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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及下辖各区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8） 

公共融资部  郭燕 

经济实力：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经济实力较强，2017 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1.86 万亿元，同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三位、仅次于上海

市和北京市，全市工业基础较为雄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发展以固定资产投资

为主驱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实施下，天津

市仍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2017 年，受做实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天津

市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 5.5 个百分点至 3.6%，转为低于全国水平，在各省级行政

区域中排名垫底；当年全市工业经济、投资和消费增速均不同程度放缓，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2.3%、0.5%和 1.7%，增速均偏低。同年末，天津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

额已超过存款余额，区域资金面承压。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工业经济和消

费增速虽有所回升，但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14.2%、金融业增速

放缓，全市经济增速为 3.5%，较 2017 年略微下降。整体看，中短期内天津市经

济发展仍面临挑战。 

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支持，

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统计口径变更1后，2017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预计为 7000 亿元，在全市占比仍超过三分之一；中心城区发展已较为成熟，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驱动，其中和平区、河西区和南开区经济总量在全市排名

中上游，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经济总量在全市排名靠后；环城四区工业基础

较好，各区经济实力在全市排名靠前，2017 年经济总量均处于 800 亿元至 1100

亿元之间；偏远郊区发展起步较晚，其中武清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地理衔接点，经济实力后来居上，2017 年经济总量为 1160.91 亿元，位列全市第

二位，宝坻区、静海区经济实力在全市排名中偏后，宁河区、蓟州区经济总量相

对较小。当年，各区经济增速均不同程度放缓。2018 年以来，已获取相关数据

的武清区、东丽区、和平区、静海区、蓟州区和河北区，经济增速涨跌互现，其

中蓟州区经济增速回升较快，其余五区经济增速仍维持较低水平或负增长；除上

述六区外，其余各区 2018 年以来相关经济数据未获取。 

财政实力：天津市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市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形成税收能力相对较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全市财力形成重要贡献。

                                                             
1  2018 年，滨海新区公布更改统计口径由“注册地”为“在地”，调整地区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调整后，

滨海新区 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6654 亿元，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预计为 7000 亿元、同比增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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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天津市实现财政收入合计24087.96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

56.52%，基金收入占比 30.08%；当年税收收入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占比 69.77%，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70.38%。2017 年，受做实做优财政收入以及减税降费等

因素影响，全市非税收入按可比口径同比下降 32.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

全国排名较上年下降 4 位至第 15 位；当年，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但得益

于前两年土地成交情况总体较好，全市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33.8%。综合上述因素，

2017 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小幅下降 1.2%。同年，天津市城乡社区支出总体扩张

较快，财政收支缺口扩大。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非税收入和成交土地出让

金分别同比下降 49.3%和 19.1%。短期内，天津市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的空间或较有限。 

由于外环线以内地块收入纳入市财政，天津市中心城区近年来未实现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北辰区和东丽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偏小，上述 8 区财政收

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其余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

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贡献。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财政实力位于各区首位；

环城四区财政收入在全市排名靠前；偏远郊区财政实力内部有分化，其中武清区、

静海区和宝坻区财政实力较强，宁河区和蓟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弱；中心城区受

制于区域面积及地块收入纳入市财政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规模均较小。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基金收入普遍增长，但大部分区域非税收入降幅较大，当年

仅环城的西青区、津南区和偏远郊区财政收入保持增长，其中西青区基金收入增

幅显著、成为该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余各区财政收入均同比下降。同年，

受刚性支出和城乡社区支出普遍扩张影响，天津市下辖大部分区域财政收支缺口

扩大，2017 年仅西青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合计能覆盖财政支出合计3，当年除和

平区外的中心城区以及环城的北辰区、东丽区财政收支自给能力相对较弱。2018

年以来，已获取相关数据的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同程度下降；全市成交

土地出让金普遍降幅较大，仅环城的西青区、北辰区和津南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大

幅增长。 

债务状况：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2017 年末全市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423.98 亿元，位列各省级行政地区第 23 位；与地方财力

相比，2017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是其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83.76%，全市政

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巨大，区域内城投企业债务

偿付压力重，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为 1.42 万亿

元，是 2017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 4.16 倍，与地方财力相比，是 2017 年全

                                                             
2 财政收入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

入 
3 财政支出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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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收入合计的 3.28 倍。从下辖各区债务情况看，滨海新区、东丽区政府债

务偿付压力最重，北辰区、宁河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2017 年末上述四区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均超过其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95%，其余各区政府债务偿

付压力尚可控；滨海新区、东丽区、北辰区、宁河区、蓟州区、津南区和武清区

存续城投企业债务负担偏重，上述 7 区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

带息债务余额均超过其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180%，其中滨海新区和东丽区该

比值超过 500%；西青区、静海区和宝坻区政府债务及存续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

力均可控；中心城区无存续城投企业，同时政府债务负担均较轻。现阶段，天津

市仍需解决渤海钢铁集团和天房集团等债务危机，区域融资环境仍承压，不利于

债务周转。 

一、天津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天津市经济实力分析 

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

国前列，工业基础较为雄厚，体系门类齐全，经济发展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驱

动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战略实施下，天津市仍

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2017 年，受做实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天津市经

济增速下降至低水平，全国排名垫底，当年全市工业经济、投资和消费增速均

不同程度放缓。同年末，天津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超过存款余额，

区域资金面承压。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工业经济和消费增速虽有所回升，

但投资大幅下降、金融业增速放缓，全市经济仍保持低速增长。整体看，中短

期内天津市经济发展仍面临挑战。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海河流域下游，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重

