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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资产端、负债端、利润端和现金流量端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城投公司财务核算的特殊性，以

杭州城建集团为例进行研究发现：在新《预算法》背景下，企业的经营性资产规模正在缩小并向金融化转

型；企业以负债融资模式为主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主营业务收入较低而政府注资扶植的营业外收入占净

利润的比重较大；企业现金流量结构日趋合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占主导且比重逐年增长。进而从进一

步推动城投公司金融化转型、拓展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和转变政府补助依赖三个方面提出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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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预算法》下城投公司的财务核算
——以杭州城建集团为例

2014年国务院颁布新《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

信用与其所在地城投公司的信用完全隔离。在经济

下行趋势明显且PPP融资潜能短期难以释放的背景

下，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 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

行工作的通知》，重申严格界定地方政府与其辖区融

资平台之间的界限。因此，亟需对城投公司的财务按

市场化企业进行核算分析。本文从资产端、负债端、

利润端和现金流量端四个方面对我国城投公司财务

核算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以杭州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杭州城建集团”）为例，对其财务

核算内容进行分析。

一、城投公司财务核算的特殊性

（一）资产端项目核算

1. 存货核算的特殊性。城投公司多从事建筑类

业务，存货项目是其财务核算分析的基础与核心。具

体而言，若城投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纯公益性项目，则

其主要承接大型基础设施的施工阶段任务，故其存

货主要涉及“土地开发成本”“拟开发土地使用权”科

目和“在建工程”的二级科目，如“工程施工”；若为准

公益性项目，则其主要承接收费运营类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两阶段任务，故其存货主要为项目建设的原

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因此，分析城投公司的存货

首先要判断该公司的属性，若属于公益性城投公司，

存货持续增加，则说明该公司面临严重的在建工程

积压，多为政策因素影响所致；若属于准公益性城投

公司，存货持续增加，则说明该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降

低，多为经营因素影响所致。

2. 应收款项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城投公司多与

政府部门进行业务往来，故应收款项项目能充分反

映城投公司在与政府交易中的市场地位。因为城投

公司产品购买者主要是政府部门，所以在政府部门

担保下城投公司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关联方

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不做账龄分

析，即不予计提坏账准备，故其占总资产的比重较

大。具体而言，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多为政府部门尚

未拨付的已完工项目工程款；预付款项主要是城投

公司为提前获取土地使用权而预付的拆迁补偿费

用；其他应收款主要是由于项目建设需要，作为母公

司的城投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拨付的现金；长期应收

款多为承接“建设—转移”项目而回款期限在一年以

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可见，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占总资产

的比重越大，说明城投公司在与政府交易中面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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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款拖欠问题越严重，这既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相

关，也与该城投公司建成项目的市场需求相关。其他

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说明城

投公司将更多的资金投放于直接分管项目运营的子

公司，这反映出城投公司的市场业务承接量在上升。

3.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核算的特殊性。鉴于新

《预算法》颁布后城投公司面临代理职能转型，故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项目能充分反映出城投公司“轻

