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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8） 

公共融资一部  张雪宜 

经济实力：浙江省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具有接轨上海的区位优

势，全省产业基础良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区域内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形成了块状特色产业优势。2017 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18 万亿元，继

续位列全国第四，同比增长 7.8%，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0.9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1 倍和 1.86 倍；货物进出口

总额为 2.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出口和进口额增速分列沿海主要省市第二

和第一位，总体看保持了经济、富民与贸易大省的地位。2018 年前三季度，浙

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经济增长尚属平稳。但全

省经济发展动能处于调整期，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

为 8.6%和 6.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 10.6%和 9.7%，同比均有所放

缓，进出口增速分别为 15.3%和 12.5%，同比前增后减。 

浙江省信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省内山海

资源较为丰富，对海洋经济的推动及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有助于促进区域均衡化

发展。具体看下辖地级市，杭州市和宁波市在全省的经济领先地位较为稳固，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26 万亿元和 9846.90 亿元，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

计的 43.12%。两地产业转型步伐相对较快，2017 年以来杭州市信息经济业绩突

出，宁波市进出口增长亮眼，但两者投资增速放缓较为显著，2017 年是各地级

市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个位数的城市。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等仍为制造

业强市，经济水平在省内排名中上游，但经济增速提升有所承压；嘉兴市、湖州

市经济呈现较快发展势头；金华市区块产业布局相对单一，经济增速呈下滑趋势；

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具有一定资源优势，但现阶段经济体量相对有限，核心

产业有待持续扶持，经济增速存在波动。 

财政实力：浙江省较为注重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比率处于全国较优水平，且

近两年土地市场景气度总体较高，综合财力持续提升。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

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5804.38 亿元和 5504.62 亿元，分别增长 10.3%

和 13.1%，税收比率均处于 85%以上。同期，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6593.00

亿元和 6277.16 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68.9%和 50.8%。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依然保持了突出的规模及

质量优势，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567.42 亿元和

1514.8 亿元；嘉兴市在收入增速及税收占比方面的表现优异，2017 年及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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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一般公共预算增速分别为 14.4%和 23.6%，位列全省第一和第二，2017

年以 92.83%的税收比率超越杭州位列第一。衢州、丽水、舟山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水平及质量相对偏低，2017 年收入增速及税收比率指标表现较 2016 年略有弱

化。 

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总体呈现高速

增长状态，其已成为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优势依然

最为显著，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2158.81 亿元，位列规模第一。宁波市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小幅负增长，但 2018 年以来增长有望提速。温州市政府性基

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最高，此外衢州市、湖州市和嘉兴市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对财力的贡献也提升至较高水平，2017 年四者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比率均在 150%以上。 

债务状况：政府债务方面，2017 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

任的债务余额为 7695.5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长 10.03%，其中一般债务 4178.46

亿元、专项债务 3517.08 亿元。浙江省政府债务管理日益规范，2017 年末存量债

务置换已经完成。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考虑到新

增债务严格执行限额管理，同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深

化推行，相关项目收益可为偿债资金提供保障，加之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浙

江省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管理严格遵循限额原则，其中宁波市 2017 年末未

使用债务限额比例相对较高，其余地区未使用债务限额有限。省内各地级市城投

平台在债券发行领域较为活跃，尤以杭州、绍兴、宁波、嘉兴等地为代表。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为 1325.70 亿元和 1436.30 亿元，全

国规模排名分列第三和第二，同比增幅分别为 11.95%和 46.94%。其中，绍兴和

温州城投债发行有所放缓，而金华（义乌）、杭州、宁波等地城投债发行明显加

快。包括债券在内，各地级市平台带息债务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分化，其中绍兴、

湖州、舟山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一、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浙江省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具有接轨上海的区位优势，全省

产业基础良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区域内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

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同时，浙江省信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

增长点。此外，省内山海资源较为丰富，对海洋经济的推动及对欠发达地区的

扶持有助于促进区域均衡化发展。2017 年至 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经济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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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平稳增长，保持了经济、富民与贸易大省的地位，但投资增速呈放缓趋势，

消费增速小幅回落，进出口增速存在一定波动。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接壤，全省陆

域面积 10.55 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虽然是我国陆域面积较小

的省份之一，但浙江省经济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17 年全省经济总体实现

平稳增长，保持了经济与富民大省的地位。2017 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18 万亿元，仍然位列全国1第四，同比增长 7.8%，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0.9 个百

分点，并较 2016 年（7.5%）略有上升；人均 GDP 为 9.21 万元，为全国水平的

1.54 倍，居北京、上海、天津、江苏之后，位列全国第五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13万元和 2.50万元，分别是全国水平的 1.41倍和 1.86

倍，分别位列全国第三和第二位。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经济增长尚属平稳。 

图表 1. 2008-2017 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08-2017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 2017 年浙江省与全国其他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1  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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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布局看，浙江省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民营经济活跃，在全国工商联

发布的“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浙江省上榜数为 120 家，连续 19 年居

全国首位。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力量，经过多年发展，全省已形成发展成熟的特色

区域经济、数量众多的规模性专业市场，涉及制造、加工、建筑、运输、养殖、

纺织、工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如海宁皮革服装、诸暨珍珠、嵊州领带、乐清低

压电器和永康五金制品等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同时该类细分产品也占有较高

的国内市场份额。运作模式方面，浙江省主要发展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专业市

场为特色、生产资料市场为后续、其他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商品交易网络，多年来

同样取得了显著的交易业绩，形成了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纺织服装、化工和装备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依然为浙江省经济发展提

