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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探索发行中国版的“市政项目收益

债”。与普通的专项债券相比，项目收益专项债券通过提高信息准确度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将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试点政策视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信息准确度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利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因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试点而增加的信息准确度显著地

提高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利率，这种效应在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时更明显。随着

2019年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因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减少抵消了主体信用降低的负

面作用，信息准确度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定价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要加强最优

信息准确度管理和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在保障市场主体和地方政府二者之间利益均衡

的前提下缓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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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14年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唯一合法的债务融资方

式。其中，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自 2019年以
来已经超过一般债券规模并将持续发力，在补短

板、稳投资、促发展等逆周期调节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展

初期，由于省级政府代发、打包发行、信息传播渠道

不畅等原因，造成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市场地位

下，投资者无法准确识别专项债券的信用质量和违

约风险，阻碍了证券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实现。正

如 Akerlof（1970）[1]的“柠檬市场”理论指出的，由于

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

择问题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得信用质量

较差的、违约风险较高的证券充斥整个市场。这样

一来，不仅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还降低了地

11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1年第 2期

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李建国，

2001）[2]，不利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可持续发展。

2017年 6月开始试点发行的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实质上是从“打包发行”向“拆包发行”的转变，在

细分项目类别、明确偿债主体、平衡项目收支等方

面提高了信息准确度（刘乐峥和蒋晓婉，2019[3]），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从而可能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价

格产生影响。本文试图立足于 2017年 6月试点发
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这一准自然实验，探究提高信

息准确度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后对于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定价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市场加强信息准确度管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

创新点有：一是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形成机理；二是详细地论证了

信息准确度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信息披露对信息准确度政策效应

的影响；三是从信息准确度和信息披露等方面提

出缓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政策

建议。

二、文献回顾

市政债券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学

者们的证实。Peng et al（2004）[4]、Daniels et al（2009）[5]

研究结果表明，市政债券市场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尤其依赖于特定项目未来收入偿还的收益

债券比一般债券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

将索取更多的风险补偿，从而导致项目收益债券的

收益率高于一般债券。就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而

言，王治国（2015）[6]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拥有信息优

势，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在提高地方债价值的同时

也引发了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的道德风险。尹启华和

陈志斌（2018）[7]提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

级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高

层级的地方政府在分配债券资源时面临着较大的

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导致市政债券市

场是无效率的（Liu，2015）[8]。提升信息准确度，加强

信息披露从而提高财政透明度是缓解市政债券市

场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信息准确度问题最先兴

起于金融资产领域，DeMarzo（2005）[9]和 Coval（2009）[10]

分别研究了信息准确度与结构化融资的交易行为、

金融资产风险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券市

场，王永钦等（2015）[11]提出市场流动性与信息准确

度之间存在倒 哉型关系，过分增加信息准确度会引
发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沿用这一思路，刘乐峥和

蒋晓婉（2019）[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提高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的信息准确度会提高专项债券的发行利率

和流动性水平。此外，一些学者还验证了信息披露、

财政透明度等因素对市政债券价格和流动性的影

响。Fairchild和 Koch（1998）[12]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没

有信息披露要求的州相比，在有强制信息披露要求

的州，地方政府发行的未经信用评级的市政债券成

本大约降低 14个基点。Schultz（2012）[13]的实证结果

表明提高交易后透明度能显著地降低投资者支付

的市政债券价差。周咏梅（2018）[14]的实证结果表明，

财政透明度越高，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越低。此

外，汪崇金和崔凤（2020）[15]借助城投债交易数据得

出提高财政透明度能显著抑制地方政府举债行为

的结论。此外，王永钦等（2015）、Schultz（2012）、
Andersen et al（2014）[16]，Cuny（2016）[17]等分别从加强

信息准确度管理、加大信息披露及提高财政透明度

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围绕市政债券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以及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信息准确度、信

息披露等措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在中国地方

专项债券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化水平较低的限

制下，学者们尚未意识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严重性，更是缺乏关于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信息准确度管理的全面研究，相关研

