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土地财政的现状、未来及有关趋势判断
摘要：2014 年初北京市组织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本文从土地储备、供应和地方性债务三个方面
调查了北京土地财政的现状情况和对北京规划实施的作用，分析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存量规
划”等政策和规划思路的转变对北京土地财政可能造成的影响，指出了上述转变会导致北京土地财政面临
覆灭，北京将进入“后土地财政期”
；最后本文对后土地财政期的几个趋势进行了预判，并指出了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修改的关键任务。
关键词：土地财政；总体规划；新型城镇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存量规划

前言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
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
等入市、同权同价……”等内容。
2014 年 1 月 10 日国土部部长姜大明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就实施国土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行动计划，着重严控增量、盘活存量问题作出阐释时，指出“中央要求，东部三大城
市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
、
“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
“除生活
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
2014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工作时强调，
“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有效控制人口规模”
。
在上述背景下，2014 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拟对北京
城市规模进行“现状减量”
、
“规划瘦身”，从增量规划变为存量规划。
笔者认为，中央精神、领导讲话和政策转变虽然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定下了基调，
确定了规划编制的方向，但仍有必要对上述政策转变和规划思路有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细致
的评估，以预测其会引发的问题。在这种考虑下，笔者对与规划实施息息相关的北京“土地
财政”问题进行了调研，拟摸清北京土地财政的运行情况，并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
转”
、
“存量规划”等对北京土地财政的影响及相关问题的预测，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提
供前瞻性思考和建议。

1、 北京土地财政现状
1.1 土地财政简介
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土地财
政的收入来源包括三大部分：
1、 与土地有关的政府非税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租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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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耕地开垦费等。土地出让金是其中比例最大的部分。
2、 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包括房地产税、建筑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土地增值
税、购房的契税、房产交易过程中的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等。其中房地产税
和建筑税所占比例最大。
3、 土地从征收到出让过程中的隐性收入和间接收入。
土地财政行之有效的根源，是因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土地级差。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
法》城市的开发建设需要将土地从集体所有变成国有，这个所有权性质的转变是由政府垄断
的，然后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来获得收益，并将这种收益变成政府的预算外收入，
并维持城市的滚动经营。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管理法规和土地征收条例使得集体土地的所有者
议价能力很弱，地方政府能够以低补偿的形式大量征收集体土地，尤其是农用地，经过储备
后高价转让给开放商，获得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并可以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取
得大规模的银行贷款来投入城市建设。由此形成征地--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
这样一个不断滚动开发循环。
土地财政的能够维持依赖于三个条件：
1、 供给：城市能够持续提供可供开发的土地；
2、 需求：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对城市的土地产生持续的需求；
3、 利润：政府能够继续获得垄断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级差溢价。

1.2 北京土地出让金的收支情况调查
由于土地财政中有大量不透明的环节，很难说清一个城市的土地财政规模。笔者根据北
京市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土地储备中心的征地信息和土地市场成交信息以及审计部门
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审计报告来窥探北京土地财政的面貌。
投入：根据国土部门披露的年度土地储备开发计划，2008-2013 年北京市土地储备计划
总投入大约是 7400 亿元。
收益：根据北京市历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土地市场成交一览表统计，2008-2013
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累计约为 6600 亿元。
表1
公共财政 市级政府性 土地出让
市级土地出 土储计划
市土储计
年份
收入
基金收入
金总收入
让金收入
总投入
划投入
2008
1837.3
-502.7
-800
200

累计

单位：亿元
区土储计 企业
划投入
投入
600

2009

2026.8

437.6

928

299.1

1000

400

200

400

2010

2353.9

684.7

1642.4

557.7

2700

500

1800

400

2011

3006.3

862.4

1055.1

741.9

1000

350

450

200

2012

3939.4

580.7

647.9

401.1

900

300

400

200

2013*

3457.1

--

1821.8

--

1000

200

500

300

16620.8

2565.4

6597.9

1999.8

7400

1950

3350 2100

注：2013 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前 11 月数据，2008 年政府性基金的有关数据未被公开

从表 1 可见，土地出让金占到了政府性基金收入的 80%左右，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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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总收入（包括了市区两级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比例大约为 28%，这个
比例大体上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北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要解释土地出让金少于土地储备资金的问题，我们需要另外一些数据的帮助：
表2
年份