资产化”转型的能力。城投公司多从事土地开发建设

等项目，其固定资产多为用于生产的厂房、设备以及

管理层使用的办公房屋，所以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

重下降，说明城投公司多采用外包模式将建筑工程

业务转让给专业建筑企业，而且由于职能转变，城投

公司已经开始缩减冗余机构。城投公司的无形资产

多为土地使用权和特许经营权，若该项目占总资产

比重降低，则说明该公司的经营能力在持续下降，而

金融属性在不断增强，更多地发挥其地方融资平台

的准财政职能。

（二）负债端项目核算

1.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城

投公司融资渠道的多样性，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项

目能充分反映城投公司的融资渠道选择。若长期借

款规模较大，则说明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成本、高

稳定性的银行贷款融资；若应付债券项目规模较大，

则说明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低成本、低稳定性的银

行间市场债券融资。

2. 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城

投公司与上游供应商交易业务的必要性，应付账款

和预收账款项目能充分反映城投公司在上、下游供

应链交易中的地位。城投公司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

款多为基于工程材料的工程款，应付账款项目的数

值越大，说明其上游供应商给予赊购的规模就越大，

该企业在供应商处的信用也就越高；预收账款项目

的数值越大说明其下游客户愿意赊购的规模越大，

企业在下游客户处的议价能力越强。

3. 专项应付款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城投公司承

担着地方政府财政的职能，专项应付款项目能充分

反映城投公司承担政府指定公共建设项目的比重。

城投公司的专项应付款来自地方政府专款专用的拨

款，且不需要以其资产或新的负债偿还，城投公司在

使用该款项后只需核销部分在报批后冲销该项拨款

即可，而且不需要上交原拨款部门的款项，直接转为

该企业的资本公积。所以，专项应付款项目的数值越

大，说明该企业应承建政府指定公益性项目而获得

的资金支持越多。

（三）利润端项目核算

1. 主营业务收入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城投公司

营业范畴的局限性，其营业收入结构主要由主营业

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构成。主营业务收入既包括

纯融资平台业务（如土地整理及商业开发、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各种付费式运营项目的费用收取以及保

障房管理及房地产销售等）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占净

利润比重越大，说明城投公司进行土地开发整合及

保障房建设运营等相关业务收入的比重在增加。

2. 其他业务收入核算的特殊性。鉴于新《预算

法》颁布后城投公司向金融产业转型的紧迫性，其其

他业务收入规模显著上升，且增加的多为金融类业务

收入，如过桥拆借利息收入、政府项目咨询办理手续

费及佣金收入等。其他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越高，说

明城投公司利用地方政府信用担保进行融资，并以

此进行资金拆借获取利息剪刀差收入的比重越高。

3. 营业外收入核算的特殊性。鉴于地方政府隐

性担保，城投公司的营业外收入是其利润的重要来

源，主要内容为地方政府资金补助。由于城投公司所

承担公益性项目的收益性较差且投资回报周期较

长，故其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的比重可反映出其受

政府支持的力度。

（四）现金流量端项目核算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核算的特殊性。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城投公司现金流量核算的

主体。该报表项目是城投公司主要经营活动现金往

来的核算科目，但鉴于城投公司业务模式的特殊性，

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要是BT项目回购款

和政府拨付的专项应付款。其中，BT项目回购款多

为当期发生的应记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项目的金额，政府拨付的专项应付款多为当期发

生的应记入“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

的金额。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占企业现金

流量净额的比重较大，说明该企业参与公益性BT
项目并获取政府专项资金补助的资金规模越大。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核算的特殊性。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城投公司功能实现的主要

反映。城投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主要是其进行

生产性固定资产购入、政府注资获取的土地使用权

的公允价值入账以及政府托管的部分特许经营权和

物业管理权产生的现金流量。所以，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占企业现金流量净额的比重越大，说明该

企业进行主营业务生产的能力越强，即该企业的经



营属性越强。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核算的特殊性。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城投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及

债务风险水平的主要反映。城投公司多选择银行贷

款和银行间市场债券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故在项

目盈利周期相对较长的情况下，多数城投公司采用

“借新还旧”的融资模式，这导致其财务费用扩张问

题严重。所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占企业现金

流量净额的比重越大，说明该企业债务负担越重。

二、杭州城建集团财务核算实务分析

（一）杭州城建集团简介

杭州城建集团由杭州市政府注资建立，主要负

责杭州市及其辖区内公共交通运营、城市水务及河

流治理、环保建设与能源创新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等，是一家拥有23家下属子公司、总资产达859万
亿元的地方城投企业。

（二）资产端项目财务核算分析

1. 杭州城建集团存货项目财务核算分析。由图

1可知，杭州城建集团存货占总资产比重呈显著上

升趋势。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建集团的存货占总

资产比重由 21%增长至 27%。呈现该增长趋势的具

体原因如下：一是该集团承接大型基础设施等纯公

益性项目的部门因土地开发成本、拟开发土地使用

权的获取成本上升，导致存货资产定价上升，同时由

于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导致部分政府部门订购

的大型基础设施等在建工程出现烂尾情况，故存货

的比重增加；二是该集团承接准公益性项目的部门

因为整个中国基建行业的产能过剩而出现存货周转

率的下滑；三是杭州城建集团虽然属于企业，但其工

作性质存在公共部门属性，故其员工不需要参与市

场化竞争，管理能力显然不及一般企业部门，这也是

该集团存货比例明显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2. 杭州城建集团应收款项项目财务核算分析。