究没有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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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2017年 6月。
于普通专项债券名称的格式为：伊年伊省政府专项债券（伊期），项目收
益专项债券名称的格式为：伊年伊省（伊市）伊债券———伊年伊省政府专项
债券（伊期）。

三、制度背景及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息不对称的形成机理

如图 1所示，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

县政府等多层委托-代理框架下，中央政府着眼全
国大局实施限额分配，省级政府在获得的限额范围

内代发专项债券并转贷市县政府，市县政府则为了

获取更多的债券资金产生隐匿信息等行为，各级主

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等是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根源。

在此前提下，省级政府将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

项目打包发行为普通专项债券，较低的信息准确度

使得投资者难以明确债券资金的实际使用主体和

对应项目投入产出情况，并造成债券资金挪用和项

目对应的资产管理缺失。同时，因信息披露不充分、

信用评级流于形式以及高声誉承销商、金融顾问和

债券保险等信息中介缺位导致信息传递链条中断，

使得投资者面对较低的信息透明度时无法正确评估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信用质量和违约风险，将债项

信用等同于地方政府主体信用甚至国家主权信用，

导致专项债券定价不能真实地反映风险溢价。此外，

政府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

行政干预也阻碍了证券市场信息获取机制的实现，

加剧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发行提高了信息准

确度

针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因打包发行

产生的责任权属不清、项目类别不分、项目收支不

明确等问题，财政部于 2017年 6月大力发展与项
目资产收益相对应的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淤。与普通

专项债券相比，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从明确责任主

体、同类项目集合发行、限定偿还来源等三个方面

提高了专项债券的信息准确度。

1.明确偿还主体
不同于普通专项债券的笼统命名，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从债券名称上直接标明项目所在市、县地方

政府于，不仅明确了专项债券发行、管理、信息披露
等事项的责任主体，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资金使用和

还本付息的偿债主体。这样一来，省级政府代发再

转贷这一过程可能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将得到

缓解，从而形成对市、县一级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

激励地方政府提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率，大大降

图 1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息不对称的形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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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同时，投资者将透过省级

政府的信用担保外衣，直接根据市、县地方政府的

经济财政状况和债务风险水平等因素作出投资

决策。

2.同类项目集合发行
普通专项债券相当于吃“大锅饭”，把不同地方

政府、不同类型的项目全部打包在一起发行，存在

债券期限和项目不匹配、收入测算不合理的问题。

虽然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拆包发行的不太彻底，依然

存在多个地方政府项目打包发行的问题，但完全实

现了同类项目集合发行。由于同类项目建设周期、

收入流测算方法较为接近，将大大减少期限错配和

收入预测不准确的问题。

3.限定偿还来源
由于普通专项债券没有做到债券与项目一一

对应，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土地出让金收

入偿还，长远来看不利于财政可持续发展。项目收

益专项债券则明确规定由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

或专项收入偿还本金，不得挪用其他项目收入，追

求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将资金与项目完全匹配，

做实了专项债券的内涵（张立承，2017）[18]。

总之，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提高了专项债券的信

息准确度，不仅使得投资者能明确债券资金的实际

使用偿还主体和对应项目的收益融资平衡信息，还

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和激励，充分保障了

投资者的利益。

（三）研究假设

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信息准确度得到提高，精

准明确了市、县政府的偿债主体责任，债券脱离省

级政府的担保后信用风险增加，投资者可能索取更

高的风险溢价。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试点政策提高了专项债
券的信息准确度，从而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

行利率。

此外，完善信息披露水平从而提高财政透明

度也是缓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虽然拆包发行使得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的主体信用降低，但充分的信息披

