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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9） 

公共融资部  张雪宜 

经济实力：浙江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是全国以制度创新为

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2018 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2 万亿元，

人均 GDP 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9.86 万元和 4.58 万元，分别列全国第四、第

五和第三。在民营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近年浙江省持续推进“数据强省”建设及

“智能制造”行动计划，电子信息、电气机械以及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

务、数字贸易等快速发展。全省产业结构逐步向先进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转变。

2018 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5548 亿元，同比增长 13.1%，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14.5%。同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1.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17 大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为 6.0%，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1.3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4.0 和 3.1 个百分点。总体看，浙江省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 7.1%和 6.6%，虽小幅

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浙江省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的协同拉动。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全省投资增速先降后升，消费及进出口增速有所放缓，但

目前来看三者增速相对均衡。在动能转换过程中，各地级市经济增长有所区别。

2018 年以来杭州、宁波等产业强市的地位依然稳固，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

为 1.35 万亿元和 1.07 亿元，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计的 42.98%，宁波新步

入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行列；温州、嘉兴经济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温州经济增速均位于全省前三，同期嘉兴市经济体量位次

呈上升态势；绍兴经济增长有所企稳，增速得以维持上年水平；丽水和湖州后发

力量较足，经济增速相对显著，分别以 8.2%和 8.1%的水平列 2018 年增速前两

位；衢州经济增速尚好，但持续增长动力仍需巩固，各年间三大需求的增长存在

较大波动；台州和舟山 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变动较大；金华经济

增速总体弱化。 

财政实力：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近年来增势良好。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6598.21 亿元和 6009.04 亿元，分别

增长 11.1%和 8.1%，税收比率均处于 84%以上。同期，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分

别为 8736.56 亿元和 7123.92 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32.7%和 13.5%。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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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较高增速及质量，其中杭州市和宁波市的收入规模优势依然显著，2018 年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825.06 亿元和 1379.69 亿元；嘉兴市收入提升及税收比

率的表现较为突出，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和税收比率分别为 16.85%和

91.30%，分别列全省第二和第一；而金华市收入增速相对最缓，2018 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速为 9.76%；舟山市税收比率出现明显降幅，2018 年以 69.78%的

水平居于全省末位，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期，各地级市自给水平

存在一定分化，浙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总体优于浙南地区。2019 年以来，

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仍实现增长，湖州市和温州市增速进一步

提升，其余地级市增速较 2018 年有所放缓。 

近两年，浙江省地级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大幅增长，其已成为各地财力

的重要构成。2018 年除宁波市和绍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小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其余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占主导地位。从规模看，杭州市基金收入

量依然遥遥领先，2018 年为 3070.98 亿元；从增速看，2018 年仅温州市呈现负

增长，其余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仍处于高速区间，但增幅较 2017 年有明显

收窄。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近半数地级市土地成交额转为同比减少状态，

预计后续相关收入的高增速状态将有所弱化。 

债务状况：2018 年以来由于土地储备、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

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政府债务有所增长，新增债券是主要增量。2018 年末，

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0794.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和专项债

务分别占 53.8%和 46.2%，低于当年全省债务限额 11630.00 亿元。从地级市分布

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政府债务负担相对较轻，但其中，相较于经济体

量位次，温州市区、绍兴市和台州市的政府债务负担略显偏重；嘉兴市得益于财

力的快速增长，2018 年债务与财力的相对指标继续优化；而丽水市、衢州市、

舟山市和湖州市政府债务压力相对较大。 

浙江省城投债发行规模位于全国前列，2018 年以来发行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为 2027.00 亿元和 2080.50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50.18%和 40.82%。其中，嘉兴市和宁波市是发行额持续增长

最显著的地区，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发行额合计分别为 639.4 亿元和 639.9

亿元；杭州市和绍兴市增速波动较明显，但仍属发债大市，2018 年及 2019 年前

三季发行额合计分别为 676.8 亿元和 588.4 亿元；金华（义乌）发行也相对活跃，

2018 年城投债发行额为 314.5 亿元，但 2019 年前三季度发行有所减少，同比减

少 31.68%至 164.3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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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湖州市、绍兴市和舟山市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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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浙江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也是全国以制度创新为主导的市

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在民营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近年浙江省持续推进“数据

强省”建设及“智能制造”行动计划，电子信息、电气机械以及科技服务、现

代物流、金融服务、数字贸易等快速发展。全省产业结构逐步向先进的工业经

济、数字经济转变，经济增长逐步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的协同拉

动。2018 年以来，浙江省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经济增速虽小幅放缓，但仍处于

