平台公司和 PPP 项目等，此外，我国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
也是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重要来源，并且与融资平台相比，非融资平台形成的地
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更加隐蔽。
从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来看，非融资平台面临违约风险需要政府救
助时，才会形成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非融资平台形成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的过程与融资平台不同，因此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不能采用源于融资平
台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度量方法，直接将企业债务计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而要综合考虑非融资平台企业的违约风险、违约风险的相关性、地方政府提供救
助的概率以及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国有企业债务比例。西方国家系统重要性银行
形成的中央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机制与我国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相似，基于
系统重要性银行构建政府隐性或有负债衡量指标的方法可以为源于非融资平台
类地方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衡量提供借鉴。
从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来看，非融资平台类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债
务来源，企业行为影响了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制，其中企业行为包括企
业债务规模、企业效率。此外，地方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当地政府支持等企业
发展关键因素的竞争和企业的相互学习效仿行为的存在，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
受相邻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也可
能受相邻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影响。在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中，银
行作为企业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主要渠道，地方国有企业负债行为受银行信贷行
为影响。
从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角度而言，目前对地方政府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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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负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债务显性化的发生条件以及显性化形成的影响，包括
显性化后对地方财政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对显性化前的经济影响研究较少。然而，
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显性化前的积累和经济影响与债务显性化是否发生和显
性化形成的冲击密切相关，对显性化前经济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提前防范地方政府
隐性或有负债形成的负面影响，避免债务显性化的发生，降低显性化形成的冲击。
虽然研究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经济影响的文献较少，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和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可以为此提供借鉴。
通过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环境实际情况，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未来研究方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地方国有企业作为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来源，探索构建这部
分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衡量指标。在指标构建过程中，通过分析各中间变量的变
化趋势研究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为地方
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治理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结合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从国有企业行为角度研
究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积累机制。一方面，国有企业行为影响当地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的积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和预算软约束形成的融资优势同时发挥
作用使国有企业形成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增加；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行为的同群
效应使当地企业行为受相邻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而使当地政府隐性
或有负债也受相邻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地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积累机
制既包括当地国有企业行为，也包括相邻地区地方国有企业行为，只有对债务积
累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据此制定有效的治理防范措施，因此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的积累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三，研究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对政府隐性或有负债
产生的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较少。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与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影响和政府显性债务的经济影响具有一定关联
性，但也存在差异。首先，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包含了国有企业微观低效率因素，
但是政府隐性或有负债也是政府为了干预经济而采用的经济手段，所以从国有企
业角度而言，政府隐性或有负债的双重特征使其的经济影响方向不明确；其次，
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而言，目前文献集中于政府显性债务，分析政府
支出和政府财政压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中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途径包括政
府增加税收、增加货币发行等财政货币渠道，扭曲了宏观经济的增长。然而，政
府隐性或有负债不是政府即期的实际支出，政府不会通过调整财政货币政策以提
高政府偿债能力，因此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与政府显性
债务不同。基于此，政府隐性或有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产生影响的渠道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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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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