露使得投资者能掌握更多的关于地方政府经济财

政状况以及债券资金使用偿还的信息，使得投资

者因面临较少的信息不对称索要的风险补偿降低

（谢璐、韩文龙，2017）[ 19]。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设：

H2：在信息披露水平较高时，因投资者要求的
风险补偿减少抵消了主体信用降低的负面作用，信

息准确度的提高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定价没

有显著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假设 1即评估信息准确度提高的政
策效应，最理想的方法是通过比较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和普通专项债券的利率差异。但是，发行何种类

型的专项债券可能是由地方政府根据项目不同特

征来决定的，具有明显的自选择问题。若直接使用

OLS进行估计，将会产生样本选择偏误。倾向得分
匹配法（PSM）则能有效的克服这一问题。
本文运用 PSM方法的基本思路为：在地方政府

2017年 6月开始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品种这一准自然实验中，将债券是否提高了

信息准确度作为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依据，即项

目收益专项债券属于处理组（实验组），普通专项债

券属于对照组（控制组）。个体 i提高信息准确度的
处理效应为 y1i-y0i，平均处理效应 ATE以E（y1i-y0i）。

由于个体只能处于一种状态，因而只能观测到 y0i或

者 y1i。对于处理组的每个个体，我们需要在对照组

中找到个体 j，使得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 i和个体 j
进入处理组的概率相同，匹配后可将 yj作为 y0i的估

计量，即 0i=yj；类似地，对于控制组的每个个体也找

到相似的处理组个体进行匹配。这样，对于每个个

体的处理效应进行平均，就能得到所有样本的平均

处理效应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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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20日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财预〔2018〕209号），对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内容及时效
作了明确规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信息准确度的提高可能
会对专项债券的利率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模型中加入 2019年年份虚
拟变量，考察 2019年前后发行的专项债券的利率变化。
于定向承销发行的债券主要用于置换存量的短期、高利率债务，市场
化程度较低，不适用于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
盂深圳市、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五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建
设兵团相关财政、经济状况与省份差异较大，不具有可比性。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利率，直接刻画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处理变量为

专项债券类型，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取值为 1，表明信
息准确度得到了提高，普通专项债券为 0。参照王敏
等（2018）[20]、刘乐峥等（2019）的做法，分别选取债券
特征、发行人特征、市场状况三类变量作为协变量。

其中，债券特征变量包括发行规模、赎回权、期限、

年份虚拟变量①等变量；发行人特征变量除了选取

地区人均 GDP、财政自给率、债务率等影响地方政
府债券利率的常规变量外，还考虑到专项债券重点

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增加与之相关的城镇化率

变量；市场流动性变量则包括无风险利率、通货膨

胀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等指标。

变量的名称、具体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发行利率 发行时的票面利率 3.72 0.35 2.92 4.75

核心解释

变量
债券类型

区分信息准确度是否提高的虚拟变量，项目

收益债为 1，普通专项债券为 0
0.714 0.45 0 1

债券特征协

变量

发行规模 债券的发行总额 33.16 50.71 0.043 457.03

债券期限 债券期限 7.39 4.67 2 30

赎回权 虚拟变量，可提前赎回取值为 1，其余为 0 0.02 0.13 0 1

发行年份
虚拟变量，2019年发行的债券取值为 1，其余

为 0
0.46 0.50 0 1

发行人特征

协变量

人均 GDP 地区 GDP/地区常住人口数，滞后 1年 10.97 0.38 10.23 11.85

财政自给率
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滞后 1年
0.51 0.22 0.10 1.80

债务率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地方政府综合财力，

衡量地方债务规模大小和违约风险，滞后 1

年

0.79 0.24 0.04 1.80

城镇化率
地区城镇常住人口 /地区常住人口总数，滞

后 1年
0.60 0.11 0.30 0.88

市场特征

协变量

无风险利率
投资于无风险对象得到的收益率，是其他投

资品种收益率的参照基准
2.93 0.41 2.31 3.80

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借利率

由信用等级较高的银行组成报价团自主报出

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

利率，衡量货币市场流动性

2.43 0.41 0.88 2.92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在 2017年 6月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之前全部属于打包发行的普通专项债券，无法