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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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保持了经济

与富民大省的地位，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2018 年，浙江省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62 万亿元，保持位列全国1第四，同比增长 7.1%，增速高于

全国水平 0.5 个百分点，但较 2017 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人均 GDP 为 9.86 万元，

为全国水平的 1.53 倍，居北京、上海、天津、江苏之后，位列全国第五位；居

民可支配收入为 4.58 万元，是全国水平的 1.62 倍，位列全国第三位。2019 年前

三季度，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0.9 个百分点。 

图表 1. 2009-2018 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09-2018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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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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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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评级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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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持续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2018

年，浙江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1967 亿元，增长 1.9%；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2.35

万亿元，增长 6.7%；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 3.07 万亿元，增长 7.8%。三次产业结

构由 2017 年的 3.7:43.0:53.3 调整为 3.5:41.8:54.7，三产比重进一步提高，当年三

次产业对 GDP 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 1.0%、42.8%和 56.2%。2019 年前三季度，

浙江省三次产业增速较 2018 年同期均有所放缓，全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1330

亿元，增长 1.7%；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 1.78 万亿元，增长 5.7%；实现第三产业

增加值 2.40 万亿元，增长 7.6%。 

近年来，随着“数据强省”建设及“智能制造”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电子

信息、电气机械，以及科技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数字贸易等生产性服务

业快速发展，为浙江省产业增长带来良好动力。浙江省产业结构处于逐步向先进

的工业经济、数字经济转化的阶段。2018 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5548

亿元，同比增长 13.1%，对经济现价增长的贡献率为 14.5%。同年，浙江省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1.47 万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7.3%。其中，17 大传统制造业

增加值增速为 6.0%，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1.3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装备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12.8%、40.7%

和 29.6%，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7、4.0 和 3.1 个百分点。 

此外，浙江省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制度创新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地区，

多年来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发展优势，民营经济成为推动全省

经济发展的突出力量。2018 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超过 3.6 万亿元，占全省

GDP 的比重约达 65.5%；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增加值的比重、民间投资

的比重、民营企业出口的比重分别达 60.5%、63.1%和 78.0%。在 2018 年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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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浙江省上榜企业为 93 家，连续 20 年居全国第一。 

浙江省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从具体产业布局看，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化

工等为其优势工业产业，商贸、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产业亦占有重要地位。从传

统产业看，浙江省享有发展成熟的特色区域经济，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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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很强的市场

影响力。从新兴产业看，浙江省正以产业集聚区、高新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科

技城、开发区为载体，围绕网络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和数字创

意等五大领域，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

特色产业集群。2018 年，全省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

经济增加值约为 1.4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较 2017 年进一步提高 0.8 个百分点

至 24.9%。 

从三大需求看，浙江省的经济增长处于主要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

口协同拉动的阶段。2018 年浙江省投资、消费及进出口增速有不同程度放缓，

但三者增速相对均衡。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投资增速出现较明显的回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则继续放缓。 

2018 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1%，增速延续了上年的下滑态势，

较 2017 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但其中，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装

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7.7%、10.1%、22.6%和 9.6%，增速仍高于投资的总体增

长水平。2018 年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增

速较 2017 年下降 1.6 个百分点。从主要限额以上消费品类别看，当年日用品、

粮油及食品类、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增速同比有较明显的提升，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增速基本维持，而五金、电料类商品消费增速明显下降，汽车类消费转为

负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 2018 年同期提升 3.2 个

百分点至 10.1%，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 2018 年同期下滑 1.2 个百分点至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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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有所下滑，但在全国的出口份额仍有上升。2018 年

浙江省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2.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增速较 2017 年下降 3.9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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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2.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增速在沿海主要省市2中列

第一位，出口占全国的份额为 12.9%，较 2017 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进口 0.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0%，增速保持沿海主要省市第一位。但考虑到浙江省进口

市场主要为东亚及欧盟，出口市场主要为欧盟和美国，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浙

江省所处外贸环境仍存在一定变动因素。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进出口增速

仍放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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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万

亿元，增速较 2018 年同期下滑 6.2 个百分点至 6.3%。 

图表 3. 2011 年以来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支出法）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浙江省统计年鉴，新世纪评级整理 

（二）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且近年来增势良好，但其中土地收益的助

推影响未来或将有所弱化。2018 年，全省以税收收入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速进一步提升，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虽较

2017 年有所下滑，但其规模依然呈大幅扩张状态，仍是当期综合财力快速增长

的主要推动因素。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

入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放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和相应安排的支出

