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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治理的私法向度
张建文
（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要：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私法行为，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
的目的而从事的私法活动。投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吁求政府进行弱行政化治理，赋予平台公
摘

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性，促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承担政府职责之间寻得平衡。 国发
［2010］19 号文件创设了清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有益机制。 借由公司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立法向
度，我们可以寻觅到治理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债务主体不明、滥发企业债券、混淆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等
问题的路径，进而构建防治债务风险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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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 ”越发引起学界的关注 ，似乎这个词语已经成了我们“这一代
［1］
人的怕与爱 ” 。“爱 ”在于 ，投融资平台公司为地方融资以及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怕 ”在于

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常使人如鲠在喉的“债务风险 ”问题 。 这种种的“怕 ”与“爱 ”浓缩为投融资平台
的发展史 ： 自 1994 年税制改革以降 ，为缓解地方建设资金短缺困境 ，地方政府将解决资金困难的目
光转移向财政收入以外的社会资金 ，一级和二级投融资平台遍地开花 ； 2010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
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①，财政部以及发改委也相继下发贯彻国发
［2010］19 号文件的通知 ，拉开了核实以及清理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的帷幕 。 各种类型的城市建
设投资公司 、城建开发公司 、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政府融资平台的存续以及经营受到中央政府的严
肃监管 。 但是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 ，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
公益设施以及基础建设而言 ，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下 ，地方政府担
［2］

负有提供地方资本性公共产品的重要职责 ，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其显性直接债务的存在 。” 只不过 ，
其“银政联手 ”、违规提供担保承诺等债务风险问题也不可忽视 ，如何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以及治理之
轨道理应成为法学界思考的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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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简称“国发［2010］19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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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内涵以及定位
国发［2010］19 号文件规定：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
款或注入土地 、股权等资产设立 ，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 ，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发
改办财金［2010］2881 号文件规定：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 ，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
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 、股权等资产设立 ，从事政府指定或委托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的融资 、
投资 、建设和运营 ，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财预［2010］412 号文件将纳入债务核实以及清
理的融资平台公司界定为“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 ，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 、所属事业单位等通
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 、股权等资产设立 ，具有政府公益性项目投融资功能 ，并拥有独立企业法人资
格的经济实体 ，包括各类综合性投资公司 ，如建设投资公司 、建设开发公司 、投资开发公司 、投资控股
公司 、投资发展公司 、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等 ，以及行业性投资
公司 ，如交通投资公司等 ”。
检视上述规定 ，我们可以归纳出投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特征 ： 其一 ，设立主体为地方政府及其部
门和机构 、所属事业单位 ，因此投融资平台公司一般为国有独资公司 。 其二 ，出资的方式一般为财政
拨款或注入土地 、股权等等 ，因为“根据政府收入和支出互相匹配的内在要求 ，消费性支出一般由税
［3］
收等经常性收入来满足 ； 而资本性支出则通常由债务收入等长期性收入来支持 ” 。 其三 ，投融资平

台公司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 其四 ，从事政府指定或委托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的融
资 、投资 、建设和运营 。 但是现实中也不乏从事经营性项目的投融资平台公司 ，只是这部分业务所占
比例甚小 。 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同样需要符合《公司法 》对公司设立 、经营 、清算等规定 。 所不同
的是 ，其行政干预以及行政色彩更为浓厚 ，承担了政府的某些职能 。 许多地方的城市投资公司甚至
获得政府授权 ，以全面负责该城市的路桥等公共产品的建造修缮工作 。 诚如论者所言，“平台可以充
分利用政府行政优势和国家开发银行等资金优势 ，对城市统一规划 ，土地统一储备 ，资金统一使用 ，
［4］
项目统一运作 ，资金统一经营 ” 。