根据信息准确度来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因此本

文选择的专项债券样本区间为 2017年 6月 1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此期间发行的全部专项债
券样本为 1891个。在此基础上，剔除定向承销发
行的专项债券②和五个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

等主体③发行的债券样本，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为

16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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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方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借鉴刁伟涛
（2017）、王涛等（2019）的处理方法，使用大口径债务率，即地方债务
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转移
收入），其中，转移收入包括中央税收返还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收入，
由于部分省份披露的为上级补助收入，可能造成本文测算的债务率
与实际有小幅偏差。
于通常，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被视为无风险利率，但由于该指标
只公布到 2015年止，与本文的样本期间不符。因此，根据孙国峰和栾
稀（2019）等的做法，将 1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的
代理变量。

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类型、规模、期限、发行年

份等数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并删除跨市场的重
复数据；地区人均 GDP、财政自给率、城镇化率指标
分别根据中经网产业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到，

2016 年-2017年各地区债务率根据中国地方政府
债务信息公开平台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2018年地
区债务率根据各省 2018年决算报告公布的数据计
算得到①。此外，考虑到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主要

基于上一年财政经济状况作出决策，同时为了减

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均滞后 1 期；无风险利率②等

于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对

应日期的 1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通货膨胀率、
上海同业间拆借利率数据来自于锐思（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的发行利率均值为 3.72%，最大值和最小值差
异较大，但标准差较小，表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整

体利率水平较为稳定。债券类型方面，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数量多于普通专项债券，表明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成为近年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要形式，但

含权债的比例较低。债券发行规模差异较大，体现

出不同地方不同项目资金需求的巨大差异。债券发

行期限区间为 2-30年，平均期限为 7年，较小的标
准差反映出期限分布较为均匀。综合来看，由于本

文采用的是混合截面数据，部分债券样本对应的发

行人年度特征变量数据和市场特征变量数据相同，

财政自给率、债务率、城镇化水平以及通货膨胀率

差异较小，但人均 GDP、无风险利率以及上海银行
间同业拆借利率差异较大，将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的发行利率产生重要影响。

（二）实证结果

1.OLS回归结果
表 2中的（1）、（2）、（3）列分别为依次加入债券

特征、发行人特征、市场特征后对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价格影响的 OLS回归结果，均表明债券类型
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使发行利率提高。其中，模型

（3）的可信度最高，表明专项债券创新试点政策使
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利率提高 5.5个基点，且在
1%水平上显著。考虑到 OLS回归存在选择性偏误
等局限性，这里仅作为参考。

2.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首先，根据选定的协变量，运用 logit模型（表 2

第 4列）估计所有样本发行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
概率，得到倾向得分值。

其次，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并检验。本文着重分

析最近邻匹配，由于控制组样本相对较少，因此在

最近邻匹配中进行一对四且有放回匹配。如表 3、
图 2所示，匹配后（Matched）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
偏差（% bias）小于 10%，对比匹配前（Unmatched）
的结果，除了 debtrat（债务率）的偏差小幅增加外，
其余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表明该模

型满足平衡性假设。此外，在总共 1650个观测值
中，处理组（Treated）有 22个不在共同取值范围中，
控制组样本全部在共同取值范围中，总共有

1628 个观测值在共同取值范围中，满足重叠假定
（图 3）。

最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最近邻匹配（1对 4）
中，ATT估计值为 0.048，对应的 t值为 2.06，在 5%
水平下显著，表明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使得利率

水平提高 4.8个基点，支持了假设 1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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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LS与 logit回归结果
OLS logit模型