同比已呈负增长。 

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且近年来增势良

好。2018 年全省综合财力为 1.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86%，继续保持了 20%以

上的高增幅。其中，以税收收入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进一步提升，以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虽较 2017 年有所下滑，但其

规模依然呈大幅扩张状态，仍是当年综合财力实现较大增幅的主要推动因素。 

                                                             
2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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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2016-2018 年浙江全省和省本级综合财力规模及结构情况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全省  省本级

综合财力（亿元）  12371.18 657.18 16037.45 581.56 19543.41 837.16

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亿元）  7824.68 596.19 8956.97 540.44 10288.98 767.1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301.98 347.90 5804.38 323.83 6598.21 310.97

政府性基金财力（亿元）  4498.14 47.05 7034.40 25.94 9190.79 40.70

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3930.06 102.29 6593.00 64.55 8736.56 82.0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力（亿元）  48.36 13.94 46.08 15.18 63.65 29.34

        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4.38 28.65 65.50 27.67 81.28 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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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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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比率维持在 85%左右，收入持续性和质量较好。2018 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6598.21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11.1%3，其中税收收入为 5586.63 亿元，

税收比率为 84.67%，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根据《浙江省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8 年浙江省增值税为 2403.63 亿元，增长 9.6%，其中

主要受减税政策影响，制造业增值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值税增

幅相对较小，分别为 3.2%和 5.7%，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增值税仍实现高速增长，增幅分别为 15.8%、34.3%和 27.4%；企业所得税为 972.36

亿元，增长 11.8%，其中批发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

业企业所得税增速较为显著，分别为 19.0%、29.2%、49.3%；个人所得税为 465.86

亿元，增长 14.3%，其中工资薪金所得是增收主要动力，增长 21.3%，带动个人

所得税增长 10 个百分点；其他税收收入中，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房产

类税收增幅较大，分别为 19.4%、18.4%和 18.6%。2018 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为8629.53亿元，较2017年增长13.1%4，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76.46%，

较 2017 年下降 0.62 个百分点。在支出结构方面，2018 年浙江省刚性支出5占比

53.34%，民生支出6占比 38.23%。从主要支出科目看，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

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农林水、住房保障支出增速为个位数，其余主要领域

支出呈两位数增长，其中城乡社区、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支出增速在 20%以上，

分别为 27.3%、22.1%和 25.1%。 

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6009.04 亿元，增长 8.1%7，

                                                             
3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剔除按规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

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 
4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

排的支出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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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支出。 
7  数据来自浙江省财政厅网站《浙江省 2019 年前三季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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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 5071.94 亿元，占比处于 84.41%的较优水平。当期浙江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为 7285.7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 82.48%，优于 2018 年全年水

平。 

图表 5.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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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以来浙江省土地出让市场保持较高热度。

2018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32.7%8至 8736.56 亿元，增速虽较 2017 年

下降 36.2 个百分点，但仍属高水平。同年，政府性基金支出相应增长，全省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9020.03 亿元，增长 36.3%9。2019 年前三季度，全省实现政

府性基金收入 7123.92 亿元，增长 13.5%10，同期政府性基金支出 7396.59 亿元，

增长 12.5%，收支增速较 2018 年同期明显放缓，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和相应安排的支出分别同比减少 3.1%和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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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省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平稳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在 2017 年明显下降后有所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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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浙江省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10.97 亿元，增长 7.1%11，其中税收

收入 156.68 亿元，增长 10.1%，非税收入 154.29 亿元，增长 3.7%；省级一般公

                                                             
8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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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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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前三季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1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剔除改革在杭金融企业财政管

理体制和按规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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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预算支出 576.95 亿元，增长 10.6%12。此外，2018 年浙江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收入 679.76 亿元（新增债务 332.00 亿元、置换债券 173.51 亿元和再融资债券

174.25 亿元），成为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的主要来源，同年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还本支出 4.45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641.51 亿元。2018 年，浙江省省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82.06 亿元，增长 28.4%13；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95.03 亿

元，下降 6.4%14，主要系交通运输支出减少的影响。此外，2018 年浙江省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为 982.18 亿元（新增债券 719.60 亿元、置换债券 115.19 亿元

和再融资债券 1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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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18 亿元（新增债券 641.60 亿元、置换债券 115.19 亿元和再

融资债券 1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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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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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已明确将着力推动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2018

