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

化尧信息化尧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道路遥 新

型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经济增长

的巨大引擎袁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及解决三农问题

的重要途径袁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重要抓手遥 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袁新型城镇化

坚持集约尧智能尧绿色和低碳的发展思路袁强调以人

为本袁注重发展质量遥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

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袁能否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将直

接决定着城镇化建设的速度与效果遥 如何通过创新

投融资模式筹集足够建设资金一直是学界与实践

界关注的焦点遥 本文通过对 2011 年以来国内关于

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的文献进行梳理袁总结投融

资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尧方向与对策建议袁以期对未

来城镇化投融资实践有所借鉴遥
一尧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必要性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6.1%袁按照诺瑟姆

野城市化过程曲线冶袁我国已经步入城镇化加速发展

阶段遥 该阶段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袁探寻稳

定充足的资金供给来源是主要问题遥 而当资金供求

缺口较大时袁必须创新投融资模式遥
渊一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

关于资金需求量袁安俊国尧[1]宋宗宏与唐松[2]等
认为到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

别达到 60%和 45%左右袁 需要投入资金总数约 42
万亿元遥 陈峥嵘[3]认为到 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

70%袁 未来 15 年将有 3 亿人从农村移居到城镇袁由
此需要持续尧 巨额资金来满足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需求遥 牛润盛[4]认为每新增 1 个城镇居民

直接资金需求 10 万元袁 引致投资和消费资金需求

40 万元~50 万元遥 吴伟等[5]考虑到成本的提高和通

货膨胀等因素袁认为到 2020 年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资金约 36 万亿元遥 陈伦盛[6]认为 2013 年到2020
年间新型城镇化动态融资需求高达 35 万亿元遥辜胜

阻等[7]认为一个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所需投资成本的

平均数为 15 万元袁全国需要投资的年均总费用大致

在 2 万亿元左右遥
关于资金需求结构袁贾康尧孙洁[8]认为新型城镇

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5.009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6 年 9 月 第 14卷 第 5期

Vol.14 No.5 Sep. 2016

摘 要院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袁其健康发展离不开投融资的支持遥 本文基于文献综

述角度袁研究了现阶段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尧方向与对策遥由于现有模式不足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巨大缺口袁
因此必须创新袁包括统筹考虑地方优势尧项目类型曰拓宽渠道尧创新机制曰建立主体多元化尧形式多样化的市场化投融资体系遥

关键词院投融资曰模式创新曰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院F299.24曰F832.41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6冤05-0067-06

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要要要基于文献综述角度

何泽军袁毛会敏
渊河南农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袁河南 郑州 450046冤

收稿日期院2016-08-27
基金项目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渊12ASH005冤
作者简介院何泽军(1975-)袁男袁河南信阳人袁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袁管理学博士袁主要从事城镇化管理尧科技创新管理等研究遥

67



2016年 9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5期

化资金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院基础设施尧公用事业

和公共服务遥 吴伟等[5]则把新型城镇化资金需求分

为五类院公共服务尧基础设施尧基本保障尧公用事业尧
城市开发遥 胡凡[9]认为到 2020 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约 30 万亿~40 万亿元遥 胡海

峰尧陈世金[10]认为到 2020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设

施建设支出平均每年至少需要 3 万亿元袁公共事业

与公共服务支出平均每年大约需要 2 万亿~3 万亿

元遥林章悦尧刘建鹏[11]认为我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社

会保障领域的平均成本在 2 万元左右遥 安俊国[1]认
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尧市政基础设

施建设和以医疗服务尧文化教育和休闲旅游为主的

现代服务业是资金需求的重点遥 崔文亮等[12]认为房

地产尧金融尧交通运输尧公共服务尧电力燃气尧水等行

业是资金需求的重点领域遥
综合以上学者观点可以得出袁随着城镇化率的

不断提高袁对建设资金的需求总量不断增加袁预计

到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袁
需投入城镇化建设资金约 40 万亿元袁 每年直接资

金需求约 2 万亿元遥 其中袁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约 30
万亿元袁公用事业尧公共服务与基本保障等资金需

求约 10 万亿元遥
渊二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供给

关于资金供给量袁吴伟等[5]认为未来 10 年政府

可以承担的城镇化建设成本为 18 万亿元遥 宋宗宏尧
唐松 [2]认为 2013要2020 年新型城镇化动态政府债

务供给能力仅为 24 万亿元遥 陈伦盛[6]认为政府在

野十三五冶时期通过税收尧土地出让尧举债获得能够

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总计为 24 万亿元遥
关于资金供给结构袁地方政府用于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资金来自财政收入尧土地出让金尧地方投融