虽然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定位不甚明确 ，但是我们认为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一种
行政私法行为 ，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的目的而从事的私法活动 。
其一 ，行政机关是为了行政上的目的而实施此类私法行为 ，它启动于行政机关的决定 ，而非当事
人的申请 。 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吴庚教授称之为私经济行政 （ privatwirtschaftsverwaltung） 或国库行政
（ fiskalische verwaltung） ［5］。 行政私法行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 ： 一是行政营利行为 ，比如国家行
政机关直接从事经营或者组建各种类型的企业从事营利活动 ； 二是行政辅助行为 ，如行政机关以私
法的方式获取举办日常行政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 三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某种特定的公法上的
［6］
目的 ，以私法主体的平等身份参加某个私法法律关系 ，从而直接完成该公法上任务的行为 。“国家

在两个层面上作为法人出现 ，一个是作为国家机构来达成国家之目的 （ 神圣的权力和主权 ） ，另一个
［7］

是作为经营机构来满足为达成国家目的而需要的物质条件 。” 路桥修设 、保障性住房建造这些都理
应是政府的职能 ，但是政府并非通过其职能部门进行行政性履行 ，而是在公司法的私法架构下进行
市场的运作 ，私法组织承担了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及公益建设等职能 。
其二 ，投融资公司是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融资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益项目的建设而设立
的 ，有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保障性住房的专门融资平台公司 。 行政机关经常将自己的任务转由自己
掌握的私法人 （ 股份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 ，或为此目的而与私人成立的混合 （ 经济混合式 ） 社团完
［8］

成

。 投融资平台公司在政府的授信下 ，通过整合利用政府的土地 、房产 、股权资源而取得银行的贷

款或者发行企业债券 ，以进行投资建设 ，并承担贷款的偿还 。 为了促进平台公司的顺利融资 ，许多
“地方政府会承诺直接对一些项目进行回购并保证其利润率 ”［9］。 而政府的担保行为也是引起地方
政府显性或有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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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是私法之债 。 与政府债务相比 ，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在形式上属于公
司法上的公司债务 ，即私法之债 。 与私人债务相比 ，其巨额银行债务是在政府信用担保下形成的 ，且
以从事公共事业为目的 。 但是若完全将之视为普通的私法债务 ，融资平台公司可能通过破产清算的
方式逃避远超自己责任财产的巨额银行债务 ，从而致使其所体现的政府公共信用遭受破产 ，引发金
融风波 。 因此有学者认为 ： 对于私法性质的国家行为 ，可以适用私法规范 ，亦即民法上的责任制度 ，
［10］

且须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

二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法律风险
有评论认为 ，因为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直接植根于地方政府 ，所以话语权比较强 ，单纯一家银行
［11］

和这些平台公司的对话就像和地方政府对话一样 ，主张权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 投融资平

台很容易由“载体 ”演变成“债体 ”，最后不了了之 ，债权人的利益较难得到保障 。 此外 ，地方银行多
依赖于地方的发展以及存贷款 ，这种利益格局促使产生“银政联手 ”现象 ，形成地方财政的“代偿性风
险 ”甚至“政府性债务 ”。 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 ：
( 一 ) 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问题
前已述及 ，投融资平台公司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 、所属事业单位出资设立以履行政府的
指令性计划 。 在分类上 ，地方投融资平台可以分为四类 ： 第一类是 ，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偿
债资金 70% 以上来自一般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预算外收入等财
政性资金的融资平台公司 ； 第二类是 ，承担公益性融资任务 ，同时还承担公益性建设 、运营任务的融
资平台公司 ； 第三类是 ，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 ，且公益性项目偿债资金 70%
以上来源于公司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 ，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
［12］

司 ； 第四类是 ，其他兼有不同类型融资功能的融资平台公司

。 从中可以看出 ，并非所有的投融资

平台的现金流都可以覆盖偿债所需 ，又因为公益项目具有收益时间长 、利润率低等特征 ，使得投融资
平台很难争取到银行贷款 。 地方政府不得不充当担保人的角色 ，且多为连带责任担保。“为了保证
银行能够放款 ，不少地方政府违反担保法的禁止性规定 ，向银行机构出具保证函 。 有的地方政府还
［13］