年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以杭州湾经济区为核心，联动象山港、三门湾、台州湾、

乐清湾、温州湾等湾区，涉及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

州等市，计划打造钱塘新区、宁波前湾新区、绍兴滨海新区和湖州南太湖新区等

平台；大花园建设开局良好，以衢州、丽水为核心区，推广“诗画浙江”品牌；

大通道建设加快，大都市区能级提升，杭绍甬一体化加快推进，宁波舟山一体化、

湖州嘉兴一体化有望加强。 

 

 

 

 

                                                             
12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剔除盘活存量安排省级融资担

保公司资本金等因素。 
13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14  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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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8 年“一体两翼”区域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比较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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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2 1229 17002 31726 1219 19006 34361 1317 20748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6794 1311 11361 17246 1450 12327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3829 457 7685 15280 506 8522 15460 537 9011

进出口总额（亿元） — — — 17417 783 7412 19098 1136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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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以来，浙江省下辖各市中，杭州、宁波等产业强市的地位依然稳固；

温州、嘉兴经济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绍兴经济增长有所企稳；湖州和丽水后

发力量较足，经济增速相对显著；衢州经济总体增速尚好，但持续增长动力仍

需巩固；台州和舟山经济增速波动较大；金华经济增速总体弱化，持续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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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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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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但得益于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发展潜力大。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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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相关经济指标比较 

序号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亿元） 

1 杭州市 13,509.00 6.7 10.8 5,715.00 

2 宁波市 10,745.46 7.0 3.6 4,154.93 

3 温州市 6,006.20 7.8 8.1 3,337.10 

4 绍兴市 5,417.00 7.1 1.9 2,008.00 

5 台州市 4,874.67 7.6 8.1 2,366.88 

6 嘉兴市 4,871.98 7.6 7.7 1,938.59 

7 金华市 4,100.23 5.5 4.5 2,253.00 

8 湖州市 2,719.00 8.1 6.2 1,297.24 

9 衢州市 1,470.58 7.2 4.3 717.46 

10 丽水市 1,394.67 8.2 3.0 682.91 

11 舟山市 1,316.70 6.7 7.5 5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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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的情况看，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排序与 2017年一致。其中，

经济总量超万亿元的城市由一个增至两个，2018 年杭州和宁波地区生产总值分

别为 1.35 万亿元和 1.07 万亿元，显著领先于其他地级市，两者经济总量合计占

各地级市合计的 4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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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其中温州市及绍兴市相对领先，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6006.20 亿元和 5417.00 亿元，其余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处

于 4000 亿元和 5000 亿元之间，其中台州市和嘉兴市的经济体量基本相当，均领

先于金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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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2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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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 亿元左右，其中舟山市以 1316.70 亿元的

经济总量居于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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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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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丽水市以 8.2%的水平取代舟山位列浙江省地级市

经济增速的首位，湖州市亦呈现相对较高的增速，以 8.1%的水平位列第二位；

此外，温州市、台州市、嘉兴市、衢州市经济增速同在全省水平（7.1%）之上；

绍兴市增速与全省水平持平；宁波市、杭州市、舟山市和金华市经济增速低于全

省水平，其中金华市以 5.5%的水平继 2017 年后再次列于末位。从经济增速变动

看，2018 年除丽水市经济增速较 2017 年上升、绍兴市经济增速维持外，其余地

级市经济增速均有所放缓。具体来看，2018 年丽水市经济增速较 2017 年提升 1.4

个百分点；舟山市经济增速的放缓程度最为显著，较 2017 年下降 2.1 个百分点

至 6.7%，杭州市和金华市的增速放缓亦相对明显，增速分别同比下降 1.3 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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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分别为

14.02 万元和 13.26 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9.86 万元；此外，舟山市、绍兴

市和嘉兴市的人均指标也处于较高水平，2018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11.25

万元、10.79 万元和 10.39 万元，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各地级市 2018 年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衢州市、温州市和丽水市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与全省水平的差距较为显著，2018 年分别低于全省水平 3.17 万元、3.35 万

元和 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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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情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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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各地级市内外需总量基本实现增长，但增速总体较

2017 年趋缓。其中，投资及进出口总额的增速波动较大，消费增速变化相对平

缓。投资方面，2018 年杭州及宁波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其余地区投资增速较 2017

年存在 3.8-9.2 个百分点下降；消费方面，除绍兴市和丽水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速基本维持外，其余地区存在 0.9-4.3 个百分点的下降；进出口总额方面，

2018 年舟山市进出口增速大幅上升，温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和宁波市进出口

增速小幅上升，其余地区进出口增速存在 5.2-18.5 个百分点的下降。 

图表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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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杭州市增速较 2017 年回升 9.4 个百