供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电器、服装、五金等商品消费需求下滑，实体商品交易市

场运营受网络冲击等挑战。为此，浙江省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2014

年明确把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

七大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2017 年文化产业被新增列入浙江省重点发展产业。

2017 年浙江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约

为 1.25 万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约为 2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7.1%。其

中，信息经济的发展速度较为亮眼，尤以杭州等城市为代表。2017 年浙江省信

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4853 亿元，同比增长 16.7%，占 GDP 的比重为 9.4%，

占比较 2016 年进一步提高 1 个百分点。 

此外，近年来在“海洋强国”战略的指导下，浙江省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宁波-舟山港”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港口开展深度合作，已初步构筑起以宁波和舟山为中心、杭嘉温台为两翼发

展格局。2017 年，浙江省海洋生产总值预计数为 7600 亿元，同比增长 12.6%，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14.7%。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自 2014 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来，浙江

省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17 年，浙江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2017 亿元，同

比增长 2.8%；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2.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0%；实现第三产业

增加值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 2016 年的

4.2:44.8:51.0 调整为 3.9:43.4:52.7，三产比重进一步提高 1.7 个百分点。2017 年，

浙江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较 2016 年回升 1.2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

速较 2016 年下滑 0.6 个百分点，三产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较 2016 年下降 5.9

个百分点至 57.0%，但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实现

第一产业增加值 1233.0 亿元，同比增长 1.8%；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1.6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2%；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2.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0%，二、三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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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较 2017 年同期分别放缓 0.1 和 1.3 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在工业方面，2017 年浙江省新旧动能共同提速，结构调整稳步

推进。当年全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增速较

2016 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其中，十大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 4.5%，较 2016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 个百分点；高技术、信

息经济、健康、节能环保等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6.4%、14.1%、13.3%

和 11.4%，分别较 2016 年提高 3.2、0.5、4.4 和 4.0 个百分点，分别拉动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1.6、0.5 和 1.1 个百分点。2017 年，装备制造、战略性

新兴、高新技术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9.1%、26.5%和 42.3%，

比重分别较 2016 年提高 0.7、1.0 和 1.1 个百分点，同时，上述产业增加值增速

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 12.8%、12.2%和 11.2%；同年，高耗

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3.0%，比重较 2016 年下降 1.0 个百分点，其增

速为 5.5%，低于规模以上工业 2.8 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方面，以信息服务技术的发展为基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络

约车、在线教育及医疗等新型服务模式相继涌现及成熟，提升了消费便利度，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服务业的发展。2017 年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总体平稳，增速略

有放缓。当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为 2.73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52.7%；同比

增速为 8.8%，较 2016 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其中，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旅游、

文化及金融产业增加值增速在 10%左右。此外，房地产市场方面，2017 年浙江

省房地产销售增速较 2016 年明显放缓，但仍处于高速增长区间，房地产投资增

速较 2016 年进一步提升。当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9600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1%，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33.2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 1.23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8.5%，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24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8227 亿元，同比

增长 10.1%，增速较 2016 年提升 5.1 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看，2017 年浙江省投资及消费增速有不同程度放缓，进出口增

速实现较大幅度提升。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消费及

进出口增速也有所回落。 

2017 年浙江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2.3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当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均有较明显

地下降，分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出现较明显地下降。2017 年浙江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其中网络零售额为 1.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4%，增速较 2016 年下

降 6 个百分点。从主要限额以上消费品类别看，当年汽车类消费增速基本平稳，

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增速有所回升，而食品、饮料、烟酒类消费增速出现较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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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从居民消费支出看，当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仍有提升，而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有所下滑。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

2017 年同期下滑 2.7 个百分点至 6.9%，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 2017 年同

期下滑 0.9 个百分点至 9.7%。 

对外经济方面，浙江省通过加快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深入推

进中国（杭州、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设立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等举措进一步巩固贸易大省的地位。2017

年全省对外贸易继上年后继续回暖，出口及进口规模创历史新高。2017 年浙江

省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2.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增速较 2016 年提升 12.2 个

百分点。其中，出口 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增速在沿海主要省市2中列

第二位；进口 0.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6%，增速列沿海主要省市第一位。但考

虑到 2017 年浙江省对外贸易增长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美欧出口的较快增长及对

“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出口的增长，且同期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贸易摩擦涉

案金额大幅增长，中短期内浙江省所处外贸环境仍存在一定变动因素。2018 年

前三季度，浙江省进出口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依然在沿海主要省市中保持相对

优势，当期全省进出口总额 2.11 万亿元，增速较 2017 年同期下滑 3.4 个百分点

至 12.5%。 

图表 3. 2007 年以来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浙江省产业基础良好，较为注重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比率处于全国较优水

平，加之近两年土地市场景气度总体较高，综合财力持续提升。2017 年至 2018

年前三季度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保持显著增幅，

同时地方政府债券收入成为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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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2017 年全省综

合财力为 1.60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64%。其中，以税收收入为主的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较为稳定，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大

幅扩张，成为当年综合财力实现较大增幅的主要推动因素。 

图表 4. 2015-2017 年浙江全省和省本级综合财力规模及结构情况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综合财力（亿元）  11244.87 1164.07 12371.18 657.18 16037.45 581.56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亿元）  7932.94 1069.47 7824.68 596.19 8956.97 540.4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809.94 353.08 5301.98 347.90 5804.38 323.83