会将该种保证纳入财政预算 ，并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会议决议通过 。”

自法律视角观之 ，此种“政府

财政兜底担保 ”的法律风险是不容忽视的 。
首先 ，此种担保明显违背《担保法 》第八条的原则规定 ，即“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担保法
解释 》第七条规定了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以及担保人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这两种责任承担情形 。 司法界对政府向
银行债权人出具《承诺函 》的性质的认识并未统一 ，因此能否适用《担保法解释 》来支持银行债权人
主张地方政府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也莫衷一是 。 无论是诉讼中的哪一方胜诉 ，可以确定的是地方政
府的信用将受影响 ，而债权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对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负面因素 。
地方政府出具的《保证函 》常常表述为： “本政府愿意督促该某公司切实履行还款责任 ，按时归还
贵行贷款本息 。 如该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的贷款本息情况 ，本政府将负责解决 ，不让贵行在经
济上蒙受损失 。”诉讼中 ，地方政府一般主张此种文件是《安慰函 》，只承担道义上的督促还款责任 ，
根据“保证不能推定 ”的法理，“本政府将负责解决 ，不让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 ”不能被视作承担保
证责任的意思表示 。 银行债权人一般都将地方政府的该种表述视作一种保证的意思表示 ，并基于政
府而非企业的信用而批准贷款 。 对于该种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佛山市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香港
分行担保纠纷案 ”中认为： “佛山市政府从向香港交行出具的书面文件上 ，到实际的行动上 ，从未有过
承担保证责任或代所属企业还款的意思表示 ，其向香港交行出具的《承诺函 》并不构成我国担保法意
［14］

义上的保证 。”

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与港云基业有限公司 、云浮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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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一案 ”中将云浮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承诺函 》认定为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
表示 ①。
其次，将该种保证纳入财政预算，会给政府债务逃避预算监督之机会，甚至架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对政府的预算决定权与预算监督权 ，有违反预算法之嫌。
再次，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承担的债务 ，包括显性直接债务、隐性直接债务、显性
或有债务以及隐性或有债务四类 。地方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存在的依据是由地方政府充当最后支付人角
［15］

色，运用公共资源以避免系统性公共风险的爆发

。 而在大多数国家，金融体系隐藏的隐性或有债务

权重和比例最为巨大。
( 二) 债务主体不明确
著名金融学家巴曙松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债务的责任主体十分模糊。因为往往贷款使用人是建设
单位，大多数平台公司对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都不实施管理 ，项目的最终受益也不属于平台公司 。贷款
［16］

资金实际上完全脱离借款人监控 ，如果出现偿还问题，商业银行实际上难以进行追溯

。 况且不同的

投融资平台承担不同的功能，有些只具有融资功能，而有些是投融资兼具； 投融资平台所肩负的行政给
付功用使得许多人认为债务主体就是地方政府 ，但是法院较难厘清此种纠缠，遑论进行责任划分了。
( 三) 行政干预过多，融资平台市场化程度不够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外观上具有公司的形式 ，然而，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却存在着非公司化的
［17］

倾向

。许多城投公司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 ，摆脱不了政府附属机构的品性。“一些地方的融资平台

跟发改委、财政局甚至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而一些商业化运营的企业甚至是上市公司也承担了部分为
［18］

政府项目融资的功能。” 在具体的项目选择和决策上，地方政府替代企业，成为主要的决策者，不可避
免地出现超前投资或者加剧产能过剩。 有论者认为，“政府习惯性介入市场，不仅做裁判员以‘看不见
的手’调控经济，而且做运动员通过自身优势来参与市场竞争。 从实践来看，经营型政府的定位不当，
在财政支出中有着太多的建设性支出 ，投资不当和效率低下，加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扩张，与民争利；
［19］
不断压缩公共品提供，背离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 这不仅有碍于地方政府通过私法的架构实现政府