分点至 10.8%，列浙江省各地级市第一，也是全省唯一投资增速达两位数的城市；

温州市、台州市、嘉兴市和舟山市投资增速较 2017 年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增速

分别为 8.1%、8.1%、7.7%和 7.5%，仍高于全省水平（7.1%）；其余地级市投资

                                                             
15  丽水市 2018 年末常住人口以户籍人口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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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处于全省水平之下，绍兴市、丽水市和宁波市投资增速处于低水平，2018

年分别为 1.9%、3.0%和 3.6%，其中绍兴市和丽水市也是全省各市中投资增速放

缓最显著的地区，增速同比降幅分别为 9.2 和 8.5 个百分点，宁波市投资增速较

2017 年回升 0.1 个百分点，但回升幅度有限。 

而同期，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房地产投资仍较为活跃，除舟山市房地产投资出

现负增长、丽水市房地产投资中低速增长外，其余地区房地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

态势。2018 年，湖州市、衢州市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 73.8%和 59.9%，列各地

级市增速前两位；金华市、台州市和嘉兴市房地产投资增速亦处于高水平，处于

30%-45%；绍兴市、宁波市、温州市、杭州市房地产投资增速相对平稳，在

12.2%-17.7%区间，但也属较高水平；丽水市房地产投资增速为 6.2%，是正增长

城市中增速最低的地区，而舟山市房地产投资同比减少 10.5%，较 2017 年下降

32.3 个百分点，波动较大。 

图表 12. 2017-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房地产投资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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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保持增长，但除

绍兴、丽水当年增速微幅提升外，其余地级市增速较 2017 年均有所放缓。具体

来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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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5.00 亿元、4154.93 亿元和 3337.10 亿元，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居

规模末三位，分别为 717.46 亿元、682.91 亿元和 536.90 亿元。总体看，当年各

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排名与经济总量排名序列相近，其中台州市、金华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名次高于其在 GDP 序列的名次，而绍兴市和嘉兴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名次低于其在 GDP 序列的名次。2018 年，各地级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差异较 2017 年有所扩大。丽水市和绍兴市 2018 年增速

均较 2017年提升 0.1个百分点，是增速得以提升的两个城市，其中丽水市以 11.4%

的水平继续位列第一；金华市 2018 年增速较 2017 年下降 4.3 个百分点至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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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年增速放缓最显著的城市，也是增速最低的城市。 

进出口方面，2018 年浙江省地级市外贸业绩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较

2017 年有所放缓。具体来看，除衢州市外，其余地级市当年进出口额均呈正增

长。其中，宁波市凭借港口等优势以 8576.30 亿元的规模保持全省第一，继续显

著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杭州市（5245.00 亿元）和金华市（3769.00 亿元）。

2018 年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温州市、舟山市进出口总额分列全省第四至

第八位，在 1000-3000 亿元，舟山市扭转了 2017 年负增长的局面，进出口增速

大幅提升至 44.9%，进出口总额突破千亿元。湖州市、衢州市和丽水市的进出口

总额不超过 1000 亿元，列全省末三位，但其中衢州市增速波动较大，2017 年其

以 29.3%的进出口增速列全省第一，但 2018 年转为负增长，当年增速为-4.5%。 

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数据，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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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3 亿元的优势超越台州市，规模

排名较 2018 年上升 1 位至全省第五。增速方面，舟山市经济增速回升至 8.6%，

列增速第一，温州市和丽水市增速同位于 8%以上，也属于较高水平。台州市经

济增速放缓至 4.1%，列全省末位。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保持较高增速及质量，其中

杭州市和宁波市的收入规模优势依然显著，嘉兴市收入提升及税收比率的表现

较为突出，而金华市收入增速相对最缓，舟山市税收比率出现明显降幅；同期

各地级市自给水平存在一定分化，浙北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总体优于浙南

地区。2019 年以来，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实现增长，湖州市和

温州市增速进一步提升，但绝大多数地级市增速较 2018 年有所放缓。 

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异影响，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

模存在分化。2018 年，杭州市和宁波市依然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当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825.06 亿元和 1379.69 亿元，分列第一和第二位；嘉兴市、

温州市和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为相近，2018 年约为 500 亿元，其中嘉兴