政府性基金财力（亿元）  3261.84 67.14 4498.14 47.05 7034.40 25.94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574.92 111.89 3930.06 102.29 6593.00 64.5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力（亿元）  50.10 27.46 48.36 13.94 46.08 15.18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0.03 28.29 74.38 28.65 65.50 27.67

注: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政府性基金财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力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浙江省政府债券评级报告 

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近三年来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税收比率在 85%以上，收入持续性和质量较好。2017 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为 5804.38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10.3%3，其中税收收入为 4940.74 亿元，税

收比率为 85.12%，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

数据，2017 年浙江省主要税种实现不同幅度增长。其中，增值税是最主要税种，

2017 年为 2193.60 亿元，同比增长 7.5%，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44.40%。此外，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契税也是相对主要税种，2017 年以上四者

分别为 821.19 亿元、395.24 亿元、195.35 亿元和 381.59 亿元，个人所得税及契

税继续保持较显著的增幅，2017 年分别为 24.6%和 25.2%，企业所得税增幅较

2016 年提升 10.1 个百分点至 16.5%，房产税增幅较 2016 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至

4.6%。2017 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7530.32 亿元，同比增长 8.6%4，当年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77.08%，较 2016年提升 1.06个百分点。在支出结构方面，

2017 年浙江省刚性支出5占比 54.84%，民生支出6占比 39.65%。从主要支出科目

看，仅交通运输支出呈现负增长，当年增速为-23.4%，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

媒支出增速为个位数，分别为 6.4%和 8.7%，其余主要领域支出呈两位增长，其

中城乡社区、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支出增速在 20%以上，分别为 25.3%、

23.3%和 22.9%。 

                                                             
3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7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4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7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5  刚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公共安全支出。 
6  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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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5504.62 亿元，增长 13.1%7，

其中税收收入 4725.58 亿元，占比处于 85.85%的较优水平。当期浙江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为 6337.81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86.85%，优于 2017 年全年水

平。 

图表 5. 2016-2017 年浙江省与全国其他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及土

地市场景气度等因素影响较大。2017 年以来浙江省土地出让市场继上年显著回

暖后仍保持较高热度。2017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68.9%8至 6593.00

亿元。同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相应增长，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617.46 亿元，

增长 78.0%9。2018 年前三季度，全省实现政府性基金收入 6277.16 亿元，增长

50.8%10，同期政府性基金支出 6577.33 亿元，增长 68.2%，收支增量同样主要来

自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相应安排的支出。 

从浙江省省级财力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贡献占主导地位，较之全省财力

结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贡献度相对较低。2017 年受“营改增”及新增建

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等因素影响，浙江省省级财力规模及结

构均有一定变化。其中，税收收入随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少而有所

减少，非税收入随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的大幅增长而增长，政府性基

金收入出现较明显降幅。虽然省级财力占全省财力的比重相对较低，且绝对规模

存在一定变动，但考虑“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级政府财力

的调配范围，且省级负责确定税收分成比例及转移支付分配政策，省级实际具有

较强的财力调配能力。 

                                                             
7  数据来自浙江省财政厅网站《浙江省 2018 年 1 至 9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8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7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9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7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10 数据来自浙江省财政厅网站《浙江省 2018 年 1 至 9 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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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浙江省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23.83 亿元，增长 5.5%，其中税收收

入 192.09 亿元，下降 5.8%，非税收入 131.74 亿元，增长 27.7%；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 490.14 亿元，增长 5.4%。此外，2017 年浙江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564.95 亿元（新增债券 299.00 亿元和置换债券 265.95 亿元），成为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合计的主要来源，同年债务转贷支出 545.36 亿元。主要受按规定将部

分非税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2017 年浙江省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有

所下降，为 64.55 亿元，降幅为 19.7%11；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1.55 亿元，

增长 172.5%，增量主要来自交通运输支出，主要系新增债务支出的影响。此外，

2017 年浙江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为 994.33 亿元（新增债券 452.00 亿元和置

换债券 542.33 亿元），成为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的主要来源，同年债务

转贷支出 908.43 亿元（新增债券 366.10 亿元和置换债券 542.33 亿元）。 

二、下辖各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浙江省下辖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台州、衢州、丽

水、温州 11 个地级市。根据《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未来浙江省

城镇格局分为“三群四区七核五级”：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个城市群；杭

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个都市区；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台

州、丽水为“七核”。浙江城镇将分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

金华-义乌）、省域中心城市（嘉兴、台州、湖州、绍兴、衢州、舟山、丽水）、

县（市）域中心城市（60 个左右）、中心镇（200 个左右）和一般镇（400 个左

右）五个等级。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浙江省提出加快构建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

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杭州、宁波、

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舟山聚

焦国家海洋战略；衢州、丽水聚焦绿水青山战略；湖州、嘉兴、绍兴、台州作为

区域中心城市，聚焦功能均衡，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宜居、宜业、宜游并重。 

 

 

 

 

 

 
                                                             
11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7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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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浙江省“一体两翼”区域概况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绘制 

图表 7. 2015-2017 年“一体两翼”区域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四大都