杭州城建集团应收款项总体规模保持平稳，但内部

结构变化显著。由图 2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

城建集团的应收票据占总资产比重由不足 0.1%增

长至 0.4%，而应收账款的比重由 0.4%下降至约

0.1%。应收款项总体规模保持不变，说明杭州城建集

团的债务人主要是政府部门，故其应收款项不予计

提坏账准备，其占总资产比重较大。但从应收款项结

构来看，应收票据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应收账款，鉴于

应收票据的回款概率显著高于应收账款，说明该集

团的市场地位显著提高，债务人对其赊购产品的付

款承诺显著增强。

杭州城建集团长期应收款显著上升，其他应收

款显著下降。由图 3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

建集团的长期应收款占总资产比重由不足 1%增长

至 3%，而其他应收款的比重由 4.0%波动下降至

3.4%。由于国家大力推进PPP项目，城投公司也正转

型为政府代理方参与地区PPP项目建设，故该集团

长期应收款项增加是因为承接“建设-转移”项目增

多，导致回款期限为一年以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比重增加。

图 1 2011~2015年存货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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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2015年应收款项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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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15年长期应收款变动情况

长期应收款/总资产 其他应收款/总资产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86·财会月刊2017.25



2017.25 财会月刊·87·□

3. 杭州城建集团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项目财

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较小，而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呈下降趋势。由图4
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建集团的无形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较低，而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由最高

时的23.3%降至18.7%。无形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小

是因为该集团的土地使用权和特许经营权较少，故

其实际经营能力已处于较低水平而更多地向金融属

性转变。固定资产比重下降是因为该集团从事土地

开发建设等项目所需用于生产的厂房、设备以及管

理层使用的办公房屋规模在不断缩减，转而采用外

包模式，将建筑工程业务转让给专业建筑企业，并逐

步开始缩减冗余机构以实现职能转变。

（三）负债端项目财务核算分析

1. 杭州城建集团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项目财

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长期借款规模呈显著下

降趋势，而应付债券规模呈显著上升趋势。由图5可
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建集团的长期借款规模

由 49.12 亿元降至 10.41 亿元，而应付债券规模由

9.92亿元增长至10.97亿元。这是因为长期借款项目

虽然稳定性强但是融资成本较高，杭州城建集团目

前的盈利项目所能承担的财务费用已不足以支撑银

行贷款融资方式。而银行间市场的债券融资虽然波

动性很大，但作为城投公司拥有政府信用给予的隐

性担保，并不会造成利差过高，且更低的融资成本使

其资金流状况更可观。

2. 杭州城建集团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项目财

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规

模呈显著下降趋势。由图 6可知，2011 ~ 2015年间，

杭州城建集团的应付账款规模由 2012年的最高值

2.65亿元降至 1.61亿元，而预收账款规模由 6.23亿
下降至 1.52亿。杭州城建集团的应付账款和预收账

款多为基于工程材料的工程款，该项目数值降低说

明其上游供应商给予赊购的额度已在下降，这表明

其与上游供应商交易时议价能力在逐渐变弱；杭州

城建集团的预收账款项目的数值降低说明其下游客

户愿意赊购的规模在缩减，其对下游客户处的吸引

力在降低。

3. 杭州城建集团专项应付款项目财务核算分

析。杭州城建集团专项应付款规模呈显著上升趋势。

由图6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建集团的专项

应付款规模由2012年的0.125亿元升至0.182亿元：

杭州城建集团承担着地方政府财政的职能，其专项

应付款项目能充分反映其承担着杭州市政府指定的

公共建设项目。该款项来自杭州市政府专款专用的

拨款，且不需要以其资产或新的负债偿还，故杭州城

建集团在使用该款项后只需核销部分在报批后冲销

该项拨款即可，而且不需要上交原拨款部门的款项，

直接转为该企业的资本公积。因此，杭州城建集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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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建政府指定公益性项目而获得的资金支持在显

著增加。

（四）利润端项目财务核算分析

1. 杭州城建集团主营业务收入项目财务核算

分析。杭州城建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较

低且呈下降趋势。由图 7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

州城建集团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基本在

20%以下，并且由2011年的21.56%下降至2015年的

14.72%。杭州城建集团的主营业务多为替杭州市政

府代理进行土地整理及商业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各种付费式运营项目的费用收取以及保障房管