要的工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拥有我国最大的人工港天津港，海岸

线长 153 千米，对内辐射华北、东北、西北 13 个省市自治区，对外面向东北亚。

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重要的自贸区，已于 2015 年 4 月正式挂牌。

凭借区位、港口航运和自贸区优势，天津市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

重大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北方桥头堡作用凸显，与北京市、河北省分别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经济发展及结构转型面临较好的政策环境。 

天津市综合经济实力较强，2017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86 万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6%，增速较上年下降 5.5 个百分点，转为低于全国水平，

当年天津市经济增速与甘肃省一同位列各省级行政区域末位。2017 年天津市经

济增速偏低，或与做实经济数据、工业增速放缓等因素有关。当年，天津市三次

产业结构为 1.2:40.8:58.0，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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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调整。同年，天津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0.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增速

较上年下降 7.4 个百分点，呈低速增长；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0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6.0%，增速较上年下降 4.0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均不同程

度放缓。 

图表 1. 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统计局，新世纪评级整理 

图表 2. 2017 年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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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于优质的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天津市人口吸引力较强。2017

年末，天津市常住人口 1556.87 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498.23 万人，占比 32.0%。

同年末，天津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92 万元，位列各省级行政区域第三位，

仅次于北京市和上海市，其中滨海新区受益于显著的产业聚集优势，对全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明显4。此外，天津市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占比较高

且整体素质优良，也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2017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中 15-64 岁人口 1240.55 万人，占比 79.68%。 

                                                             
4 2017 年滨海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23.42 万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年末平均常住人口”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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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7 年（末）天津市与全国其他省市常住人口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作为京津唐工业基地内的省（区）市之一，天津市工业基础较好，体系门类

齐全，主要优势产业包括冶金业、轻纺工业、机械装备业、电子信息业、石油化

工业、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等。2017 年，天

津市工业经济增速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增速较上年下降

6.1 个百分点至低水平，主要系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至负增长所致。当年，虽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放缓，但

在消费品制造业效益提升的带动下，全市工业效益提升。2017 年，天津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5.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2.4%，全市 39

个行业大类中，38 个行业盈利；当年，全市消费品制造业实现利润占全市工业

的 15.3%，同比增长 22.0%，拉动全市工业利润增长 3.4 个百分点。 

近年来，天津市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发展。2017 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实现

增加值 2346.03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与上年持平；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

值 309.10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速较上年提升 0.2 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780.40 亿元，同比增长 6.1%，增速较上年提升 1.0 个百

分点；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951.75 亿元，同比增长 8.0%，增速较上年下降 1.1 个

百分点。当年，上述产业增加值增速均高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2017 年末，

天津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 3.09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873.77

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存款 1.45 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 3.16 万亿元，较年初

增加 2848.49 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2.50 万亿元。贷款规模增长

较快，目前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已超过存款余额。整体看，区域

资金面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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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8 年 6 月末天津市与全国其他省市本外币存、贷款余额情况对比5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固定资产投资是天津市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消费对全

市经济发展形成重要贡献，近年来全市净出口持续逆差。2017 年，天津市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 1.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0.5%；当年，全市实体投资 0.68

万亿元，较上年减少 0.28 万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 0.22 万亿元，同比下降 2.9%，

增速较上年下降 25.8 个百分点。2017 年，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0.57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7%，增速较上年下降 5.5 个百分点；当年，发展享受型消费增

长较快，在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中，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85.7%，

化妆品类同比增长 14.8%，金银珠宝类同比增长 9.6%。同年，全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为 0.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其中，进口总额 4694.49 亿元，同比增长

21.6%，增速较上年提升 29.2 个百分点，转为正增长；出口总额 2952.36 亿元，

同比增长 1.2%，增速较上年提升 14.6 个百分点，转为正增长。当年，全市进出

口仍保持逆差。 

图表 5. 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5 存贷比=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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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经济仍保持低速增长；当期，全市工业生产稳中

有升，金融业增加值增速放缓使得服务业增速下滑，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大

幅下降，消费增速有所回升，进出口仍保持逆差。同期，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47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5%，增速与 2017 年基本持平。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增速较 2017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 1432.19 亿元，同比增长 4.9%，增速较 2017 年下降 3.1

个百分点，当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增速较 2017 年有所下滑。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31.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 29.6%、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0.3%，受此影响，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下降 14.2%；当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7%，增速有所回升，其

中限额以上石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5.6%，拉动全市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

2.5 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5945.12 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放缓主要

系进出总额增速下降所致。 

2015 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先后出台，明确了京津冀地区未来发展目标，其中天津市争

取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金融创新运

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等功能定位，到 2030 年成为产业创新引领高地、航

运贸易国际枢纽、金融创新核心引擎、改革开放领军者，建成经济更加发达、社

会更加和谐、文化更加繁荣、功能更加完善、环境更加优美的世界级城市。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6总体方案，提出经过三

至五年改革探索，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

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

由贸易园区。在上述政策支持下，天津市仍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窗口期，仍需深

化改革，推进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天津市财政实力分析 

天津市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

成税收能力相对较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全市财力形成重要贡献。2017 年，

受做实做优财政收入以及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全市非税收入大幅下降，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降至中游水平；同年，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