市区 

海洋经

济区

生态功

能区

四大都

市区 

海洋经济

区 

生态功

能区

四大都

市区 

海洋经

济区 

生态功

能区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6091 1095 15875 28272 1229 17002 31726 1219 19006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5355 1135 10129 16794 1311 11361 17246 1450 1232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2504 416 6976 13829 457 7685 15280 506 8522

进出口总额（亿元） — — — — — — 17417 783 7412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世纪评级整理 

（一）下辖各市经济实力分析 

杭州市和宁波市在全省的经济领先地位较为稳固，两地产业转型步伐相对

较快，2017 年以来杭州市信息经济业绩突出，宁波市进出口增长亮眼，但两者

投资增速放缓较为显著。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等仍为制造业强市，经济水

平在省内排名中上游，但经济增速提升有所承压；嘉兴市、湖州市经济呈现较

快发展势头；金华市区块产业布局相对单一，经济增速呈下滑趋势；衢州市、

丽水市和舟山市具有一定资源优势，但现阶段经济体量相对有限，核心产业有

待持续扶持，经济增速存在波动。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因浙江省内各地级市资源禀赋和发展战略导向的

海洋经济区：舟山 

生态功能区： 

衢州、丽水、湖州、嘉兴、绍兴、台州

四大都市区： 

杭州、宁波、温州、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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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分化。从十三五规划划分的区域格局看，杭州、

宁波、温州、金义四大现代都市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领先，除金华排名中游；生

态功能区中绍兴、嘉兴、台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前，湖州、衢州、丽水相对靠

后；海洋经济区舟山市目前经济总量规模较小，但得益于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扶

持，发展潜力大。从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经济总量及其占全省的比重看，各

地级市经济总量可分为三个梯队，其中，省会城市杭州和计划单列市宁波为第一

梯队；传统制造业较强的温州、绍兴、台州、嘉兴、金华五市为第二梯队；湖州、

衢州、丽水和舟山四市为第三梯队。 

图表 8.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相关经济指标比较（单位：亿元，%） 

序号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 

总值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1 杭州市 12,556.00 8.0 5,857.00  5,717.00 

2 宁波市 9,846.90 7.8 5,009.60  4,047.80 

3 温州市 5,453.20 8.4 4,178.50  3,324.30 

4 绍兴市 5,108.00 7.1 3,116.00  1,978.00 

5 台州市 4,388.22 8.1 2,518.26  2,235.73 

6 嘉兴市 4,355.24 7.8 3,009.64  1,806.62 

7 金华市 3,870.22 6.5 2,200.52  2,191.19 

8 湖州市 2,476.10 8.5 1,731.00  1,188.15 

9 衢州市 1,380.00 7.3 1,047.78  677.89 

10 丽水市 1,298.20 6.8 903.84  635.96 

11 舟山市 1,219.00 8.8 1,450.30  505.70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 2017 年的情况看，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排序除丽水市以微弱优势

超越舟山市外，其余较 2016 年无变化。杭州和宁波两市的经济总量仍在全省各

市中占有绝对领先地位，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26 万亿元和 9846.90 亿

元，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计的 43.12%。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市信息经济

发展业绩突出，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7 年全市信息经济实现增

加值 3216 亿元，增长 21.8%，占 GDP 的比重为 25.6%，其中电子商务产业增加

值 1316 亿元，增长 36.6%，连续七年增速保持在 30%以上。当年杭州市信息经

济核心产业利润总额占全省总量的比重达 76.9%。经济总量位于第二梯队的五市

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计的 44.61%。其中温州市

及绍兴市相对领先，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5453.20 亿元和 5108.00 亿元，

其余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处于 3000 亿元和 5000 亿元之间，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台

州市、嘉兴市、金华市。经济总量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为湖州、衢州、丽水和舟山

四市，其中湖州市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2476.10 亿元，较显著领先于其余三

市，其余三市地区生产总值较为相近，处于 1200 亿元左右，其中 2017 年丽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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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9.20 亿元的优势反超舟山市。 

图表 9. 2016-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增速来看，浙江省下辖各市基本处于中速增长区间。2017 年舟山市

经济增速虽同比有所下滑，但仍以 8.8%的水平位列首位，金华市以 6.5%的经济

增速位列末位；包括金华在内，衢州、绍兴、丽水三市增速同在全省平均水平（7.6%）

之下。从经济增速变动看，近三年杭州市经济增速呈相对显著的放缓趋势，舟山

市和绍兴市经济增速则存在较大波动，其余各市增速变动相对平稳。具体来看，

2017 年舟山市、杭州市、金华市、丽水市增速较 2016 年有所放缓，放缓程度分

别为 2.5、1.5、1.0 和 0.3 个百分点；温州市经济增速维持 2016 年水平；其余各

市经济增速均有所提升，其中绍兴市经济增速增幅最为显著，由 2016 年的 5.5%

增至 2017 年的 7.1%，湖州市、嘉兴市、宁波市经济增速增幅相对显著，2017

年分别较 2016 年提升 1.0、0.8 和 0.7 个百分点。 

从人均指标来看，杭州市及宁波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领先，2017 年分别为

13.46 万元和 12.40 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9.21 万元；舟山市人均指标仍处

于较高水平，但领先优势较以前年度有所缩减，2017 年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0.48 万元，与绍兴市的 10.22 万元相近；嘉兴市 2017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9.40

万元，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各地级市 2017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其中温州市、丽水市和衢州市 2017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水平