理及房地产销售等业务的收入，这些业务都属于盈

利性较差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项目，故其主营业务

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较低。同时，长期盈利性较差使杭

州城建集团需要通过长期债务融资来满足企业资金

运营，这给企业带来了长期的财务费用负担，也严重

削减了其利润规模，故 2011 ~ 2015年杭州城建集团

主营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呈下降趋势。

2. 杭州城建集团其他业务收入项目财务核算

分析。杭州城建集团其他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较

低且呈上升趋势。由图 7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

州城建集团的其他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始终在

25%以下，并且由2011年的22.32%增长至2015年的

24.66%。在新《预算法》颁布后，杭州城建集团正进行

金融化转型，其利用政府隐性担保及前期融资平台

功能提供短期借贷和代理咨询业务。具体而言，其金

融类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过桥拆借利息收入，代理咨

询业务收入主要来自政府项目咨询办理手续费及佣

金收入等。而主营业务收入占净利润比重持续上升，

说明杭州城建集团金融化转型程度在不断加深。

3. 杭州城建集团营业外收入项目财务核算分

析。杭州城建集团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重较高且

呈上升趋势。由图 7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

建集团的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比重始终在 55%以

上，并且由 2011 年的 56.12% 上升至 2015 年的

60.62%。杭州城建受到杭州市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

故杭州市政府资金补助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而且

杭州城建集团由于所承担的市政环卫、服务性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项目的收益性较差且投资回

报周期较长，所以其存在大量政府注资以满足该类

项目建设的需要。杭州城建集团营业外收入占净利

润比重不断增加，说明其受政府支持的力度也在不

断增强。

（五）现金流量端项目财务核算分析

1. 杭州城建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项目财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较高且呈下降趋势。

由图8可知，2011 ~ 2015年间，杭州城建集团的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基本在

120%以上，且由 2011年的 161.56%下降至 2015年的

126.72%。这是因为中央“八项规定”对低效政绩工程

建设的严格控制，所以杭州城建承接的BT项目减

少，当期应记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项

目的金额减少 。同时，杭州市目前土地出让金收入

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使其利用地方财政对杭州城建集

团的支持程度降低，所以其参与公益性BT项目并

获取政府专项资金补助的规模在缩减。

2. 杭州城建集团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项目财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由图 8可知，杭州城建集团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图 8 2011~2015年现金流量结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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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由2011年的-46.32%上升至

2015年的-31.66%。鉴于生产转型的需要，杭州城建

生产性固定资产购入规模、政府注资获取的土地使

用权的公允价值以及政府托管的部分特许经营权和

物业管理权的规模持续下降，说明其进行主营业务

生产的能力在不断减弱，而融资属性在不断增强。

3. 杭州城建集团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项目财务核算分析。杭州城建集团筹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由图 8可知，杭州城建集团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占现金流量净额比重由2011年的-15.24%上升至

2015年的-14.94%。杭州城建集团的融资渠道多为

银行贷款和银行间市场债券，但其所承担的城市服

务基础设施项目盈利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只能采用

“借新还旧”的融资模式，导致其财务费用增长迅速。

但鉴于其金融业务的转型及展开，其债务负担正在

逐步减轻。

三、总结与建议

本文从资产端、负债端、利润端和现金流量端四

个方面对我国城投公司财务核算的特殊性进行了分

析。其中，资产端财务核算的特殊性从存货核算、应

收款项核算、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核算三个方面进

行；负债端财务核算的特殊性从长期借款与应付债

券核算、应付账款和预收账款核算、专项应付款核算

三个方面进行；利润端财务核算的特殊性从主营业

务收入核算、其他业务收入核算和营业外收入核算

三个方面进行；现金流量端财务核算的特殊性从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三个方面进行。据此分

析杭州建投集团的财务核算内容发现：在新《预算

法》背景下，该企业的经营性资产规模正在减少以向

金融化转型；企业以负债融资模式为主的融资方式

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主营业务收入较低而政府注资

扶植的营业外收入占净利润的比重较大；现金流量

结构日趋合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占主导且比重逐

年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进一步推动城投公司金融化转型。新《预算

法》下，明确禁止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的隐性担保，

在其融资成本高且经营业务回报周期较长的背景

下，利用其融资平台功能进行金融化转型能够有效

支持其发展。

2. 拓展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目前地方融资平台

对债务融资的依赖较大，导致了严重的财务费用负

担和“借新还旧”的压力，所以融资平台可以通过代

理业务运营、项目资金运作等方式拓宽企业融资面，

以减轻财务负担。

3. 转变政府补助依赖。地方融资平台要逐步降

低对政府补助的依赖，逐步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和其

他业务收入对净利润的贡献程度，从而避免过分依

赖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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