市于 2017-2018 年分别先后超越绍兴市和温州市，2018 年以 518.55 亿元的水平

上升成为第三名，温州市和绍兴市分列四、五位；台州市、金华市和湖州市分列

第六至第八位，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431.80 亿元、392.62 亿元和

287.10 亿元；舟山市、丽水市和衢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有限，其中丽水市

和衢州市财力较为相近，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30.01 亿元和 128.10

亿元，舟山市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46.02 亿元，规模名次优于其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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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16来看，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基本实现快速增长，除金华市外，其余地级市增速均超过 10%；除宁波市外，其

余地级市增速较 2017 年有进一步提升。湖州市以 20.92%的水平位居全省第一，

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舟山市、丽水市和衢州市的增速较为相近，在 15%-17%

区间；台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和金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于各市末四

位，其中金华市增速最低，为 9.76%。 

图表 13. 2017-2018 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及自给率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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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浙江省下辖各市总体继续保持较高的

财政收入质量，除舟山外，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处于 80%以上。

其中，嘉兴市以 91.30%的税收比率水平继续位列第一，杭州市以 90.47%的水平

保持第二；金华市、台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次之，税收比率处于 85%以上；湖

州市税收比率为 83.90%，继 2017 年名次下降两位后再次下降两位至第七，与衢

州市、绍兴市和丽水市同处第三梯队，但该梯队城市 2018 年税收比率仍处于 80%

以上；舟山市以 69.78%的水平居于最末，其税收比率较 2017 年出现明显下降，

降幅达 6.38 个百分点，与其他地级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2018 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

率差异明显，嘉兴市和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高，超过 100%；绍兴市和

宁波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高，处于 85%以上；其他各市低于 75%，湖州市、

金华市、台州市、温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等有一定依赖，自给

率处于 50%-75%区间，而舟山、衢州、丽水三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低，分

别为 47.33%、35.99%和 30.09%，预算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的依赖度高。 

                                                             
16  该部分内容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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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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 2017-2018 年浙江省内各地级市税收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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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8 月，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仍实现增长，湖州市和温州市增速进一步提升，但绝大多数地级市增速较 2018

年有所放缓。其中，杭州市及宁波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1604.2 亿元和

1118.7 亿元，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衢州市和丽水市分别以 100.9 亿元和 99.2 亿元

的收入规模列末两位。同期，湖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最高，处于 20%

以上，温州市、嘉兴市和杭州市增速也较高，处于 14%以上，台州市和宁波市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相对偏低，分别为 1.5%和 3.3%。 

2.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17 

近两年，浙江省地级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总体实现持续大幅增长，其已成

为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2018 年除宁波市和绍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小于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其余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占主导地位。从规模看，

2018 年杭州市基金收入量依然遥遥领先；从增速看，2018 年仅温州市呈现负增

长，其余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仍处于高速区间，但增幅较 2017 年有明显收

窄。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近半数地级市土地成交额转为同比减少状态，预

计后续相关收入的高增速状态将有所弱化。 

近两年来，浙江省地级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总体实现持续大幅增长，其已成

为各地财力的重要构成。从绝对规模看，杭州市 2018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3070.98 亿元，位列第一，规模显著大于其余地区；宁波市、嘉兴市和温州市政

府性基金收入分列二至四名，2018 年分别为 999.24 亿元、835.81 亿元和 812.90

亿元，其中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 13.56%，其规模排名较 2017 年下降

两个位次；金华市、湖州市、台州市和绍兴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也相对较大，

2018 年处于 400-700 亿元区间；衢州市和舟山市分列末两位，收入规模分别为

                                                             
17  该部分分析未含 2018 年丽水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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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42 亿元和 2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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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仅宁波市和绍兴市该比率低于 100%，其余地市

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均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湖州市以 219.60%的水平取

代温州市位列第一，衢州市、杭州市、金华市、嘉兴市和温州市政府性基金对财

力的贡献也较高，2018 年该比率在 150%以上，宁波市该比率保持最低，2018

年为 72.42%。 

从增速看，2018 年浙江省地级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幅总体上较 2017 年明显

收窄，但仍处于高速区间，仅温州市收入规模有所减小。2018 年舟山市、金华

市、湖州市和台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仍处于 50%以上，舟山市和金华市分别

以 64.52%和 64.12%的水平列第一、第二位；杭州市收入增幅同比减少 28.63 个

百分点至 42.25%，仍处于高速水平；宁波市扭转了 2017 年小幅负增长的局面，

2018 年实现同比增幅 33.53%；绍兴市、嘉兴市和衢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明

显回落，2018 年增速分别下降 31.30、105.84 和 79.18 个百分点至 23.12%、20.48%

和 15.54%。 

图表 15. 2017-2018 年浙江省下辖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及增速情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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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湖州市、宁波市、舟山市政府性基金预