的差距较为显著，分别低于全省水平 3.28 万元、3.24 万元和 2.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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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情况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三大需求看，除杭州及宁波外，2017 年其余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仍实现

了两位数的较高速增长；各地级市消费亦实现较高速增长，且增速相近，处于

11%左右；各地级市进出口增速存在较大差异，但仅丽水市 2017 年进出口总额

呈现负增长。 

图表 11.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投资、消费、进出口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统计局网站数据，新世纪评级整理 

具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7 年杭州市和宁波市分别以 5857.00 亿元

和 5009.60 亿元的投资额位居规模第一及第二位，但当年杭州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工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宁波市基础设施投资仍保持 10.6%的较快速增长，但工

业投资出现负增长，两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降至 1.4%和 3.5%，是各地级市

中增速仅为个位数的城市。温州市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178.50 亿元，规

模位居第三，增速为 11.90%，增速排名为第四，次于台州、舟山和湖州。台州

市 2017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18.26 亿元，规模居省内中游，增速为 15.5%，较

2016 年的 13.9%进一步提升 1.6 个百分点，在各地级市中位列第一。湖州市、舟

山市、衢州市、丽水市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 2000 亿元以下，居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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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四位，但舟山市和湖州市的投资增速较快，当年分别以 15.0%和 13.7%的水平

分列省内第二和第三。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近三年浙江省地级市房地产投资增速总体呈回升态势，

2016 年浙江省绝大多数地级市房地产投资扭转了 2015 年负增长的局面，2017

年除金华市、温州市和杭州市增速放缓外，其余地级市房地产投资增速进一步提

升。嘉兴市的增速增长最为显著，而舟山市、金华市、湖州市和温州市房地产投

资增速存在较大波动，其中金华市 2017 年转为全省唯一负增长状态的城市。具

体来看，2017 年杭州市房地产投资规模显著领先于其他地级市，为 2606.41 亿元，

但增速处于较低水平，2017 年同比增长 4.9%，仅高于当年房地产投资负增长的

金华市（-9.1%）。2017 年宁波市和温州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分别为 1374.5 亿元和

1024.2 亿元，分列省内第二和第三位，同比增速分别为 8.2%和 13.5%。其余地

级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在 1000亿元以下，其中嘉兴市 2017年完成房地产投资 723.8

亿元，同比增幅达 51.3%，是全省增速最高的城市，舟山市和衢州市房地产投资

规模较小，分别处于省内倒数第三和第一位，但 2017 年增速在 20%以上，与嘉

兴市同列全省前三，其中舟山市扭转了 2016 年房地产负增长的局面，而衢州市

已连续两年增速保持在 20%以上。 

图表 12. 2016-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房地产投资额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其他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消费方面，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增长，但除

丽水、宁波当年增速同比略有提升及杭州市增速维持外，其余地级市增速较 2016

年小幅放缓。具体来看，2017 年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位居规模前三，分别为 5717.00 亿元、4047.80 亿元和 3324.30 亿元，衢州市、

丽水市和舟山市居规模末三位，分别为 677.89 亿元、635.96 亿元和 505.70 亿元。

各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为相近，其中衢州市和丽水市以 11.3%的水

平位居第一，嘉兴市以 10.3%的水平排名最末，丽水市和宁波市 2017 年增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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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较 2016 年提升 0.3 和 0.1 个百分点，是增速得以提升的两个城市，温州市 2017

年增速较 2016 年缩窄 1.7 个百分点，是当年增速放缓最显著的城市。 

进出口方面，2017 年浙江省地级市外贸业绩呈现回升态势，除丽水市外，

其余地级市当年进出口额均呈正增长，且同比增速较 2016 年有不同程度提升。

具体来看，宁波市凭借港口等优势以 7600.13 亿元的规模位列全省第一，继续显

著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杭州市（5085.00 亿元）和金华市（3404.90 亿元），

受益于对中东欧市场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等因素，2017 年宁波市进出口额同比

增长 21.3%，增速列全省第二。2017 年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温州市进出口

总额分列全省第四至第七位，在 1000-3000 亿元，同比增幅均较 2016 年有所提

升，提升幅度在 10 个百分点以上。舟山市、湖州市、衢州市和丽水市的进出口

总额均不超过1000亿元，列全省末四位，但其中衢州市增速较快，2017年达29.3%，

列全省第一，而丽水市进出口增长不尽理想，2017 年为-1.4%，是全省唯一进出

口额下降的城市。 

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各地级市经济总量序

列总体稳定，变化主要为嘉兴市经济总量以 30.2 亿元的优势超越台州市，规模

排名较 2017 年上升 1 位至全省第五。增速方面，湖州市以 8.6%的水平跃居第一，

台州市、丽水市、温州市当期 GDP 同比增速也相对领先，处于 8%及以上。舟山

市经济增速放缓相对显著，较 2017 年同期下滑 2.2 个百分点至 7.2%。此外，宁

波市及金华市经济增速亦进一步放缓，2018 年前三季度分别为 7.1%和 5.3%，列

全省末两位，较 2017 年同期分别下降 1.2 和 1.4 个百分点。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持增长，但多地增速有所放

缓，各地税收比率仍处于较优水平。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质量总

体能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其中，2017 年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依然保

持了突出的规模及质量优势，嘉兴市在收入增速及税收占比方面的表现较为优

异，衢州、丽水、舟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及质量相对偏低，2017 年增速及

税收比率指标表现较 2016 年略有弱化。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存在分化。

2017 年，杭州市和宁波市依然具有规模优势，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567.42 亿元和 1245.29 亿元，显著领先于其他地级市，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温