年度完成储备

年度新增储备

年末计划结转

单位：公顷
实际供应

实际出让

2008

844

2100

9000

1469.9

4634

2009

3600

4700

9900

1947.3

6064.5

2010

6400

4101

14000

3006.9

6489

2011

3555

2741

20500

1965.5

4847.1

2012

2800

0

17700

1328

3579.91

2013

2800
19999

1000
14642

16900
--

2082.4
11800

3891.64
29506.15

合计

注：2009、2012 年的年度完成和新增数据为年度计划完成和新增数据；2013 年为前 11 月数据；年末结转
数据为计划结转数据，其中 2012、2013 年为推导值

表 2 是从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历年土地储备计划和历年土地交易一览表中整理的数据。
笔者从中发现，08 年至 13 年土地储备中心总共完成了近 20000 公顷的收储工作，而通过出
让方式出让了 11800 公顷，出让比例约 60%。也就是说，北京市政府只用了 60%的收储土地
就基本实现了资金平衡（90%）
，储备库中有约 8000 公顷收储完成的土地和 17000 公顷收储
过程中的土地都是土地出让金之外的额外收益，这些收益在北京市政府的预算执行报告中没
有体现。
当然，上述这些土地并不是都储备在土地储备库里，事实上收储完成的土地资源有一部
分已经以划拨的方式（约占所有收储土地中 10%-20%的比例）供应到城市建设中，在近 6
年的土地供应中，出让方式供地只占 40%左右（其余 10%左右为划拨、50%左右为以征代划，
划拨的土地直接来自于储备库中，而以征代划的征地资金很大部分也来自于土地出让金）
，
正是这 40%的土地交易收益支撑了其余 60%的土地供给。这 60%的划拨和以征代划方式供应
的土地基本都是公共财政负责的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公
租房、定向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以及中央单位、在京部队的办公用地。
可以说土地财政是北京市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履行政府职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
卖地有没有收益不能作为土地财政善或者恶评价的依据，如果卖地不挣钱那么就根本不会有
土地交易。

1.3 北京地方性债务情况
从上文可知北京的土地收储和出让所起到的作用，但这些作用并不是单纯凭借土地出让
金以及土地财政有关的税费等实现的。如果将北京市政府当作一个运行的巨型企业，要评估
它的经营，还要看它的负债情况。
根据国家审计署 2014 年 1 月发布的《北京市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
截至 2013 年 6 月，
北京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6506.07 亿元（其中用于土地收储的金额为 3351.64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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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务总金额与近 6 年土地出让金的总额相当。
《北京市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认为，
“本次审计以债务率和逾期债务率两个指标，对
2012 年底北京市政府性债务负担状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全市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
对于债务风险问题，总债务率只是一方面，债务的逾期才是更应该警示的问题。从北京
市的未来偿债年度数据看，压力最大的为 2014 年 1900 多亿，但相对于 2013 年历史最高的
1821.8 亿土地出让金来说，1940.39 亿的债务也不构成太大的偿还压力。
进一步分析北京政府性债务的健康状况，从上文的统计看，近年来土地储备工作在土地
出让之后仍获得了“8000 公顷收储完成的土地和 17000 公顷收储过程中的土地”的额外收
益，尽管当中有部分通过划拨方式供出，但这些未供应的土地和已划拨的公共设施等公益性
土地仍然是北京政府的优质土地资产，做一个简单折算，已出让的 110 平方公里土地带来了
6600 亿土地出让金，那么这 250 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资产估价至少超过 13000 亿，这正是
北京政府性债务的信用来源。
“从债务的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北京
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
大多有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其中用于土地收储形成了大量土地储备优质资产；用于轨道
交通、水热电气等市政建设和高速公路等交通运输设施建设的债务不断完善了城市公共服务
的功能；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债务，改善了民生”。

1.4 北京土地财政现状小结
根据上文的统计，可以以下面两段话对北京过去六年的土地财政现状进行小结：
在过去六年里，北京市政府花了大约 7000 亿资金（其中约 3351 亿为政府性债务），完
成了近 20000 公顷土地的收储，并将其中约 60%的土地以出让方式供应，获取了约 6600 亿
的土地出让金，使收支大体平衡；并额外获取了收储完成的 8000 公顷土地和收储过程中的
17000 公顷土地的收益。
6600 亿土地出让金除了偿还到期的政府性债务之外，用来征了约 15000 公顷的土地，
与土地储备库中约 2000 公顷土地一起用于划拨给公益性用途的建设项目，并支持其运行。
所以北京的土地财政是北京市政府实施规划，开展城市建设，落实三大设施的重要引擎。

2、 北京土地财政的未来
2.1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
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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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
集体建设用地包括了乡镇企业用地、村民住宅用地和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
地三类，
《决定》中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同权同价入市指的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也就是工业、仓储、商业、旅游、娱乐等用地，实际上主要是乡镇企业用地。