变量名 （1）发行利率 （2）发行利率 （3）发行利率 （4）债券类型

债券类型 0.025**（2.40） 0.035***（3.39） 0.055***（6.22）

赎回权 -0.095***（-6.19） -0.066*（-1.89） -0.083***（-2.79） -

发行规模 0.000***（-4.00） 0.000*（-1.69） 0.000（-0.01） -0.010***（-8.05）

发行年份 -0.629***（-63.36） -0.622***（-62.13） -0.383***（-29.92） 1.030***（5.05）

债券期限 0.033***（36.99） 0.032***（30.90） 0.033***（37.89） -0.98***（-7.20）

人均 GDP 0.031（0.98） 0.092***（3.35） 1.121*（2.57）

财政自给率 -0.032（-1.18） -0.085***（-3.71） 0.439（1.10）

债务率 0.145***（7.42） 0.132***（7.95） -0.775**（-3.02）

城镇化 -0.345***（-3.10） -0.478***（-5.07） -4.061**（-2.71）

无风险利率 0.407***（25.22） -0.756**（-3.07）

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借利率
-0.054***（-5.35） -0.243（-1.27）

Constant 3.759***（320.08） 3.515***（12.00） 1.761***（6.72） -4.998（-1.22）

Number of obs 1650 1650 1650 1650

R-squared 0.723 0.743 0.816 0.133

注：括号里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 3 样本匹配的平衡度检验

变量
匹配前（U）

匹配后（M）

平均值
标准化偏差

标准化偏差

缩小的幅度

t检验

处理组 控制组 t值 p值

发行规模
U 27.203 48.016 -42.00 -7.67 0.000

M 26.753 32.6 -11.8 71.9 -3.32 0.001

债券期限
U 7.172 7.930 -15.3 -2.99 0.003

M 7.240 7.415 -1.2 76.9 -0.99 0.321

人均 GDP
U 10.989 10.921 17.7 3.26 0.001

M 10.982 11.016 -8.8 50.4 -2.06 0.040

财政自给率
U 0.514 0.496 8.4 1.49 0.137

M 0.510 0.524 -6.5 22.3 -1.55 0.121

债务率
U 0.771 0.831 -22.7 -4.58 0.000

M 0.775 0.712 24.4 -7.3 6.68 0.000

城镇化率
U 0.602 0.590 11.3 2.09 0.037

M 0.601 0.612 -10.3 8.6 -2.33 0.020

无风险利率
U 2.863 3.086 -56.3 -10.38 0.000

M 2.869 2.835 8.3 85.3 2.06 0.040

Shibor
U 2.393 2.526 -35.2 -6.00 0.000

M 2.403 2.405 -0.7 98.1 -0.15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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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使用自助法（bootstrap）得到的结果（最近邻匹配）
变量名 平均处理效应 自助标准误 z值 p值

ATT 0.048** 0.018 2.74 0.06

ATE 0.039** 0.015 2.60 0.09

ATU 0.016 0.022 0.73 0.464

图 2 变量标准化偏差（最近邻匹配）

3.稳健性检验
（1）使用自助法得到标准误
考虑到使用 logit模型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汇

报的标准误忽略了倾向得分为估计所得的事实，这

里借鉴 Adabie 和 Imbens（2006）[21]的自助标准误进

行检验。如表 4所示，ATT值为 0.048，在 5%水平下
显著，与基准结果并无差别。

图 3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最近邻匹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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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匹配方法的结果
正如陈强（2014）[22]提出的，如果倾向得分匹配

的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一致，则说明结果是稳健

的。因此，本文除了进行最近邻匹配（1对 4），还分
别进行了卡尺内 1对 4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从

表 5报告的 ATT结果来看，除了核匹配结果有一定
差异外，其余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无差

异，ATT值在 0.05左右，且在 5%水平下显著，进一
步验证了假设 1的稳健性。

淤为了缩短篇幅，此处检验结果省略。

（三）信息披露政策实施前后信息准确度的不

同效应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20 日印发《地方政府
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
对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内容及时效作了明确规

定，尤其提出要按时报送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融

资平衡方案等对应项目的信息，这是自 2014 年发
布《关于 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信息
披露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首次专门出台的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随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咨询服务

指引》（中债字〔2018〕169号），协助地方政府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这两份文件的制定及实施，标志