但得益于前两年土地成交情况总体较好，全市基金收入保持增长。综合上述因

素，2017 年全市财政收入合计小幅下降。同年，天津市城乡社区支出总体扩张

较快，财政收支缺口扩大。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非税收入和成交土地出让

                                                             
6 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 119.9 平方公里，涵盖三个片区：天津港片区 30 平方公里（含东疆保税港区 10 平方

公里），天津机场片区 43.1 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空港部分 1 平方公里和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 1.96 平

方公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 46.8 平方公里（含天津港保税区海港部分和保税物流园区 4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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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天津市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促进经济向好发展的空间或较有限。 

天津市财政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占比较高，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贡献。2015-2017 年，天津市财政收入合计分别

3833.90亿元、4137.13亿元和 4087.96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占比分别 69.57%、

65.83%和 56.52%，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占比分别为 11.06%、11.75%和 13.30%，

近三年二者合计占比均超过 65%；同期，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占比分别为 19.03%、

22.21%和 30.08%，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转移支付收入规模偏小、近三年在财政

收入合计中占比不超过 0.5%。2017 年，受做实做优财政收入、减税降费等因素

影响，天津市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其他收入大幅下降，导致非税收

入按可比口径同比下降 32.7%；同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大幅增

长 37.3%，带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33.8%，缓冲非税收入下降对

地方财力的影响；当年，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全市财政收入合计较上年小幅下

降 1.2%。 

图表 6. 2015-2017 年天津市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亿元） 

指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67.11  2,723.50   2,310.36 

    其中：税收收入  1,578.07  1,624.22   1,611.96 

非税收入  1,089.05  1,099.28   698.40 

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  423.95  485.92   543.69 

    其中：中央税收返还收入  144.64  201.64   245.71 

          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279.31  284.28   297.98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29.57  918.80   1,229.50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687.44  879.22   1,207.19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13.27  8.91   4.41 

合计  3,833.90  4,137.13   4,087.96 

财政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32.35  3,699.43   3,282.54 

    其中：刚性支出7  1,353.40  1,453.24   1,492.71 

          城乡社区支出 922.16 1,146.48 912.6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08.45  697.14   1,291.12 

    其中：城乡社区支出  671.59  666.66   1,273.90 

合计  3,940.80  4,396.57   4,573.66 

税收收入占比 59.17% 59.64% 69.77%

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 82.51% 73.62% 70.38%

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 102.98% 131.80% 95.23%

数据来源：天津市财政决算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 

                                                             
7 刚性支出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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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税收能力相对较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

全国排名中游。2017 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310.36 亿元，按可比口径

同比下降 10.4%，主要系非税收入减少所致，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

全国位列第 15 位，较上年下降 4 位；同年，天津市税收收入为 1611.96 亿元，

受“营改增”政策等因素影响，较上年减少 12.26 亿元，但按可比口径计算，同

比增长 4.4%。2017 年，受非税收入大幅下降影响，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中税收

收入占比被动提高，较上年提升 10.13 个百分点至 69.77%，但仍低于各省市平均

水平 2.4 个百分点。当年，全市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67%，位列

各省市第 9 位，高于各省市平均水平 0.55 个百分点。近年来，天津市持续获得

一定规模上级补助，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为 543.69 亿元，较

上年增加 57.76 亿元；当年上级补助收入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23.5%，对财政

收入形成一定补充。整体看，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尚可，但受非税收入

减收影响，地方财力承压。 

图表 7. 2017 年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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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8. 2017 年天津市与全国其他省市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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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保障领域，以及城乡社区等方面。2017 年，全

市刚性支出为 1492.71 亿元，同比增长 2.7%，保持增长态势；同年，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中城乡社区支出为 912.62 亿元，同比下降 20.4%。随城乡社区、资源

勘探信息等以及住房保障等方面支出减少影响，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同比下降 11.3%至 3282.54 亿元；同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70.38%，较

上年下降 3.24 个百分点，仍处于较高水平，位列全国各省市第 6 位。整体看，

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缩减，一般公共预算自给

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根据中指数据库，2016-2017 年天津市成交土地出让金分别为 1388.50 亿元

和 1227.65 亿元。受益于前两年土地成交情况较好，2017 年天津市实现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 1207.19 亿元，同比增长 37.3%；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为 1229.50 亿元，同比增长 33.8%。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中城乡社区支

出大幅增长 91.1%至 1273.90 亿元，受此影响，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大

幅增长 85.2%至 1291.12 亿元。2017 年，天津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对城乡社区建设的影响，当年全市城乡社区支出整体

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20.6%；同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较上年下降

36.57 个百分点至 95.23%，仍处于较好水平。 

从财政收支情况看，近年来天津市财政收入合计数无法覆盖财政支出合计数，

收支差额不断扩大，主要依靠上年结余、债务收入等来弥补。2017 年，天津市

债务收入（包括一般债务收入和专项债务收入）为 507.00 亿元，上年结余（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余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余）为 408.15 亿元。 

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43.2 亿元，同比下降

20.5%；其中税收收入 1237.1 亿元，同比下降 2.3%，主要系房地产业税收（契

税、土地增值税）下降所致。当期，全市继续落实做实做优财政收入及地方涉企

行政事业性“零收费”等减费降负政策，同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转列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上述因素等导致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49.3%至 406.1 亿元，降幅较 2017

年有所扩大。同期，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2204.8 亿元，同比下降 17.3%，一

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74.53%，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中指数据库，2018 年前三

季度，天津市成交土地出让金为 739.78 亿元，同比下降 19.1%，仍保持较大规模；

当期，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894.7 亿元，同比增长 10.4%，主要系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转列所致
8
；同期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 75.61%，随城乡社区支