资平台融资资金尧地方债等遥 陈伦盛[6]认为财政收入

不用考虑未来现金偿还问题袁用于城镇化公益性项

目投资最好袁 但我国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紧

张袁 能够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收入非常少遥
蔡书凯尧倪鹏飞[13]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可以统筹安排

的资金仅占土地出让收入的 2%左右袁 土地出让融

资不可持续袁不能满足城镇化持续的资金需求遥 巴

曙松等[14]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尧 交通运输项目和购买土地的比例分别约为

36.7%尧24.9%和 10.6%曰但是袁随着经济增长趋缓袁
地方政府陷入还款困境袁 平台贷款风险隐患较大遥

胡凡[9]认为若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 60%左右袁只能

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 2/3 的资金需求遥
综合现有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袁预计截至 2020

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供给总量约 24 万亿

元遥 土地出让金是建设资金供给的主要来源袁但随

着我国对于耕地红线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袁土地出让

收入能够为城镇化建设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曰而地

方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袁地方债作为主要资金供

给的能力受到制约曰在地方财政收入很少用于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情况下袁投融资平台融资资金仿佛是

资金供给的良好渠道遥
从供需量上来看袁24 万亿元的资金供给量相对

于 40 万亿元的资金需求袁 缺口至少为 16 万亿元遥
从供需结构上看袁新型城镇化中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需求资金量最大曰而现有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

出让金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袁这些资金主要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袁公共事业与公共服务领域建设资金

严重不足遥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袁未来建

设资金的需求量会更大袁必须探索更多的融资渠道

来满足建设资金需求遥
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供求缺口巨大的现实表

明袁现有的以土地出让金与投融资平台为主的融资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袁必须创新投融

资模式遥
二尧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方向

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势在必行袁而要创

新模式亟需首先明晰现有模式的不足及其原因袁进
而找出模式创新的方向遥

渊一冤新型城镇化现有投融资模式

洪振挺[15]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包括政府

投资和运作的政府财政模式尧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

融资模式尧由企业和社会居民组成的直接民间资本

模式尧特许经营的项目公司模式袁其中以政府财政

模式为主遥 崔文亮等[12]认为地方政府负担了城镇化

建设的主要任务袁主要采用中央财政资金尧地方财

政公共预算资金尧基金预算和地方政府债务等模式

供给资金遥马庆斌尧刘诚[16]认为土地财政是新型城镇

化地方政府融资的主要来源袁地方投融资平台是新

型城镇化融资的重要形式遥王启元尧张清娥[17]认为新

型城镇化建设现有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投融资主

体多元化的政府驱动型投融资模式尧地方政府靠开

发城镇土地的经营土地模式和企业为主的经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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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型投融资模式遥 宋宗宏尧唐松[2]认为目前地方政府

受限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袁日渐依赖土地出让收

入为主的非税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两种投融资模

式遥 陈伦盛[6]认为现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

式包括税收融资尧土地融资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融资尧公私合营项目融资等遥
综上所述袁 我国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主体有四

个院政府尧银行尧企业和社会居民尧特许经营的项目

公司曰投融资模式主要有六种院中央财政资金尧地方

财政资金尧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尧土地财政尧地方投融

资平台和公私合营项目融资曰现有投融资模式的主

要特征是政府主导遥
渊二冤现有投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

叶剑平等[18]认为政府依赖出让土地进行融资或

者偿债的土地财政模式袁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

出让收益空间逐步减少袁具有不可持续性且给全国

金融系统带来潜在风险遥 姜安印尧郑博文[19]认为袁由
于财政体制性障碍袁我国新型城镇化存在投融资主

体单一尧渠道不畅尧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尧市场化的投

融资平台发展不足等问题袁亟待从体制方面予以破

解遥 巴曙松等[14]指出长期来看我国地方融资平台存

在债务来源单一尧偿债期限集中尧收益周期不匹配尧
土地出让依赖强等问题袁地方融资平台模式亟待规

范遥 卞慧[20]认为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过程中存在

总债务率高于警戒线尧新债偿旧债现象严重尧资金

监管薄弱等问题袁地方债模式潜力有限遥 胡海峰尧陈
世金[10]认为受国家宏观经济和房地产政策调整影响

的土地财政已不可持续袁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

正在积累袁传统金融体系融资结构不合理尧金融服

务创新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袁创新新型城镇化资金

保障体制势在必行遥蔡书凯尧倪鹏飞[13]认为新型城镇

化建设与外部宏观经济环境有密切联系袁地方政府

融资空间极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新常态的挤压袁土地

出让趋冷尧财政收入下滑尧土地抵押贷款受限袁传统

的投融资模式已不能承担日益增长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资金需求袁必须创新模式遥
由上可知袁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