州市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65.40 亿元，位列第三；嘉兴市财政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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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较好，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443.79 亿元，规模排名较 2016 年上升一

位，超越绍兴市位列第四，同时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步入 400 亿元以上区

间，列第五位；台州市、金华市和湖州市分列第六至第八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规模在200-400亿元区间；舟山市、丽水市和衢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有限，

2017 年在 100-130 亿元区间，其中丽水市和衢州市财力较为相近，2017 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12.91 亿元和 111.28 亿元，舟山市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为 125.76 亿元，规模名次优于其 GDP 排名。 

从一般公共预算增速12来看，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

持增长，但除嘉兴市、绍兴市、湖州市和宁波市外，其余地级市增速低于 2016

年水平。2017 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前六名的地级市均实现两位增长，

其中嘉兴市以 14.4%的水平位居全省第一，湖州市以 12.42%的水平次之，杭州

市、宁波市、台州市的增速较为相近，在 11.3%-11.8%区间，绍兴市增速为 10.53%。

温州市、金华市及舟山市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较低，分别为 5.80%、

5.79%和 4.52%，位于各市末三位。 

图表 13. 2016-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及自给率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7 年浙江省下辖各市总体继续保持较高的

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处于 75%以上，但该比率

排名较 2016 年有一定变化。其中嘉兴市以 92.83%的水平超越杭州位列第一，杭

州市以 90.41%的水平位列第二；湖州市税收比率为 85.27%，排名由 2016 年的

第三降至第五；相应地，金华市和台州市税收比率排名分别超越湖州市位列第三

和第四，两者水平较为接近，分别为 86.79%和 86.67%；丽水市和舟山市税收比

率降至 80%以下，舟山市以 76.16%的水平居于最末。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2017 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差
                                                             
12  该部分内容中 2017 年及 2016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以当年及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数计算而得，

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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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明显，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高，为 101.72%；绍兴市、嘉兴市和宁波

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高，处于 88%-92%之间；其他各市低于 75%，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能力相对欠佳，主要依靠上级补助收入等弥补，其中

舟山、衢州、丽水三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低，分别为 48.63%、37.04%和 29.82%。 

图表 14. 2016-2017 年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税收收入情况13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数据，2018 年前三季度，杭州市及宁波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分别为 1514.8 亿元和 1181.0 亿元，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衢州市和丽水市

分别以 104.8 亿元和 101.1 亿元的收入规模列末两位。同期，浙江省各地级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嘉兴市、湖州市和丽水市当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速处于 20%以上，湖州市以 25.9%的水平列增速第一，宁波市增速相对偏

低，为 11.6%，但也处于两位增长区间。 

2.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2017 年，除宁波市外，浙江省其余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其已成为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优势依然最为显著，

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最高，此外衢州市、湖州市和嘉兴市当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也提升至较高水平。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

各地土地成交市场总体仍处于较高热度，但预计后续相关收入的高增速状态将

有所弱化。 

2017 年浙江省绝大多数地级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其已成为

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从绝对规模看，杭州市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2158.81

亿元，位列第一，规模显著大于其余地区；温州市、宁波市和嘉兴市政府性基金

收入分列二至四名，2017 年分别为 940.40 亿元、748.31 亿元和 693.76 亿元；衢

                                                             
13  未含绍兴市。 



区域研究报告       

18 
 

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分列末三位，收入规模在 100-200 亿元区间，其中舟山市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最少，为 129.44 亿元。从相对规模看，以政府性基金收

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参考指标，2016 年仅温州市该比率超过 100%，

而 2017 年仅宁波市、绍兴市和台州市该比率处于 100%以下，温州市以 202.06%

的水平继续位列第一，衢州市、湖州市和嘉兴市政府性基金对财力的贡献也较高，

2017 年该比率在 150%以上，宁波市该比率最低，2017 年为 60.09%。 

从增速看，除宁波市小幅下滑外，2017 年浙江省其余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

入同比增幅均在 50%以上。其中，湖州市和嘉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幅超过 100%，

分别为 190.41%和 126.32%，温州市、台州市、舟山市、衢州市和金华市增速也

也较为显著，处于 90%以上。绍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为 54.43%，是正增长

城市中增幅最小的地区，而宁波市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 3.40%。 

图表 15. 2016-2017 年浙江省下辖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增速情况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基本

能够对相应支出形成良好覆盖。2017 年湖州市、丽水市、宁波市、金华市和嘉

兴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超过 100%，衢州市该比率分别为 89.34%，处于全省

末位，其余地区该比率处于 90%-100%区间。 

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未完全披露，但根据中

指指数数据，当期土地出让金仍维持高位，但高速增长态势有所放缓。较之 2017

年前三季度，除衢州和温州外，其余地级市土地出让金仍呈不同幅度增长。具体

来看，当期杭州市土地出让金为 2327.31 亿元，是省内出让金规模最大的城市，

宁波市为 835.95 亿元，位列第二，嘉兴市和湖州市分别以 615.80 亿元和 518.76

亿元的规模列第三至四位，舟山市土地出让金规模最小，为 106.09 亿元。 増从

势判断，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高速增长的嘉兴市 2018 年前三季度的土地出让