2.2 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
2014 年 1 月 10 日国土部部长姜大明在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要求，东部
三大城市群发展要以盘活土地存量为主”、“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
“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国土部随后解
释说这是个“逐步调减”趋势，今后对人口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的供地政策，不是从现在就
“一刀切”
，但是严控，以存量为主的城市建设时代已经来临。
存量是指已有建设用地资源，这里面既有国有建设用地，也有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存量
就是指的充分利用已有的建设用地；严控增量就是指的严控新增建设用地——尤其是从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
笔者收集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近年来的年度工作总结，汇总和推算了过去的几年来看建
设用地增量和存量利用的情况，结果如下：
表3
年份
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新增建设用地

征收农用地

利用集体用地存量

单位：公顷
存量利用比例

2008

4634

3509.1

3324.5

1124.9

24.27%

2009

6064.5

4518.9931

4366.7646

2187.406

36.07%

2010

6489

3488.4

3360.3

3000.6

46.24%

2011

5735

3549.47

3446.11

2185.53

38.11%

2012

4115

2892.63

2672

1222.37

29.71%

2013

3891.64

2001.99

1912.91

1889.65

48.56%

合计 30929.14
19960.5831
19082.5846
11610.456
注：其中 2013 年为 1-11 月的数据，2008、2010 年、2012 年的利用存量数据为推算

37.54%

如表 3 所示，尽管北京市国土局在 2007-2010 和 2011-2015 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
划》中都提出了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利用比例，并量化了供应指标，前四年计划利用存量比
例达到 42%、后五年利用存量比例达到 51%，九年合计达到 47%，但从实际供应的情况看近
6 年来存量的利用比例仅为 37.5%，且没有看到明显的提升趋势。北京的土地供应仍然高度
依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简单计算，如果从增量走向存量，北京的用地供应将减少 60%，而
实际上，之所以 37.5%的存量能用起来，很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增量那部分的土地级差，所
以供地所受的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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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2013 年北京市存量建设用地利用比例

2.3 后土地财政时期的到来
土地财政的能够维持依赖于三个条件：
1、 供给：城市能够持续提供可供开发的土地。存量规划导致供给严重受限，农用地无
法转换为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市场上的供给估算会减少 60%以上且成本更高。
2、 需求：地产市场持续繁荣，对城市的土地产生持续的需求，地价维持在上行通道。
城镇化的背景不变，对土地需求的大趋势仍然不变，但地产风险继续上升，地价能
否继续上升存疑。
3、 利润：政府能够继续获得垄断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级差溢价。同地同权同价导致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级差趋近消失，在失去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增量空间后，仅剩宅
基地和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还存在级差溢价，但宅基地的安置成本高昂，集体公益
性建设用地的比例非常小。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维持的三个条件中两个已经不具备，唯有条件二还存在，但风险加
大，所以“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和“原则上不再安排人口 500 万以上特大城市
新增建设用地”
（或者说严格的存量规划）将会导致土地财政退出历史舞台。
中央对同地同权同价后给出的财政出路：
1、 各城市将会根据各自的情况出台不同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减少土地储备的拿
地风险，政府通过交易分成获得无风险收益。政府从土地获取收益的方式从垄断一
级市场获取剪刀差变成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无需投入大
量资金去征地、储备，所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市场公平运转，大幅减低债务风险。
2、 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使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一致，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决定》
中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
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及风险管理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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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了北京等十省市试点地方债自发自还。地方市政债有望有效
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3、 房产税的出台，通过房产税使土地收益从一次性收益变成动态可持续收益。

3、 后土地财政期的几个趋势预判
3.1 趋势 1：政府收储动力下降，由主动收储变为被动收储
上文论证了土地改革和存量规划背景下土地财政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指出了中央
为解决这个问题给出的替代方案。笔者假设替代方案没有导致政府财政的崩溃，城市仍能良
性运转，那么政府的收储动力也是必然下降的，因为收储的利益由之前土地——尤其是农用
地的土地级差溢价变成了从生地到熟地粗加工的加工费和代替购地方与零碎的土地所有者
谈判的服务费等，挣的是辛苦钱，投入的成本却极为高昂，所以政府的收储意愿是极低的。
但是土地储备不会完全停止，对于一些政府主导的重大工程项目政府仍有一定资金支持和实
施力度，传统的一级开发模式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比例越来越低。与此同时，为提供公
共服务而进行的“以征代划”仍然不会停止，对于这类项目而言原本依靠土地财政对其进行
资金补贴，后土地财政期，仅仅是补贴来源不同，
“以征代划”的规模根据政府的财力决定。