着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披露工作走向

正轨。

理论上，信息披露越充分，信息不对称程度越

低，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减少，从而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利率降低（袁卫秋、汪立静，2016）[23]。因

此，本文继续考察信息披露政策是否能抑制信息准

确度提高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正向影

响，即比较信息披露政策实施前后，信息准确度

提高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是否

有区别。

信息披露政策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实施，这
样的时间节点安排使得本文正好能将样本以 2019
年为临界点划分为两个样本区间，分开考察因项

目收益专项债券试点政策而提高的信息准确度对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沿用基准回

归的方法和变量，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得出的处

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2019
年前的样本匹配后满足平衡性假定和重叠性假

定①，ATT值为 0.074，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在
2019年前发行的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价格因信息
准确度增加而提高了 7.4个基点，这一结论与刘
乐峥和蒋晓婉（2019）的结论类似，且政策效应远
远大于全样本的结果。但是，自 2019年信息披露

表 5 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匹配方法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标准误 t值

匹配前 3.672 3.841 -0.169 0.019 -9.09

最近邻匹配（n=4） 3.680 3.632 0.048** 0.023 2.06

卡尺内 1对 4匹配 3.680 3.632 0.048** 0.024 2.01

半径匹配 3.680 3.629 0.051** 0.023 2.21

核匹配 3.680 3.641 0.039* 0.022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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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信息披露政策实施前后信息准确度的不同效应

样本范围 2019年前 2019年

最近邻匹配（n=4）
ATT t值 ATT t值

0.074*** 3.3 -0.004 -0.1

政策实施以来，信息准确度增加对于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利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在

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时，信息准确度的提高以提高

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为代价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在信息披露水平较高时，投资者因面对较低的不

确定性减少了风险补偿，抵消了信息准确度提高

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正向影响，最终

没有显著地增加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从而兼顾

了投资者收益和地方政府融资成本，验证了假设

2的结论。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框架内，基于 2017 年 6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数据，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深入探讨了因实施项目

收益专项债券试点政策而增加的信息准确度对

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影响。总体来

看，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试点提高信息准确度后，

投资者透过省级政府信用担保的外衣直接以市、

县级地方政府的主体信用评估专项债券的风险，

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利率。

但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信息披露政策

的实施和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缓解了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对于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利率的反向作用抵消了信息准确度的

提高对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利率的正向作

用。从长远来看，在大力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使得信息准确度得到提高的政策倾向下，不断完

善信息披露政策从而提高信息透明度，在不提高

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是实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融资约束机制的必

然措施。

（二）政策建议

为了缓解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市场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从而逐步实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市场

化定价，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加强信息准确度

管理和完善信息披露水平两个方面提出政策

建议。

1.加强信息准确度管理
从融资效率方面来看，虽然提高信息准确度可

以引导投资者正确地识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信

用风险，但一味地增加信息准确度可能引发“马太

效应”，即财政经济实力强的地区越来越容易通过

发债获得基础建设的资金，而欠发达地区则难以通

过举债获得必要的资金保证，从而使得地区间差异

进一步扩大。从融资成本来看，信息准确度的提高

使得债券资金使用主体剥离了省级政府财政资源

和信用的担保，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增加

融资成本。综合这两个方面，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出

最优信息准确度管理政策，在市场主体利益和政府

利益之间达到均衡。

2.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根据获得的信息对证券

产品进行收益和风险评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为

财政与金融的结合品也适用这一规律。详细的信息

披露不仅可以使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还能

减少投资者因面对较少的不确定性而索取的风险

20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1年第 2期

补偿，从而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因此，需要进

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一是

完善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平台建设，督促地

方政府及时、详细地公布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信

息，并持续做好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二是加快推

进专项债券项目库公开，便于市场投资者及时追踪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建设进度以及

收益情况；三是健全监督机制，每季度定期通报各

省专项债券信息披露工作完成情况并形成排名，对

于信息披露工作完成较差的省份予以通报并责令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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