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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评级方法

摘要
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亚太”）采用的本评级方法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地
方政府。地方政府是一个地理区域的行政主体，例如镇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州政府，负责该区域内
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地方政府的信用等级由两大因素决定：其一，受评地方政府自身的基础信用评级，衡量的是地方政府在
经营环境下的自身单独信用实力；其二，若地方政府面临严峻偿付压力时，上级政府是否会采取有关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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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行支持；最后设定主权评级为上限，确定受评地方政府的长期信用等级 。
在地方政府风险特点的基础上，本评级方法将介绍地方政府评级的关键因素，中诚信亚太使用其评级标
尺对该类企业进行评级。

评级方法概述
主要评级因素分为定性和定量因素。本评级方法是重要评级因素的概括性指引，但并非包括所有的评级
考虑因素。因此，未必每一家企业的映射评级结果与其最终评级结果完全一致。
在本方法中，中诚信亚太通过分析风险点，明确具体五大因素，通过 12 项指标数值分布区间来评定综
合分数，同时结合指标间的特殊差异化分析等其他因素由信用评级委员会评定地方政府的最终信用等级。
具体如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实力

经济规模及经济增长

本地生产总值（GDP）
GDP 增速

收入水平

人均 GDP

经济结构

经济多元化程度

体制环境

体制框架

稳定性及可预见性

财政实力

财政收入及收入增长

政府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增速

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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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稳定性

税收收入/财政收入

财政平衡率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债务负担

债务余额/GDP

个别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有可能超过其所在国家的主权评级，例如地方政府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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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债务余额/财政收入

利息负担
调整因素

利息支出/财政收入

发展潜力
债务与流动性
治理与管理

关键评级因素
1.确定地方政府基础信用评级
地方政府自身的基础信用评级衡量的是地方政府偿还所负担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受评地方政府的基础信
用从经济实力、体制环境、财政实力和政府债务四个方面来考察，另加调整因素的考虑。
(1) 经济实力
地方经济是评估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潜力和影响力。
地方经济主要体现在经济规模与增长、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四个方面。
(a) 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考察指标为该地方政府所在
地区的本地生产总值与增速，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程度和增长速度的重要指标。
(b) 经济结构
经济产业结构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是否有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与支柱产业的集中度情况。经济结构的考察指
标为地区的经济多元化程度，定量化为前三大产业占总产业的比值或第三产业占总产业的比值。
(c) 收入水平
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是综合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实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从收入水平来看，
考察的指标为该地区的人均 GDP 的情况，可衡量该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标准。
(2) 体制环境
中诚信主要考察在信用评级过程中地方政府面临的体制环境因素，即体制框架。体制环境因素是地方政
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治理因素的综合，主要从定性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体制环境因素在评级中的作用。
(a) 体制框架
体制框架主要为考察地方政府是否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与明确界定的权力责任，政策的变化是否通过谨慎
和透明的方式进行。从体制框架来看，地方政府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对于其管理水平有重大的影响，未
来收入的前景是否可预测，支出责任是否长期稳定。
(3) 财政实力
财政实力是综合判断地方政府信用水平的基础和依据，我们主要考量地方政府财政综合收入的规模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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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财政稳定性、财政平衡率等方面。
(a) 财政收入及增长
考察地方综合财政实力需要全面关注地方政府的所有收入，一方面重点关注地方财政收入中较为稳定的
收入来源，同时还要查看地方政府的其他收入。财政收入及增长的考察指标为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
增速的情况。
(b) 财政稳定性
财政收入稳定性主要考察地方财政收入中法定收入的规模及可持续性，所采取的衡量指标为税收收入规
模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即税收收入/财政收入。
(c) 财政平衡率
财政平衡率主要考察地方财政收入对财政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即地方政府依靠自身财力对支出的平衡
能力，衡量指标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4) 偿债能力
偿债能力是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和运转效率的重要因素，体现其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或保障程度。地
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和负债结构直接决定了其信用风险的大小，我们主要综合考察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与
利息负担两个方面。
(a) 债务负担
我们主要选取了负债率、债务率两个指标，以及地方的政府或有负债规模来衡量。
(b) 利息负担
利息负担方面，从利息偿付的角度来考量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弹性或能力，我们选取的指标为地方政府
利息支出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若利息负担的比例越低，则风险越低。
(5) 定性调整
在对地方政府基础信用评级的定性调整方面，分为三个考量因素，即发展潜力、债务与流动性、治理与
管理。
(a) 发展潜力
发展潜力，主要考察的是地方政府其支柱产业的发展潜力，同时参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并衡量金融
市场发展水平。
(b) 债务与流动性
债务与流动性，主要从债务结构、或有负债和流动性管理的定性角度考核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债务结
构包括地方政府短期债务在总债务的占比，以及未来到期债务的集中度。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会影响其
信用质量，地方政府有可能需要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持。流动性管理主要评估地方政府对于现金和流动
性的管理实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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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治理与管理
政府的治理水平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和意愿，透明、高效和廉洁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和财力的提高，也能够更好地避免违约风险。治理水平，主要从管理政策及行政效率、
内部控制与长期规划、信息透明度及可信度三方面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主要考察其运营管理的
规范性、合规性。

2.考虑上级政府的支持
确定了地方的基础信用评估以后，地方政府评级的下一步为对上级政府提供支持的评估，来自上一级政
府的支持将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实际的债务违约率，提升地方政府的信用水平。上级政府支持是指地方
政府面临严峻偿付压力时，上级政府可能提供协助偿还债务或采取措施避免地方政府违约。在评估上级
政府支持时，我们考虑以下因素：地方政府的经济与政治重要性、上级政府的法律要求和监管程度、以
及过往历史上的支持及救助。
(1) 经济与政治重要性
上级政府的支持表现很大程度体现在地方政府在经济与政治上的重要性。从经济重要性来看，使用地区
GDP/上级政府 GDP 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对于上级政府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从政治重要性来看，上级
政府的政治立场对地方政府的支持表现有很大影响。
(2) 法律要求和监管程度
法律要求主要考虑的是法律环境是否要求或限制上级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提供支持。上级政府的监管程
度显示了其对下级地方政府财政和债务稳定性的关注程度。
(3) 支持实力和支持意愿
支持实力主要考察上一级政府自身的信用等级。上一级政府的信用等级越高，意味其自身的偿债能力越
强，对其所属下一级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则越强。支持意愿表明上一级地方政府在受评地方政府发生债
务偿付困难时救助的意愿程度。通过历史上的支持表现，可以观察出这种支持意愿的大小。

3.设定主权评级上限
由于地方政府与其主权国家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影响其他国内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且
财务关联性也会同时影响主权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信用风险。鉴于地方政府与其国家主权信用风险的相关
性，地方政府信用风险的评级一般处于或低于主权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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