算自给率超过 100%，衢州市和温州市该比率分别为 85.99%和 89.54%，处于全

省末两位，其余地区该比率处于 90%-100%区间。 

根据中指指数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浙江省近半数地级市土地出让金同

比出现减少。较之 2018 年前三季度，绍兴市、温州市、丽水市、宁波市和金华

市土地成交金额同比仍有增长，其余地级市土地出让金呈不同幅度减少。具体来

看，当期杭州市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 1.61%至 2289.94 亿元，但仍是省内出让金

                                                             
18  未含丽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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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最大的城市；宁波市为 1103.44 亿元，同比增长 31.96%，规模位列第二；温

州市和绍兴市当期土地出让成交金额增幅最为显著，分别增长 64.08%和 75.89%

至 825.21 亿元和 583.35 亿元，列规模第三和第四；嘉兴市土地成交金额同比减

少 15.59%至 520.83 亿元，列规模第五；衢州市和舟山市当期土地成交金额在 100

亿元以下，并且呈现同比 27%左右的降幅，列规模末两位。从 2019 年前三季度

各地市的土地成交情况来看，土地出让收入高速增长的状态已有所改变，土地收

益助推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影响未来或将有所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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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以来由于土地储备、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方面的投

入，浙江省政府债务有所增长，但新增债券是其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且严格

遵循限额管理原则，加之地区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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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浙江省

（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8987.1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16.78%；或有债务余额为 894.6 亿元，较 2017 年末减少 43.12%；同期末浙江省

（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0794.4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分别

占 53.8%和 46.2%，低于当年全省债务限额 1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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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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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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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位。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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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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率为 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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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6，相关财政收入规模可对预算内债务形成覆盖。 

图表 17. 2018 年末各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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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浙江省（不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661.95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051.60 亿元、置换债券 288.70 亿元、再融资债券 321.65 亿元。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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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8.88 亿元，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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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增量。2018 年全省（含宁波）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1141.60

亿元，其中土地储备、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募

集资金的主要使用领域，当年上述领域新增债券资金使用量占比分别为 36.6%、

16.9%、16.1%和 12.8%。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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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浙江省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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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13168 亿元，较 2018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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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亿元和 123 亿元。2019 年前三季度，

浙江省（不含宁波）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1831.05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1415 亿元、

再融资债券 416.05 亿元，9 月末浙江省（不含宁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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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6.90 亿元，当年新增债券额度已使用

完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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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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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看，浙江省各地级市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政府债务负担

相对较轻，但其中，相较于经济体量位次，温州市21、绍兴市和台州市的政府债

务负担略显偏重；嘉兴市得益于财力的快速增长，2018 年债务与财力的相对指

标继续优化；而丽水市、衢州市、舟山市和湖州市政府债务压力仍然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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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全市政府债务规模看，杭州市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超过 2000

亿元，规模最大，宁波市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1807.3 亿元，规模次之，绍

兴市、嘉兴市、台州市的政府债务超过 800 亿元，但不足 900 亿元，金华市和湖

州市政府债务规模相近，略小于 700 亿元，衢州市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367.19 亿元，规模最小，略低于丽水市和舟山市。从债务分布看，2018 年末各

地市级政府债务占比均在 50%以下，其中舟山市本级债务占比相对最高，为

48.09%，嘉兴市本级债务占比最低，为 16.60%；宁波市和杭州市市级债务占比

在 30%以上，其余地区市级债务占比在 19%-28%。 

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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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

市该比率最高，超过 300%，衢州市、温州市区、舟山市和湖州市该比率较高，

超过 200%；台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和嘉兴市该比率处于 170%-200%，其中后

三者的水平较为接近，为 170%左右；杭州市和宁波市该比率相对较低，其中杭

州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程度为 79.97%，为各市最好水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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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温州市区。 
22 在该部分分析中，温州市 2018 年末全口径政府债务余额及限额未得，以温州市区数据代替；金华市、

舟山市、嘉兴市 2018 年末市级政府债务采用市本级口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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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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市政府债务变动情况来看，各地级市 2018 年末政府债务较 2017 年末均有不

同程度增长，其中衢州市、温州市区和台州市的增幅超过 20%，湖州市增幅最为

有限，仅为 3.92%，其余地区增幅在 10%-20%。从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来看，

各地级市 2018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均低于限额，其中宁波市债务余额低于限额