金同比增幅降至个位数，温州市和衢州市土地出让金出现缩减趋势，而湖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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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台州市土地出让金依然保持较大增幅，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呈负增

长的宁波市土地出让金增长有望提速。但考虑到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环

境趋紧及在政府隐性债务清查背景下棚改的推进及融资政策存在调整可能，未来

土地市场行情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三、浙江省及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浙江省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浙江省政府债务管理日益规范，2017 年末存量债务置换已经完成。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考虑到新增债务严格执行限额管

理，同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深化推行，相关项目收

益可为偿债资金提供保障，加之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浙江省政府债务风险

整体可控。 

由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设施、保障性住房和农林水务等方面的投入，浙江

省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但随着债务管理的规范，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债

务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债务得到较大力度的清理。截至 2017 年末，浙江省

（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7695.5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长

10.03%，其中一般债务 4178.46 亿元、专项债务 3517.08 亿元；或有债务余额为

1572.8 亿元，较 2016 年末减少 32.59%；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9239.09 亿元，低于当年全省债务限额 10488.40 亿元。 

图表 16. 近年来浙江省（不含宁波）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浙江省政府债券评级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7 年末浙江省地

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含宁波）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宁波）的 1.69

倍，位列全国 36 个省（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该指标升序排列第 13 位。2017

年，浙江省（不含宁波）一般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宁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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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为 0.92，专项债务（不含宁波）余额与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含宁波）的

比率为 0.60，相关财政收入规模可对预算内债务形成覆盖。 

图表 17. 2017 年末各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14 

 

数据来源:  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文件，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7 年浙江省（不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559.28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751.00 亿元、置换债券 808.28 亿元。截至 2017 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地方

政府债务中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 7684.1 亿元，

外债和国债转贷合计 11.4 亿元，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已经完成。根据《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浙江省 2018 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的议案》，财政部核定浙江省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1589.4 亿元，较 2017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01 亿元，其中由浙江省政府及宁波市政府负责举借

的新增债务分别为 1011 亿元和 90 亿元。按此计算，2018 年浙江省地方政府债

务率为 82.1%，低于警戒线（100%）。 

2018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不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407.98 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 1011 亿元、置换债券 288.7 亿元、再融资债券 108.28 亿元，9 月末

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 8899.35

亿元，当年新增债券额度已使用完毕。 

浙江省具有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全省存量债务置换已经完成，新增债券

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且新增债务严格遵循限额管理原则，加之土地

储备、收费公路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深化推行，相

关项目收益可为偿债资金提供保障，浙江省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14  图中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相关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作相应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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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季度各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15 

 

数据来源:各省市政府债券发行文件，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严格遵循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原则，其中宁波市未使

用债务限额比例相对较高，其余地区未使用债务限额有限。总体看，杭州市和

宁波市财力较强，亦执行较为严格的债务管理及化解措施，债务风险可控；嘉

兴市、绍兴市和台州市已积累一定的政府债务负担，其中嘉兴市得益于财力的

快速增长，当年债务与财力相对指标有所优化；金华市现阶段政府债务负担尚

可，但 2017 年增长较快；湖州市、舟山市和衢州市政府债务压力相对较大。 

浙江省各地级市相关债务数据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信息披露口径不尽一致，

本报告以尽可能统一口径的数据进行分析，但不排除相关指标计算及可比性仍存

在一定瑕疵16。从全市政府债务规模看，杭州市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超过 2000

亿元，规模最大，宁波市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1543.55 亿元，规模次之，

衢州市 2017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277.82亿元，规模处于相对较小的范围。以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进行比较，湖州市、舟山市和

衢州市该比率较高，超过 200%；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和金华市该比率次之，

处于 150%-200%区间，其中前三者的水平较为接近，为 180%左右，金华市该比

率相对较低，为 165.61%；杭州市和宁波市该比率处于 120%-135%区间，其中宁

波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程度为 80.68%，为各市最好水平。

从全市政府债务变动情况来看，2017 年末湖州市政府债务较 2016 年末减少 5.82

亿元，是唯一政府债务减少的地区；台州市、金华市和宁波市 2017 年末政府债

务较 2016 年末的增幅在 10%以上，属于增长相对显著的地区。从政府债务限额

管理情况来看，各地级市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均低于限额，其中宁波市债务

                                                             
15 图中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相关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作相应扣除。 
16 在该部分分析中，温州市及丽水市 2017 年末全口径政府债务余额及限额未得；杭州市、衢州市、绍兴

市、宁波市 2017 年末市本级政府债务采用市级口径，温州市 2017 年末市本级债务采用市区口径，嘉兴市

2017 年末市本级债务采用大本级口径。该部分所涉数据对比及排序为在已获数据的样本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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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低于限额 403.45 亿元，占 2017 年末其政府债务限额的 20.72%，是各地级市

中未使用债务限额比例最高的地区，其余地级市该比例在 1%以内。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温州市17、杭州市、宁波

市、绍兴市和嘉兴市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年末一般债务的比率在 100%

以上，而台州市、舟山市、衢州市和湖州市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能对一

般债务形成完全覆盖，其中湖州市该比率为 0.46，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以政府性

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2017 年各地级市土地出让市场普遍处于

较高热度，除绍兴市、舟山市和丽水市外，其余地区 2017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与

年末专项债务余额的比率在100%以上。其中，湖州市和温州市18该比率超过200%，

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丽水市19、绍兴市和舟山市该比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0.95、