职能，而且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上演“抬轿游戏 ”。 即政府通过抬高土地价格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
注入融资平台公司解决基建项目资金 ，而更高的土地价格，也帮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担保品，获取更
多的信贷资金。这不仅酝酿房地产泡沫，也使得民众的社会福利大打折扣。 因此有必要将城市建设中
的政府行为转变为企业行为，结束城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中的权责不分 、政企不分的格局，进而真正
按市场规律建立城市建设的投融资体制 。
( 四) 投融资平台发债行为缺乏监管，企业债务抑或政府债务混淆不清
企业债券是企业依照发行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券。《公司法 》规定，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国有独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为了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发行公司债券。但是投融资平台发债行为缺乏监管 ，企业债务抑或政府债
务界限不清。德国学者平特纳教授认为，“市政部门在将行政委托或转移到私法人之时 ，必须保留充分
① 参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 153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涉案《承诺函》具有为
港云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云浮市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理由为： 1． 从《承诺函》产

生的背景和用途来看，港云公司是云浮市政府在港窗口公司，因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云浮市政府不愿明确提供
担保，但为融资需要，就采取出具《承诺函》的变通方式，实质是以其他形式实现担保的目的。香港交行正是基于云浮市政府出具的
《承诺函》，相信政府会为其开办的公司负责，才为港云公司提供银行信贷，并在相关授信合同中将《承诺函》列为担保文件。2．《承诺
函》虽然没有明确“担保”两字，但从函件内容和文字表述分析，其实质是为港云公司提供担保。“我市政府将负责解决，不使贵行在
经济上蒙受损失”，应包含“政府负责解决”和“如果解决不了，政府承担责任”这两层意思。在其他解决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代为
清偿是最终、最直接的手段。3． 从本案当事人的其他行为来看，香港交行在与港云公司签订的一系列契约中，一直将《承诺函》列为
担保法律文件，作为保证函对待，而且后来也向云浮市政府主张过担保权利。这表明香港交行对《承诺函》具有与保证合同相同的担
保预期。在这一点上，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四终字第 5 号案中债权人没有把《承诺函》作为担保文件不同。4． 如果不认定
《承诺函》构成担保，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不符，会对政府的信誉带来负面影响，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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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的监督权，通过充分使用这种保留，保障法人行为的合法性（ 即干预的义务） ” 。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都足以偿还负债 。企业争相发债，会留下地方政府的
“债务代偿风险”。毕竟地方政府是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出资方，对企业的负债也会承担相应额度的责
任，但是投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劵是否构成地方政府债务却缺乏统一的标准 ，各地的法规五花八门。虽然
地方政府因其注入的资产成为有限责任人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为维持融资平台的信誉和持续
经营，不得不对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些地方甚至以财政性资金、行政事业单位等的国有资产，或其
他任何直接、间接方式，为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或增信 。这不仅有违设立融资平台公司以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之宗旨，也会无形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市场表达了对此种企业债的看法： “现
在各级政府的平台公司都争相发债融资 ，甚至县级的也不例外，但是这其中究竟以后有没有现金收入保
证还很难说，所以感觉风险还是难以控制，我们也就尽量不去碰这类债券，除非对发行主体比较了
［21］

解。”

此外，债务风险还体现在银行放贷的“软约束性”，“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一些贷款是在项目审
［22］
批时期就发放了” 。银监会也要求金融机构不再与地方政府 、地方融资平台签没有实际项目的“空”