                                                             
8 2018 年 1-8 月，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为 118.0 亿元，该项基金收入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列，全部

体现为基金预算收入增收；同期，全市土地出让收入为 689.0 亿元，同比下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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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扩大影响9，较上年同期下降 10.12 个百分点，收支缺口主要通过新增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收入等来弥补。 

二、下辖各区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天津市现辖 16 个区，包括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

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滨海新区、宁河区、

静海区和蓟州区10。其中，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国家级新区和国

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原塘沽、汉沽和大港三区整合而成，下辖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滨海高新区、东疆保税港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心

商务区和临港经济区七个经济功能区，是天津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8 年，

滨海新区进行功能区整合，将原临港经济区和天津保税区合并成立新的天津港保

税区。 

目前天津市已经形成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四大板块。

其中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形成了“东港口、西高新、南重化、北旅游、中

服务”五大产业板块，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心城区包括和平区、

河西区（市政府所在区）、南开区、河东区、河北区和红桥区，功能定位分别为

“金融和平”、“商务河西”、“科技南开”、“金贸河东”、“创意河北”和“商贸红

桥”，各区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产业占比高，投资需求较

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强；环城四区包括西青区、

北辰区、东丽区和津南区，受益于积极承接周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

大力发展新兴工业产业，各区经济总量均在全市处于中上游水平；偏远郊区包括

武清区、静海区、宝坻区、宁河区和蓟州区，发展起步较晚，其中武清区作为京

津冀三省市的交汇点，是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核心区和桥头堡，

近年来经济总量扩张较快、经济实力后来居上。 

 

 

 

 

 

 

                                                             
9 2018 年 1-8 月，天津市城乡社区支出为 985.0 亿元，同比增长 54.4%。 
10 2016 年 6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16〕98 号），同意撤

销蓟县，设立天津市蓟州区，以原蓟县的行政区域为蓟州区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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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天津市四大板块及外环线 

 

 

 

 

 

 

 

 

 

注：根据公开资料绘制 

（一）下辖各区经济实力分析 

天津市下辖各区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政策支

持，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心城区发展已较为成熟，经济增长

主要依靠消费驱动；环城四区工业基础较好，各区经济实力在全市排名靠前；

偏远郊区发展起步较晚，其中武清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地理衔接

点，经济实力后来居上。2017 年，各区经济增速均不同程度放缓。2018 年以来，

已获取相关数据的武清区、东丽区、和平区、静海区、蓟州区和河北区，经济

增速涨跌互现，其中蓟州区经济增速回升较快，其余五区经济增速仍维持较低

水平或负增长；除上述六区外，其余各区 2018 年以来相关经济数据未获取。 

受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功能定位以及区域政策等因素影响，天津市下辖各

区经济实力差异较大。其中，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和国家级新区，

经济总量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17 年统计口径由“注册地”改为“在地”，

调整 2016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为 6654 亿元，2017 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预计为

7000 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7.64%。除滨海新区外，2017 年其余

各区经济总量均处于 200 亿元至 1200 亿元之间，其中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作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地理衔接点，经济实力后来居上，当年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1160.91 亿元，位列全市第二位；环城四区中的西青区、北辰区和东丽区经

济总量次之，分别为 1072.67 亿元、1060.10 亿元和 989.92 亿元，分列全市第三

至第五位，津南区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9.62 亿元、位列全市第八位，经济

总量均大于 800 亿元；中心城区中的和平区、河西区和南开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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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61.21 亿元、849.82 亿元和 688.00 亿元，分列全市

第六位、第七位和第十位；偏远郊区中，宝坻区和静海区经济实力次于武清区，

当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40.20 亿元和 680.20 亿元，分列全市第九位和第十

一位；其余各区经济总量均小于 600 亿元，当年河东区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未获取，

宁河区、河北区、蓟州区和红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537.81 亿元、422.52 亿

元、397.07 亿元和 208.15 亿元，经济总量相对较小。 

从经济增速看，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除滨海新区、红桥区外）经济增

速均较上年有不同程度放缓。当年，滨海新区 2016 年同口径经济增速数据未获

取，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0%，增速高于全市水平；经济实力位列全

市第二位的武清区当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4%，增速较低，较上年下降 10.1

个百分点；环城四区中的西青区、北辰区和东丽区经济增速偏低，分别为 0.3%、

0.1%和 1.0%，分别较上年下降 10.3 个、10.7 个和 7.5 个百分点，津南区经济增

速较上年下降 10.8 个百分点至-2.8%；中心城区中，经济总量较小的红桥区经济

增速数据未获取，和平区、河西区、南开区、河东区和河北区经济增速分别为

6.3%、1.9%、5.0%、4.5%和-1.0%，分别较上年下降 2.1 个、6.4 个、3.5 个、3.5

个和 8.3 个百分点，除河西区和河北区外，其余三区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市水平；

除武清区外，偏远郊区中经济实力相对较强的宝坻区和静海区经济增速分别为

2.7%和 4.8%，分别较上年下降 10.1 个和 6.1 个百分点，其中静海区经济增速高

于全市水平，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宁河区和蓟州区经济增速分别为-2.6%和 1.2%，

分别较上年下降 10.0 个和 3.5 个百分点，其中宁河区经济增速为负。整体看，滨

海新区和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持续性总体较好。 

图表 10. 2016-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及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整理、绘制 

从经济发展结构看，滨海新区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发展；中心城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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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业为主，201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 80%11；环城四区经济发展对