3.2 趋势 2：开发商购买土地的成本不会显著降低
一般认为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当政府退出了对集体土地交易的垄断后、放弃了剪刀差
后地价会下降，但在存量规划的背景下这个不会实现。
由于城市土地缺少增量指标，存量开发的比重越来越大，土地一级开发成本也越来越高，
在政府收储意愿降低的背景下，尽管给予了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交易自由，可能
会向土地市场释放出一些建设用地，但一方面其供给的土地受到用途管制的限制总量有限，
另一方面其用地条件远不如经过一级开发的土地条件好，所以有效供给实际上会减少，在供
需关系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条件下，供给减少会导致价格上升而非下降。
同时，由于农民集体对集体建设用地的议价能力加强，开发单位要进行一个区域的用地
开发，其协商谈判的交易成本要高于政府包办一级开发根据统一的征地补偿标准一起征地的
交易成本，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土地成本还是土地的交易成本都看不到显著
降低的理由。

3.3 趋势 3：国土部门的年度供地计划的调控效力降低
土地财政时期，政府垄断了土地市场交易，每年上市出让多少、划拨多少都在政府的管
控之下，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基本框定了每年的供应量。随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具有了
一定的交易自由，其卖不卖、何时卖都不再由政府决定，如此国土部门尽管每年仍会制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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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供地计划，但其限制的也就是其自己储备和征地的那部分土地，而不再代表整个城市的建
设用地供给，随着其收储动力的减弱和收储规模的降低，其调控效果也就越来越弱。

3.4 趋势 4：公益性基础设施等用地落地难度加大
难度提升的原因有三，一方面是存量规划导致土地一级开发成本提高；二是集体建设用
地的价值与规划用途高度相关，任何集体土地的所有者都不会希望自己的土地被规划为没有
收益、缺少交易价值的用地类型，所以会抵制无利可图的基础设施或者绿地；三是邻避运动，
与之前农村地区发生邻避运动不同，之前农村的邻避运动多半是因为污染对村民健康影响而
引发的，而当土地同权同价之后，某些基础设施潜在的负外部性会导致集体建设用地的地价
降低，所以即便基础设施不在宅基地附近也有可能会招致农民抵制。

3.5 趋势 5：自下而上的小项目会增多，区位条件好的乡村活力复苏，乡村建设
速度加快
传统规划的实现依赖于政府的一级开发，民间资本要想落地必须等待政府的开发、拆迁
和征地再出让，要不就只有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随着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规划的实施不必跟
着政府的节奏，民间资本在土地的选择面上增多，不再局限于政府出让的土地，规范化的集
体建设用地市场会驱除过去笼罩在集体建设用地上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阴影，吸引民间资本的
关注；同时一些地块较小、价格较低但区位条件不错的集体建设用地的开发门槛也相较于以
往更低，允许了更多的小资本进入。
随着大量零碎化的土地可供开发和上市，规划的实施将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大
尺度集中开发的实施路径，来自民间资本的小项目、微更新、自发式的集聚会增多，规划的
服务对象也会逐步从政府变成民间的机构、集体，这个转变对于对地块尺度、设施条件要求
不高的产业尤其有力，比如创意文化产业，此外一些以往规划中因土地权属性质而模糊不清
的旅游用地也会有了合法的身份和实施空间。乡村建设也不再必须等着政府来搞“新农村建
设”
，市场和民间资本可能会使一些具有条件的乡村自下而上激发活力改变面貌。

结语
根据上文的调查和分析，土地财政是北京市政府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履行政府职责、提供
公共服务的基础，是过去多年来北京规划实施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流转、严控特大城市规模和存量规划等政策和规划思路的转变将会严重影响未来北京
的土地财政，甚至导致其覆灭；与此同时，上述转变又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所以从 2014 到 2020 年的规划期是一个过渡期，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实现过渡：
1、 从有权到没权的过渡：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从政府走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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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有指标到没指标的过渡：增量规划到存量甚至减量规划；
3、 从有钱到没钱的过渡：土地财政时代走向后土地财政时代。
而三个过渡中，第三点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其是新版总体规划
是否具备实施性的关键因素，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必须从政府的财税制度改革入手研究失去
“土地财政引擎”后的城市规划实施动力问题，通过趋势预判制定由政府驱动到市场驱动，
由政府直接投资、配置资源到市场自下而上投入和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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