授信。
三、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机制
首先，国发［2010］19 号文件将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分为三类： （ 1） 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
目建设举借，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 （ 2） 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项目本
身有稳定经营性收入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 ； （ 3） 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非公益性项目建设举
借的债务。
其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集体规范： 一是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
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 二是对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同时还承担公益
性项目建设、运营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在落实偿债责任和措施后剥离融资业务，不再保留融资平台
职能； 三是对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
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 ，要按照《公司法 》等有关规定，充实公司资本
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 要通过引进民间投资等市场化途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融资
平台公司的股权结构。
再次，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 。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
任，实现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内部化 。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和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
补助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
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行为有关问题
的通知》为规范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券融资行为 ，有效防范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规定
了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资格 ①、用途监管、信息披露以及还本付息的“偿债资金专户”②。
其偿债资金来源 70% 以上（ 含 70% ） 必须来自公司自身收益，且公司资产构成等必
① 凡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的投融资平台公司，
须符合国发［2010］19 号文件的要求。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承担政府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建设，且占企业收入比重超过 30% 的投融资
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除满足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债券发行条件外，还必须向债券发行核准机构提供本级政府债务余额和综合
财力的完整信息（ 政府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的统计口径见附表） ，作为核准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参考。如果该类投融资平台
公司所在地政府负债水平超过 100% ，其发行企业债券的申请将不予受理。
制定偿债资金计划，并在银行建立“偿债资金专户”，在债券存续期过半后各年度，提前安排必要
② 债券发行人应加强内部管理，
的还本资金，保证按时还本付息。债券承销机构对于所承销债券，应该在债券存续期内督促债券发行人按时还本付息，以及债券回售安
排的履约。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还本付息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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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治理的私法之维
许多地区通过利用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而实现了地方融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面貌得以改观。
为了更好地实现投融资平台功能 ，有必要关切债务风险的法律治理措施 ，以免卷入无休止的地方债务漩
涡，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 一) 债务风险的弱行政化治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是地方政府借以履行某些政府职能的私法组织以及架构 ，即其既有形式
上的私法上的公司身份，同时又具有实质上的公法上的国有或公有企业的特性 。 这属于典型的以私法
方式完成公共任务，即以私法组织履行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投资与公益建设职能 。 政府之所以要
通过这样的私法渠道履行政府职能 ，是因为这些渠道能够克服市场的许多惰性 ，进而更充分地调动社会
各项资源。比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
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都具有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不以盈利为目的、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
特点，如果没有政府投资或者政府支持 ，市场一般不会对这些项目动心。地方政府只有减少行政干预以
及行政指令，赋予平台公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权和决策权 ，才能使融资平台公司真正融入市场体系，发挥
融资以及建设功能。并且可以理顺投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 ，避免使各地城投公司成为介于行政 、
事业、企业性质之间的混合体（ 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独资企业） ，也避免政府财政承担过重的地方债务 。
在对城投公司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正确定位的时候 ，理应认识到： ①自投资体制改革角度而
言，融资平台公司是具有政府出资人的身份 ，主要从事增量投资的政府投资主体； ②自国有资产管理的
角度而言，融资平台公司是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的主体 ； ③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而言，融资平台公
司是政府用增量投资发挥投资导向作用的主体 。政府之所以通过私法的形式履行政府职能，不意味着
政府在投融资平台的所有融资以及经营行为中退场 ，政府仍需保持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以及行政指令 。
这促使政府积极卸减投融资平台背负的行政压力 ，使之在市场化经营和承担政府职责之间寻得平衡 。
( 二) 债务风险的《公司法》治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 、经营以及清算势必要符合《公司法 》的相应规定。 在运用《公司
法》治理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风险方面 ，可从如下方面着力：
首先，坚持资本三原则。公司作为一种资本的集合，其所确定的资本既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
基础，同时又是公司信誉和责任的担保 。因此，资本的确定、维持并使之保持不变便成为公司资本的三
大原则。实践中，“比较麻烦的是一些准公益性的贷款平台，项目现金流确实是比较差，地方政府又是
［23］
吃饭财政，不愿意向平台里边注入土地等资产 ” 。“一些投融资平台中存在着资本金不足或资本金不