工业的依赖度较高，2017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 50%；偏远郊区板块中，

武清区、静海区和宁河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宝坻区和蓟州区地区生产

总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2017 年均超过 50%，其中蓟州区以旅游业为

支柱产业、农业发展亦相对发达。 

从经济发展动力看，除中心城区经济发展以消费为主驱动力外，其余各区经

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驱动。2017 年，和平区、河西区、河北区和红桥区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0.0%、3.5%、3.3%和 4.4%，除和平区外，上述其他

三区消费增速高于全市水平，南开区和河东区相关数据未获取。2017 年，滨海

新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未获取，2016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为 4609.00 亿元（未调

整统计口径的数据），同比增长 9.6%；环城四区中北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未获

取，西青区、东丽区和津南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 12.5%、12.2%和 10.7%，

均处于较高水平，较上年均有所提高。偏远郊区中，2017 年武清区和宁河区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为负，分别为-9.4%和-15.8%，分别较上年下降 20.1 个和 19.1 个

百分点；静海区和蓟州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较上年下降 7.5 个百分点和 7.0

个百分点至 4.8%和 3.6%，仍高于全市水平；宝坻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年提

高 0.5 个百分点至 13.0%，保持较高水平。从进出口情况看，全市外贸进出口主

要集中在滨海新区，2017 年滨海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为 5440.07 亿元，占全市外

贸进出口的 71.14%；当年，滨海新区进口总额为 4694.49 亿元，同比增长 21.6%，

出口总额为 2952.36 亿元，同比增长 1.2%，仍保持逆差状态。其余各区进出口总

额规模均较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 

图表 11. 2016-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投资和消费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统计年鉴及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绘制 

2018 年上半年度，仅获取武清区、东丽区、和平区、静海区和蓟州区相关
                                                             
11 2017 年仅获取了和平区、河西区三次产业结构数据，上述两区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均超过 90%；南

开区、河东区、河北区和红桥区 2017 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未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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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数据，当期上述五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651.10 亿元、497.11 亿元、

469.49 亿元、376.27 亿元和 223.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8%、-0.5%、5.1%、4.3%

和 10.1%，除东丽区经济增速为负外，其余四区经济增速均高于全市水平（3.5%）；

同期，武清区和蓟州区经济增速分别较 2017年提升 2.4个百分点和 8.9个百分点，

蓟州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34.60 亿元，同比增长 17.4%；东丽区、和平区和静海

区经济增速分别较 2017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1.2 个百分点和 0.5 个百分点，当

期上述三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下降 24.4%、18.0%和 0.8%。 

2018 年前三季度，仅获取武清区、东丽区、静海区和河北区相关经济指标

数据，当期上述四区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932.08 亿元、705.43 亿元、513.97 亿

元和 353.7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1.2%、3.1%和 0.4%，增速均低于全市

水平，其中武清区、东丽区和静海区经济增速较上半年度均有所放缓。与 2017

年情况相比，武清区和河北区经济增速分别较 2017 年提升 0.5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东丽区和静海区经济增速分别较 2017 年下降 2.2 个百分点和 1.7 个百

分点。同期，东丽区和静海区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扩大，同比分别下降 30.9%和

25.5%。 

（二）下辖各区财政实力分析 

由于外环线以内地块收入纳入市财政，天津市中心城区近年来未实现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北辰区和东丽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偏小，上述 8 区财

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其余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贡献。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财政实力位于各

区首位；环城四区财政收入在全市排名靠前；偏远郊区财政实力内部有分化，

其中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财政实力较强，宁河区和蓟州区财政实力相对较

弱；中心城区受制于区域面积及地块收入纳入市财政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规

模均较小。 

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基金收入普遍增长，但大部分区域非税收入降幅

较大，当年仅环城的西青区、津南区和偏远郊区财政收入保持增长，其中西青

区基金收入增幅显著、成为该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余各区财政收入均同

比下降。同年，受刚性支出和城乡社区支出普遍扩张影响，天津市下辖大部分

区域财政收支缺口扩大，2017 年仅西青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合计能覆盖财政支

出合计，当年除和平区外的中心城区以及北辰区、东丽区财政收支自给能力相

对较弱。2018 年以来，已获取相关数据的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同程度

下降；全市成交土地出让金普遍降幅较大，仅环城的西青区、北辰区和津南区

成交土地出让金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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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地块出让收入纳入市财政，中心城区近年来未实现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财政收入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为主12，2017 年中心

城区上述收入在财政收入合计中占比均超过 99%；有相当一部分行政区域位于外

环线以内的北辰区和东丽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偏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及其补助收入在财政收入合计中占比亦超过 90%；其余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贡献，其中 2017 年西青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

政收入合计的贡献度超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剩余各区财政收入仍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其补助收入为主。2017 年，与全市财政收入情况相一致，

大部分下辖区非税收入呈负增长，仅西青区、津南区和武清区非税收入同比增长；

同年，环城四区中的西青区、津南区，以及偏远郊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不同

程度增长，带动当区财政收入增加，滨海新区、中心城区以及环城四区中的北辰

区和东丽区当年财政收入均不同程度下降。 

从财政收支平衡情况看，2017 年天津市大部分区域刚性支出和城乡社区支

出（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中城乡社区支出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城乡社区支出）保持