229.7 亿元，占 2018 年末其政府债务限额的 1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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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内。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台州市、湖州市、舟山市、

衢州市和丽水市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能对年末一般债务形成完全覆盖，

其中丽水市该比率为 0.50，处于最低水平，其余地区该比率基本在 100%以上（金

华市近 100%）。以政府性基金收入对专项债务的覆盖情况来看23，2018 年各地级

市土地出让市场普遍处于较高热度，除绍兴市外，其余地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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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和金华市

该比率超过 200%，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绍兴市该比率最低，为 0.95。 

图表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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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城投债发行规模位于全国前列，2018 年以来发行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其中嘉兴市和宁波市是发行额持续增长最显著的地区，绍兴市和杭州市增速波

动较明显，但仍属发债大市，金华（义乌）发行也相对活跃，但 2019 年前三季

度发行有所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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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湖州市、绍兴市和舟山市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浙江省是全国范围内城投债发行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且 2018 年以来活跃

度进一步提升。2018 年及 2019 年前三季度全省城投债发行额分别为 2027.00 亿

元和 2080.5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0.18%和 40.82%，在全国各省市发行规模降

序排列中均仅次于江苏、位于第二。 

                                                             
23  此处不含温州和丽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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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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杭州市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大幅增长 83.46%至

423.60 亿元，成为当年发行额最高的城市；金华（义乌）市和宁波市当年城投债

发行额增幅也较显著，分别为 72.61%和 99.39%，并以 314.50 亿元和 292.90 亿

元的规模列发行额的第二和第三位；绍兴市和嘉兴市发行额相近，分别为 253.80

亿元和 252.60 亿元，但前者发行额同比减少 16.79%，后者发行额同比增长

117.76%，是当年增幅最大的城市；湖州市、台州市、舟山市和温州市的城投债

发行额位于 60-130 亿元，其中湖州市发行额同比减 14.19%，台州市发行额同比

增长 112.36%，其余两市增幅相对平缓；衢州市和丽水市城投债发行规模有限，

2018 均在 10 亿元（含）以下，同比均呈减少态势。 

2019 年前三季度，嘉兴市城投债发行力度进一步大幅增加，以 386.80 亿元

的规模升至第一位；宁波市保持高增速，发行额为 347.00 亿元，列规模第二位；

绍兴市改变负增长局面，发行额排名回升至第三位，发行规模为 334.60 亿元；

杭州市发行额同比减少 23.64%至 253.20 亿元，降至第四位；湖州市、金华市、

温州市和舟山市当期发行额处于 100-200 亿元，其中金华（义乌）的发行额同比

有所减少，其余三市增幅较大；台州市、衢州市和丽水市当期发行额低于 100

亿元，分别为 78.00 亿元、24.4 亿元和 15 亿元，其中台州市增幅放缓至 6.12%，

衢州市和丽水市城投债发行额同比增速较快，但规模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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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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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末，浙江省平台（含

省级）债券余额合计 6488.59 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二位，

仅次于江苏省。其中，绍兴市和杭州市城投平台债券存量最高，两者分别为

1189.99亿元和1086.00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含省级）债券余额的35.08%；

宁波市、嘉兴市和湖州市存量城投债规模也相对较大，2019 年 9 月末分别为

918.60 亿元、849.36 亿元和 668.30 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含省级）债券

余额的 37.55%；其余地级市存量城投债占比在 10%以下，衢州市和丽水市存量

城投债余额较小，同期末仅为 60.90 亿元和 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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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对当地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

2.37 和 2.33；此外，舟山、嘉兴、金华三市的该比率也超过 1，处于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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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和 0.48。 

图表 22. 浙江省各地级市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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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此处不包括省本级城投债券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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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截至 2018 年末，浙江省城投平台带

息债务25合计 2.33 万亿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规模降序排名中居第三位，次于江

苏省和北京市。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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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倍，该指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位列 31 个省市降序排列第 15 位。从

各地级市看，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分布于杭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2018

年末以上三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占比分别为 21.55%、16.10%和 15.60%，其余

地级市占比在 10%以下。湖州市、绍兴市和舟山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重，

2018 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为 2161.66 亿元、3637.89 亿元和 892.85 亿元，

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53 倍、7.26 倍和 6.11 倍，该相对指标列全省降序

排列前三位；温州市、嘉兴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也相对较重，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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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和 3.37，列全省第

四至五名；丽水市城投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轻，2018 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与

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 1.07，是全省唯一该指标在 2 以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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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此处为 2019 年 9 月末城投债存续企业 2018 年末的带息债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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