主要有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尧融资平台筹资能力受限

且管理不规范尧政府债务风险高尧金融服务创新不

足尧间接融资占比高等问题遥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

必须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袁探索新的投

融资模式遥

渊三冤投融资模式创新的突破方向

宋宗宏尧唐松[2]认为由于长期以来视新型城镇

化建设项目为公共物品袁 政府和银行投资理所当

然袁社会资本进入不够袁使得融资渠道狭窄袁融资方

式单一遥胡海峰尧陈世金[21]认为城镇化建设融资过于

依赖传统的银行信贷手段袁 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袁
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袁市场化手段严重不足遥 王启元尧
张清娥[17]认为由于民生金融服务政策缺失袁使得社

会资本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基本养老尧医疗尧失业等

社会保险和随迁子女的教育及住房保障支持不足遥
郝振东[22]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资金支持袁但是

现行投融资制度的局限与土地的不可持续都迫切

需要地方政府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遥 陈伦盛[6]认为在

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袁财税体制不合理和主体税

种缺失是导致政府财政投融资模式不能很好地满

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的主要原因遥 周阿利[23]

指出现实中政府主导的投融资平台淡化了市场主

体身份袁市场化运作不足袁外部约束机制缺乏袁债务

风险与金融风险较大袁使得对社会资本的吸纳能力

不强遥
综上所述袁现有投融资模式存在问题的主要原

因在于观念上认为社会资本不该进入尧新型金融政

策手段支持不足尧 财税体制与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尧
市场机制市场手段乏力等遥 因此新型城镇化投融资

模式创新的方向在于从观念尧政策尧体制尧机制等方

面变革原有的政府主导投融资模式袁建立主体多元

化尧运行市场化的投融资模式遥
三尧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既要发挥地

方优势袁又要依据项目类别分类设计曰既要拓展渠

道袁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介入袁又要创新机制袁提高现

有资金的使用效率遥 逐步形成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尧
以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广覆盖尧高效率尧可持续的市

场化投融资模式遥
渊一冤结合地方优势创新投融资模式

马庆斌尧刘诚[16]研究了 2002要2012 年重庆市组

建大型国有建设性投融资集团的平台融资模式袁认
为建立政府主导尧市场化经营的野政府+市场冶模式袁
正确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袁大量吸纳社会资本

介入袁是模式成功的关键遥 王中[24]以四川省为例袁认
为城镇化要推行产城融合发展袁要创新土地制度袁以
市场化为手段袁吸纳工商资本介入袁建立野土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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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冶的融资模式遥刘旭辉尧陈熹[25]以江西省为例袁认为

PPP 模式是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袁存
量债务怎么化解难题的金钥匙袁为此成立专门的省

级 PPP 工作机构尧培养相关人才队伍尧建立项目库

和项目监管制度袁通过组织与制度创新调动社会资

本介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遥 郑立君等[26]以福

建永春县为例袁认为面对新型城镇化的金融供需匹

配要求袁可以充分利用野泉州金改冶的政策和制度红

利袁通过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尧筹融资体系尧
金融服务体系尧农地金融体系和保障体系袁建立以

金融创新为特色的融资模式遥
由上可以看出袁不同地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

程中探索了不同的融资模式袁满足了建设资金的需

求袁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遥 这些做法虽不尽相同袁但
共同的特点在于充分发挥政策尧土地尧组织与制度

创新尧金融创新等区域优势袁吸纳社会资本或金融

资本介入袁形成以社会资本为主体尧市场化运营的

投融资模式遥
渊二冤依据项目类别设定投融资模式

牛润盛[4]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尧期
限长袁公共事业建设垄断性尧消费的排他性强袁应通