增长。当年，除西青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合计能覆盖财政支出合计，其余各区财

政收入合计无法覆盖财政支出合计、且大部分区域收支差额有所扩大。当年，得

益于基金收入大幅增长，西青区和津南区财政收入合计占财政支出合计的比重分

别为 116.51%和 107.96%，位列各区前两位；剩余各区该比重均小于 100%，其

中滨海新区、和平区和偏远郊区该比重均大于 85%，除和平区外的中心城区、北

辰区和东丽区该比重均处于 60%至 85%之间。 

图表 12. 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收入合计及收支平衡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整理、绘制 

 

 

                                                             
12 河北区 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数据未获取，采用 2016 年对应数据替

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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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滨海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2017 年为 528.97 亿元；武清区和西青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列全市第

2 位和第 3 位，2017 年分别为 128.00 亿元和 121.39 亿元，均大于 120 亿元；中

心城区受限于区域面积等因素影响，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处于 15 亿元至

60 亿元之间，规模相对较小，其中红桥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7.28 亿元，在各

区中排名垫底，其余五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大于 30 亿元；环城四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较大，除西青区外的其余三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处于

60 亿元至 85 亿元之间；偏远郊区财政实力有分化，除武清区外，静海区和宝坻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处于 60 亿元至 70 亿元之间，宁河区和蓟州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均在 25 亿元左右。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减变动看，2017 年滨海新区、津南区、静海区和宝

坻区税收收入保持增长，其中滨海新区和静海区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均大于 10%，

分别为 10.5%和 21.9%，增速较高；津南区和宝坻区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 6.7%

和 1.2%，增速较低。其余各区税收收入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中心城区税收

收入降幅均处于 10%至 30%之间，降幅较大；除津南区外的环城各区和除静海

区、宝坻区外的偏远郊区税收收入降幅均小于 10.5%，降幅较小。从非税收入变

动情况看，2017 年西青区、津南区和武清区非税收入保持增长，其中西青区非

税收入同比增长 23.5%，增速较高，津南区和武清区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在 9.5%

左右；其余各区非税收入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偏远郊区中的静海区、宝坻区和

宁河区降幅均小于 15%，环城四区中的北辰区非税收入同比下降 27.4%，剩余各

区非税收入降幅均大于 50%。综合上述因素，2017 年，除环城四区中的西青区、

津南区以及偏远郊区中的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上年持平

或保持增长外（增速均小于 10%），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同比下降，降

幅均超过 10%，其中滨海新区、环城区域中的北辰区和东丽区降幅小于 30%，

剩余各区降幅处于 30%至 55%之间。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看，2017 年，除非税收入保持增长的西青区、津

南区和武清区外，天津市其余各区税收收入占比均随非税收入下降被动提升。当

年，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税收收入占比均超过 70%；环城四区中东丽区税收收入

占比 84.5%，在全市排名第 3 位，仅次于中心城区中的南开区（89.2%）和河西

区（89.0%），上述 8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较好。其余各区 2017 年税收收入

占比均小于 70%，其中除宁河区税收收入占比为 38.6%外，剩余 7 区税收收入占

比均大于 50%。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税收能力看，受市级税收收入在全市占

比较高（2017 年为 38.2%）影响，天津市下辖各区（除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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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外）留存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小于全市水平，其中武清区该

比值为 7.5%，位列各区首位；宁河区和蓟州区该比值分别为 1.9%和 3.7%，位列

各区倒数一二位；其余各区该比值均处于 4.5%至 6.5%之间。 

图表 13. 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及增减变动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整理、绘制 

图表 14. 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税收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财政预决算报告等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与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构成相一致，天津市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

要集中于民生保障领域和城乡社区方面。2016 年，滨海新区、西青区、北辰区

和武清区城乡社区支出占比超过刚性支出。2017 年，滨海新区和西青区维持城

乡社区支出高于刚性支出，北辰区和武清区转为刚性支出占比超过城乡社区支出， 

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预算支出中刚性支出占比均较高。当年，除滨海新区、和

平区、河西区和河北区刚性支出小规模下降外，其余各区刚性支出均保持增长，

但增速均低于 25%；同年，除河西区、静海区城乡社区支出保持小规模扩张外，

其余各区城乡社区支出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南开区、津南区、宁河区和宝坻区

降幅小于 15%，剩余各区降幅均大于 25%。2017 年，天津市下辖大部分区域受

城乡社区支出缩减规模较大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下降，仅河西区、武清

区、静海区、宝坻区和宁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小幅增长或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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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情况看，2017 年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持平或保

持增长的西青区、津南区、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情况与上

年基本持平或有所提升外，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较上年不同程度下降。

同年，滨海新区，中心城区的和平区、河西区，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的武清区一

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大于 65%，处于较高水平；南开区、河北区、河东区、静海

区和宝坻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处于 55%至 65%之间；其余三区一般公共预

算自给率均低于 45%，其中红桥区和宁河区该数据在 43%左右，蓟州区该数据

为 32.6%，排名末位。 

图表 15. 2016-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整理、绘制 

2018 年以来，已获取相关数据的天津市下辖各区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呈

不同程度下降。2018 年 1-5 月，滨海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24.1%至

228.85 亿元，津南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13.6%至 27.62 亿元。2018 年上

半年度，蓟州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9.1%至 13.73 亿元。2018 年前三季

度，河北区、东丽区、武清区和静海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29.7%、

27.3%、5.0%和 25.3%，当期上述四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22.60 亿元、45.08

亿元、91.20 亿元和 44.12 亿元。2018 年以来，武清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较

小13，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降幅均超过 10%。 

2.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从土地成交情况看，2017 年滨海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位列天津市各区首位；