0.91 和 0.85。 

从市（本）级政府债务规模看，2017 年末杭州市和宁波市仍居前二，2017

年末两者市级20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 604.12 亿元和 601.66 亿元；温州市区政府

债务规模相对较大，2017 年末余额为 486.35 亿元；嘉兴市和湖州市本级政府债

务在 200 亿元以上；其余地级市本级政府债务规模在 200 亿元以下，衢州市本级

政府债务规模最小，2017 年末为 75.39 亿元。以 2017 年末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与 2017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参考，温州市和宁波市该比率相对

较高，超过 400%；台州市次之，在 300%以上；舟山市、丽水市、杭州市和湖

州市该比率较为相近，处于 250%-300%；嘉兴市和绍兴市该比率略超 200%；衢

州市和金华市该比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196.94%和 181.75%%。 

图表 19. 2017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债务规模及相关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17  温州市区。 
18  温州市区。 
19  全市口径债务数据未得，相关债务及财政收入以市本级口径计算。 
20  杭州市级包括市本级、杭州经开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宁波市级包括市本级及相关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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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城投债发行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各地级市城投平台在债券发行领域

较为活跃，尤以杭州、绍兴、宁波、嘉兴等地为代表。2017 年以来，绍兴和温

州城投债发行有所放缓，而金华（义乌）、杭州、宁波等地城投债发行明显加快。

包括债券在内，各地级市平台带息债务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分化，其中绍兴、湖

州、舟山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属城投债发行较为活跃的地区，2017 年及 2018 年前三

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为 1325.70 亿元和 1436.30 亿元，在全国各省市发行

规模降序排列中分别列第三和第二，分别同比增长 11.95%和 46.94%。 

图表 20. 全国各省市城投债发行及余额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各地级市情况看，2017 年绍兴市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减少 17.77%至 305 亿

元，但其规模在省内仍然排名第一；杭州市城投债发行节奏有所加快，当年发行

额同比增长 21.27%至 230.9 亿元，规模列全省第二；金华、湖州、宁波及嘉兴四

市城投债发行规模也相对较大，2017 年在 100-200 亿元区间，其中金华（义乌）

发行额同比增长 80.4%，而其余三市发行额则不同程度下降；舟山、温州及台州

三市城投债发行规模亦有所下滑，发行规模在 40-75 亿元区间；丽水和衢州公开

发债城投企业数量有限，城投债发行规模总体较小，2017 年在 20 亿元以下。2018

年前三季度，绍兴市城投债发行额继续同比下滑，发行规模排名降至省内第四，

杭州、金华（义乌）及宁波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幅均在 70%以上，依次成为省内

城投债发行额排名前三的城市，发行额分别为 331.6 亿元、228.5 亿元（其中义

乌市 210 亿元）和 202.2 亿元；此外，嘉兴市、台州市城投债发行力度亦显著提

升，当期前者发行额同比增长 89.77%至 163.2 亿元、排名第五，后者发行额同比

增长 267.5%至 73.5 亿元，排名第七；湖州、舟山、温州发行规模基本维持上年

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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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2016 年以来浙江省各地级市城投债发行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浙江省存续期内城投债情况来看，截至 2018 年 9 月末，浙江省平台（含

省级）债券余额合计 5134.16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二位，

较 2017 年 9 月末排名超越湖南省，仍次于江苏省。其中，绍兴市和杭州市城投

平台债券存量最高，两者分别为 1022.62 亿元和 884.00 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

台（含省级）债券余额的 37.14%；宁波市和嘉兴市存量城投债规模也相对较大，

2018 年 9 月末分别为 695.90 亿元和 577.30 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含省级）

债券余额的 24.80%；其余地级市存量城投债占比在 10%以下，丽水市和衢州市

存量城投债余额较小，同期末仅为 42.80 亿元和 41.00 亿元。 

以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浙江省内大部分地

区城投债偿付压力尚可，绍兴市和湖州市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较大，上述两地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对当地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

2.37 和 2.16；此外，舟山、嘉兴两市的该比率也超过 1，处于 1.3-1.5 区间；其余

地级市该比重小于 1，其中丽水和衢州该比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0.38 和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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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浙江省各地级市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21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及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截至 2017 年末，浙江省城投平台22带

息债务合计 1.98 万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三位，较 2016

年末超越天津市和四川省，仍次于江苏省和北京市。2017 年末浙江省城投平台

带息债务是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41 倍，该指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

位列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18 位。从各地级市看，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

分布于宁波市、绍兴市和杭州市，2017 年末以上三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占比

分别为 18.71%、18.23%和 18.08%，其余地级市占比在 10%以下。绍兴市及湖州

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重，2017 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为 3608.57

亿元和 1913.32 亿元，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36 倍和 8.06 倍，是当年末

政府债务余额的 4.59 倍和 2.87 倍，该指标列全省降序排列第一和第二位；舟山

市、嘉兴市及宁波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也相对较重，2017 年末城投平台带

息债务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 5.41、3.12 和 2.97，列全省第三至

五名，三地 2017 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是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的 1.97 倍、

1.71 倍和 2.40 倍；衢州市和丽水市城投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轻，2017 年末城投

平台带息债务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 1.63 和 0.70。 

                                                             
21  此处不包括省本级城投债券余额。  
22  样本口径为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含省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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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浙江省各地级市城投债存续企业带息债务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