实以及抽逃 资 本 金 的 现 象，一 些 地 方 政 府 甚 至 采 取 各 种 变 通 手 法 向 平 台 注 入 不 实 资 产‘滥 竽 充
［24］

数’。” 地方政府作为投融资平台的股东，应当注入优质资产或者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完善股权结构 。
此外，对政府公益性项目，必须由政府买单、财政承担，将相应资金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公益性项目的投
资强度，应当与财政拨付的程度成正比。
其次，完善投融资平台公司内部机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地方政府任命行
政官员来担任。在很多情况下，董事会成员往往兼有行政官员和董事的双重身份”，“由于企业的董事，
往往具有官员的身份，而官员往往需要接受来自行政系统的任务 。 例如，在一些县级的融资平台，往往
［25］
在注册成立后，即被各种名义将注册资本抽回，导致平台公司出资不实” 。

再次，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券行为 ，加强对发行市政债券的探索和研究。《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了投融资平
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的资格、用途监管、信息披露以及还本付息的“偿债资金专户 ”等，对于这些制度，
地方政府要依法遵照。此外，要加强对市政债券融资模式的关注。市政债券分为以企业平台发行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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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政债和以政府为平台发行的市政公债 。在西方市场体制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国家 ，政府市政公债，尤
其是地方政府公债是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在美国的债券市场，市政债券占整个债券市
场的 70% 以上。在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改革中 ，中央已同意部分城市开始进行市政债券
的发行试点，如北京市 2008 年奥运会场馆建设、上海 2008 世博会项目等。“与此同时，由中央代发的地
［26］

方债也应尽快交与地方自行发行 ，市场评级，风险自担，才可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
( 三) 债务风险的《担保法》治理

国发［2010］19 号文件规定，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除法律和
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机构和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均不
得以财政性收入、行政事业等单位的国有资产，或其他任何直接、间接形式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
供担保。此外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在出资范围内对融资平台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财预［2010］412 号文
件也规定，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对于融资平台公司的新增债务，地方政府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
任。如果债务人无法偿还全部债务，债权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注意养护政府的信用 ，减少对金融机构使用《承诺函 》，或者向对方明确《承诺
函》实质是一种基于国际商业惯例做出的《安慰函》，“如该公司出现逾期或拖欠贵行的贷款本息情况，
本政府将负责解决，不让贵行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的表述只是一种道义上督促企业还款的宣示 ，而非对
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 ，进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诉讼。
五、余论
［27］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先生尝言道： 法意图趋向正义

。探索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

风险的法律治理机制的步履，便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旅程———使事物回归其原初的运行轨道，进而实现事
物功能，增进社会利益以及正义。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是政府的一种行政私法行
为，即行政主体为了达到公法上的目的而进行的私法行为 。投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充分发挥吁求政府
进行弱行政化治理，赋予平台公司更多的市场自主性 ，促使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市场经营以及承担政府职
责之间寻得平衡。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许多债务风险 ，比如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问题 、债务主体不明确
问题、滥发企业债、混淆企业债务与政府债务问题，都可以经由公司法以及担保法规范的治理 ，并结合国
发［2010］19 号文件引导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机制 ，而寻得债务风险化解以及防范之路径 。 法律的
治理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但却无疑是一剂切中病根的良药，毕竟，“没有任何一个预言家知道危险何
时来临。不过一幢看似坚固的大厦的倒塌 ，最终可能缘起于一道细小的裂纹 。现在，正是观察那些裂纹
［28］
的合适时点” ，而且也是治理债务风险的合适法律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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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of Debt Ｒisk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ompanies： A Civil Law Perspective
Zhang Jianwen
（ College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ompanies set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ct as platform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the obligations borne by governments． Through this kind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e governments can promote its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However，it is essential for the governments to grant
this kind of platforms more freedom of joining the market and facing the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latforms，the policing and interv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s should be limited，encouraging
the platforms find out a balance between market autonomy and administrative obligations． It is 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the debt risks causing by such platforms under the company law and security law frameworks，suchas illegal security of obligation，difficulty of identifying the true obligor，etc． Besides，the State Council’s file of No． 19 in 2010 provides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 a useful instrument to tackle and prevent debt
ratings． This kind of practice will facilitate the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platforms．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and finance companies； debt risks； governance of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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