中心城区成交土地出让金总体大幅下降；环城四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升

降参半。当年，滨海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增长 9.6%至 257.88 亿元；中心城

区中，除红桥区土地出让金保持增长外，其余各区土地出让金均呈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和平区、河东区和南开区降幅较大，同年中心城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合计同比

                                                             
13 2018 年前三季度，武清区税收收入为 65.50 亿元，同比增长 3.9%；同期，该区非税收入为 25.70 亿元，

同比下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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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50.1%至 212.35 亿元；环城四区中西青区、北辰区、东丽区和津南区成交土

地出让金分别为 176.26 亿元、69.13 亿元、97.25 亿元和 41.97 亿元，规模均大于

4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5%、-43.8%、44.9%和-68.2%，除东丽区土地出让金同

比增长外，其余三区土地出让金均同比下降，其中北辰区和津南区土地出让金降

幅较大；偏远郊区中，武清区、宁河区和蓟州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大幅增长，增幅

均超过 130%，分别较上年增加 132.16 亿元、18.52 亿元和 28.18 亿元至 194.20

亿元、19.14 亿元和 48.38 亿元，其中宁河区土地出让金规模较小，当年宝坻区

成交土地出让金较上年下降 2.8%至 66.80 亿元，静海区成交土地出让金较上年大

幅下降 30.0%至 44.28 亿元。 

由于外环线以内地块出让收入纳入市财政，近年来天津市中心城区未实现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东丽区和北辰区基金收入规模较有限。2017 年，西青区、

滨海新区和武清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253.31 亿元、177.55 亿元和

146.70 亿元，规模均超过 140 亿元，分列全市前 3 位，同比分别增长 274.0%、

28.2%和 282.5%，其中西青区和武清区增幅显著；津南区、静海区和宝坻区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73.73 亿元、67.20 亿元和 70.55 亿元，规模均处于 65 亿

元至 75 亿元之间，同比分别增长 91.9%、167.4%和 22.0%；蓟州区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为 37.34 亿元，同比增长 94.9%；其余 3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小于

15 亿元，其中宁河区为 11.36 亿元，较上年增加 10.78 亿元，东丽区和北辰区分

列各区后两位，分别为 7.22 亿元和 3.81 亿元。 

与全市情况相一致，天津市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以城乡社区支出为

主，当年除北辰区城乡社区支出较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各区城乡社区支出普遍

增长。同年，天津市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均同比增长，其中除北辰区增

幅为 3.9%外，其余各区基金支出增幅均超过 50%。由于政府性基金预算城乡社

区支出增幅普遍较大，抵消一般公共预算城乡社区支出缩减影响，大部分地区城

乡社区支出总体扩大。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自给情况看，除中心城区、东丽区

和北辰区外，其余各区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均超过 90%，当年天津市

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均小于 1 亿元。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西青区、津南区、除宁河区以外的偏远郊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均较大，2017年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超过90%，

其中西青区和蓟州区该比值分别为 208.7%和 147.4%，其余各区该比值均小于

120%；宁河区和滨海新区该比值分别为 43.4%和 33.6%；基金收入规模偏小的东

丽区、北辰区该比值分别为 11.8%和 4.7%，处于较低水平；中心城区未实现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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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2017 年天津市下辖各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整理、绘制 

2018 年前三季度，滨海新区、中心城区和偏远郊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均呈不

同程度下降。当期，滨海新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 35.7%至 118.85 亿元；中

心城区成交土地出让金 27.29 亿元，集中于南开区，同比下降 81.0%；偏远郊区

成交土地出让金 154.57 亿元，同比下降 35.6%，其中除静海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同

比增长 3.4%至 41.17 亿元外，其余 4 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均同比下降，武清区、宝

坻区、宁河区和蓟州区成交土地出让金分别为 46.65 亿元、38.33 亿元、11.07 亿

元和 17.35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49.4%、32.0%、16.4%和 54.7%，降幅均较大。

同期，环城四区成交土地出让金为 439.07 亿元，同比增长 27.1%，其中除东丽区

成交土地出让金同比下降 27.5%至 62.40 亿元外，西青区、北辰区和津南区成交

土地出让金均保持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20.1%、98.2%和 48.1%至 179.23 亿元、

135.54 亿元和 61.91 亿元。从基金收入实现看，2018 年上半年度东丽区实现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 27.77 亿元，同比增长 920.9%，或与区域内环线外成交土地较多

有关。 

图表 17. 天津市下辖各区 2016 年以来土地出让金及 2017 年基金收入实现情况 

 

注：根据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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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津市及下辖各区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

控；但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巨大，区域内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重。从

下辖各区债务情况看，滨海新区、东丽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最重，北辰区、宁

河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同时上述四区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偏重；此外，

蓟州区、津南区和武清区城投企业债务负担亦偏重；西青区、静海区和宝坻区

政府债务及城投企业债务偿付压力均可控；中心城区无存续城投企业，同时政

府债务负担均较轻。现阶段，天津市仍需解决渤海钢铁集团和天房集团等债务

危机，区域融资环境仍承压，不利于债务周转。 

（一）天津市政府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政府债务以专项债务为主，2017 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3423.98 亿元，位列各省级行政地区第 23 位，较上年增加 511.24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1333.33 亿元，占比 38.94%，较上年增加 220.58 亿元；专项债务

余额 2090.65 亿元，占比 61.06%，较上年增加 290.66 亿元。从资金来源看，2017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债券，全省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