过政府财税和政策性金融融资袁而公共服务内容多

样尧资金需求少袁应由政府提供或购买尧其他社会组

织补充遥 吴伟等[5]认为公益性项目应由政府提供袁经
营性项目由市场来提供袁准经营性项目则需要政府

和市场共同供给遥 董少军[27]认为属于纯公共物品的

非经营性项目袁应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财政资金或城

投债方式融资曰对于经营性和准经营性项目袁以国

有尧民营尧外资为投资主体袁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融

资遥胡海峰尧陈世金[21]认为地方政府债务应该主要投

入到市政尧交通运输尧教科文卫尧保障性住房等公益

性建设领域遥 关山等[28]认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可

以通过公私合营方式吸引民间资本进行融资遥 李万

峰[29]认为公用事业可通过使用者付费和政府补贴结

合的 PPP 模式融资袁公共服务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实现私人和政府的合作遥 赵丽娜[30]认为可以发

挥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长期融资项目中的优势来筹

集资金袁通过设立专项贷款尧专项基金和债券等方

式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和保障性住房等特定项目的

资金需求遥
由上可知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依据不同

项目类别分类设定融资模式袁对于基础设施与公用

事业项目常常是政府主导的融资模式曰对于经营性

项目常常是市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遥 无论政府主导

还是市场主导袁都需要广纳民间资本遥
渊三冤拓宽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

陈雨露[31]提出应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

用尧商业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尧项目融资的创新作用尧
保险机制的协调作用尧国有资本和企业资本的补充

作用袁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全面尧可持续的资金保障遥
胡海峰尧陈世金[10]认为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融资应

以公私合营为突破口袁以政府投入为种子袁鼓励民

间资本和金融机构等市场化资金进入城镇化项目

建设遥 郭兴平尧王一鸣[32]认为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投

资尧国内外贷款尧证券市场融资和项目融资方式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筹集资金遥 辜胜阻等[33]认为可以通

过扩大金融信贷供给尧发展农地金融尧发起草根金

融等构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袁以此拓宽新型城镇化

建设资金来源遥
由上可知袁 新型城镇化建设亟需吸纳金融资

本尧社会资本的大量介入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

导尧金融资金的支持尧社会资金的大量投入等协同

作用袁拓宽融资渠道袁创新融资模式遥
渊四冤完善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机制

王启元尧张清娥[17]认为投融资平台可以从城镇

化与农业尧工业尧服务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建

立联动机制袁以达到创新的效果遥巴曙松等[14]认为相

比于投融资平台袁地方政府更应该通过发行市政债

券尧资产证券化尧公私合作等更透明的市场化融资

机制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遥 郝振东[22]认为从中长期

发展来看袁可以通过改革投融资平台等提升 PPP 模

式的有效发展遥蔡书凯尧倪鹏飞[13]认为应该构建地方

政府融资需求尧融资来源尧融资权利与外部及自身

供给尧资金使用尧融资责任相匹配的野升级版冶政府

融资模式遥 陈伦盛[6]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创新

的方向是用野市政债券+房产税冶的融资模式取代野土
地财政+政府融资平台冶的融资模式遥 周阿利[23]指出

可以培育房产税尧土地使用税尧城建税尧环保税等充

实地方财政袁破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融资难题遥
新型城镇化投融资不同模式运行机制不同袁在

市场化模式逐渐占主导的趋势下袁应该不断探索完

善市场化的运行机制袁逐渐升级改造原有模式曰在财

政投资内部袁应该变革机制袁通过优化税种结构尧增
加市政债券袁降低土地财政与投融资平台运行风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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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 2011要2015 年以来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投融资模式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袁认为未来我

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快袁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袁现有投

融资模式不能满足需求曰并且现有模式以政府为主

导袁存在政府债台高筑尧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尧金
融风险加剧尧融资平台管理不规范尧市场化程度低

等问题袁亟需探索新模式遥 而模式创新的关键在于

依靠实践袁分类设定袁拓展渠道袁创新机制遥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文献的选择遥 新型城

镇化投融资方面的文献卷帙浩繁袁本文将文献范围

限定在 2011要2015 年间的主要期刊文章袁 这种选

择一方面在时间限定上可能造成部分观点的提炼

由于缺乏与前期研究的比较而有失偏颇袁另一方面

在文献选择上因漏掉了诸如著作尧博硕论文等文献

而可能造成观点总结不够全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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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要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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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n

future,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鄄
ature review, the paper studies the necessity, direction and suggestions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ls innov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establishing the market-oriente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ystem, which includes lots of principal parts
and operation mod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unds shortage in the constructing our New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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