3135.03 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 91.56%。与地方财力相比，2017 年末全市

政府债务余额是其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83.76%；与地区生产总值相比，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是其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18.41 %，低于全国水平（36.21%）。

整体看，天津市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政府债务限额看，2017 年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3463.00 亿元，当年

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政府债务限额。2018 年天津市政府债务限额为

4133.50 亿元，新增债务限额为 670.50 亿元。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 837.60 亿元，其中置换债券 226.84 亿元、新增债券 558.47 亿元、再融

资债券 52.29 亿元，新增债券额度在限额范围内。截至 2018 年 9 月末，天津市

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 3920.24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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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2017 年末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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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看，天津市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末带

息债务余额为 1.42 万亿元，与政府债务规模相比，是 2017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

额的 4.16 倍；与地方财力相比，是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3.28 倍；与地区生产

总值相比，是 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的 76.6%。同时考虑到区域内仍存在渤海钢

铁集团、天房集团等债务危机15需解决，天津市面临的债务压力重。2017 年末，

上述城投债存续企业发行债券余额为 0.36 万亿元，是其带息债务余额的 25.30%，

其中中期票据余额 0.13 万亿元、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0.12 万亿元、企业债余

额 0.06 万亿元、私募债及短券余额 0.06 万亿元。2018 年 9 月末，上述城投债存

续企业发行债券余额为 0.39 万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7.14%，主要系中期票据

余额增加所致，当期末中期票据余额为 0.16 万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25.76%。

整体看，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相比，天津市存续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巨大，该

部分偿付压力偏重。 

从城投债发行情况看，受行业信用政策收紧、区域内信用危机事件等因素影

响，投资者对天津市城投企业风险偏好进一步分化，AA+及 AA 级别城投企业融

资规模大幅下降，资金向 AAA 级别城投企业集聚。2018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城

投债发行总额为 986.50 亿元，同比增长 75.22%，其中 AA 级别、AA+级别和 AAA

级别城投企业债券发行总额分别为 30.00 亿元、86.00 亿元和 870.50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69.70%、-27.12%和 151.59%。当期，AA 级别城投企业债券发行以 270

天短期融资券为主，该券种平均发行利率较上年同期提升 58 个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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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根据公开资料，渤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渤海钢铁”）负债为 1920 亿元；2017 年末天津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房集团”）负债总额为 1943.81 亿元，其中带息债务为 1248.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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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9. 各省市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 Wind，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下辖各区债务状况分析 

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级和滨海新区，2017 年末余额分别为

1376.50 亿元和 1146.13 亿元，合计占全市政府债务余额的 73.68%；中心城区政

府债务余额均小于 35 亿元；环城西区和偏远郊区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 50 亿元至

120 亿元之间，其中西青区、北辰区、东丽区、武清区、静海区和宝坻区政府债

务余额均大于 75 亿元，津南区、宁河区和蓟州区政府债务余额均小于 65 亿元。

与地方财力相比，滨海新区、北辰区、东丽区和宁河区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重，

2017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是其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139.85%、105.59%、

115.30%和 95.30%，均大于 95%；红桥区和蓟州区该比值分别为 64.88%和 63.70%，

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次之；其余各区该比值均小于 55%，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相对较

轻。 

图表 20. 天津市下辖各区政府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新世纪评级整理、绘制 

从城投企业分布看，天津市城投企业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存续城投

企业个数均大于 7 个（剔除子公司）；中心城区无存续城投企业；其余各区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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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企业个数均为 1 至 2 个。从级别分布看，AAA 级别城投企业分布于市级和

滨海新区；除津南区外的环城区域，以及偏远郊区的武清区、静海区存续城投企

业最高信用等级为 AA+级别；津南区、宝坻区、宁河区和蓟州区存续城投企业最

高信用等级为 AA 级别。市级和滨海新区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7 年

末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 0.63 万亿元和 0.47 万亿元，合计占全市存续城投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的 77.39%；东丽区、武清区、津南区和蓟州区存续城投

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规模次之，分别为 803.74 亿元、583.87 亿元、462.05

亿元和 419.88 亿元；其余各区存续城投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均小于 400

亿元。 

与地方财力相比，除西青区、静海区和宝坻区 2018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

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小于当区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外，其余各区存续城投

企业 2017 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均为当区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180%以上，其中

东丽区、滨海新区该比值均大于 500%，城投企业偿债压力最重；蓟州区和宁河

区该比值均处于 300%至 500%之间，城投企业偿债压力次之；津南区、北辰区

和武清区该比值均处于 180%至 300%之间，城投企业偿债压力亦较重。 

与带息债务相比，天津市存续城投债规模相对较小，仍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

海新区，2018 年 9 月末上述两区城投债存续余额分别为 0.19 万亿元和 0.12 万亿

元，合计占全市城投债存续余额的比重为 81.89%；武清区和东丽区城投债存续

余额规模次之，分别为 197.00 亿元和 152.20 亿元；其余各区城投债存续余额均

小于 75 亿元。与地方财力相比，滨海新区和东丽区 2018 年末 9 月末城投债存续

余额是当区 2017 年财政收入合计的 148.28%和 178.12%，城投债偿付压力较重；

其余各区该比值均小于 75%，其中西青区、静海区和宝坻区该比值小于 20%，

城投债偿付压力较轻。 

图表 21. 天津市下辖各区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及偿付压力情况 

 

数据来源：天津市下辖各区财政预决算报告、Wind 等公开资料，新世纪评级整理、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