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底特律破产：危机、根源与启示 

 
 

 

7 月 18 日，美国底特律市根据美国《破产法》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背

负近 200 亿美元沉重债务的底特律市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申请破产保护的城

市。从曾经辉煌无比的第四大城市、汽车之都，到罪恶之城、鬼城以及破产城市，底

特律经历了 40 余年的时间。 

2013 年 2 月底特律因为失业率高、犯罪率高、财政危机等因素被《福布斯》杂志

评为 2012 年美国最悲惨城市。底特律还一度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便宜的房地产市场，

1 美元甚至就可以买到一栋房子,当然还有其债务。2013 年 3 月底特律因为债务风险

和流动性危机被密歇根州政府紧急接管。由于负债规模巨大，接管之后的底特律一直

被认为是“破产之中”。 

底特律破产之困 

目前，底特律之所以提出破产保护，主要在于其财政状况恶化已经无法挽回，紧

急接管程序无助于改善底特律的债务危机和破产风险，底特律面临巨大的长期债务负

担、持续的财政赤字压力和严重的流动性危机等困难。 

底特律破产危机表现之一在于背负巨大的债务规模。根据底特律市紧急状态事务

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14 日的数据，预计底特律在 2013 财年（截止 2013年 6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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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体债务规模将达到 182.5 亿美元，其中表内债务为 90.5 亿美元，表外债务为 92

亿美元。表外负债中养老金系统负债近 35 亿美元（其中一般养老金系统 General 

Retirement System 近 17 亿美元；警员消防员退休金系统 Police and Fireman 

Retirement System 近 16 亿美元），鲜为人知的其他离职后福利（Other 

Post-Employment Benefits，OPEB）负债高达 57 亿美元。而 2013 年财年，底特律财

政收入总额仅为 11.21 亿美元。 

底特律破产危机表现之二在于持续的财政赤字。2013 财年市政府财政赤字有所缩

窄，但仍为 8960 万美元（如果考虑延期支付支出，将飙升至 2.37 亿美元），其中收

入为 11.21 亿，法定支出 4.77 亿，运行费用 6.92 亿。长期以来，底特律政府财政收

支失衡，以 2008-12 财年为例，各年度财政赤字规模为 1.28、1.24、1.78、0.57 和

1.22 亿美元。财政赤字持续保持的根源有二：一是收入水平不断下降，2009 年财政

收入为 13.6 亿，比 2013 年高了近 2 亿；二是刚性支出在扩大，政府部门运行费用实

际上是在降低的，从 2009 年的 10.25 亿降低为 2013 财年的 6.92亿，但是与债务相

关的支持在持续膨胀，2013 财年债务相关的支出接近 2.5 亿美元。 

底特律破产危机表现之三在于现金流困难导致的流动性危机。2012 年财年净现金

流为-1.15亿美元，2013财年由于市政府减缓 2012-13两个财年的养老金和其他支出，

才使得财年开始时刻现金流转正，但仅仅是区区的 400 万美元。如果没有财政救援、

债务重组或继续拖延财政支出的支付，2014 财年开局将面临-3300 万负现金流，全年

净现金流将为-1.985 亿美元。2013 年 5 月，底特律延迟了 5400 万美元养老金的支付，

6 月 14 日无法就 3970 万美元养老金支付做出支付安排。 

底特律破产之殇 

从美国工业体系的明星城市，到一个背负近 200 亿美元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是如

何演绎这段悲惨的没落之旅。产业空心化、人口、社会问题以及财政收支非审慎等是

底特律走向崩溃的“垫脚石”。 

产业空心化是底特律没落的最根本原因。作为传统的工业基地，底特律以汽车工

业集群作为基础曾经缔造了一个产业集群辉煌，并给底特律居民带来良好的社会福

利。但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准备转移，特别是日本汽车工业强劲的竞争优势，以及底

特律特有的社会问题，使得底特律的汽车工业逐步空心化。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重创

了底特律，作为核心制造业的三大汽车公司裁员高达 14 万人，底特律的就业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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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遭遇了最巨大的挑战，可以说金融危机对于底特律是致命一击。哈佛大学经

济学家格拉泽指出，底特律是“大厦集群”的受害者。底特律以大企业为龙头、通过

大规模基础设施、办公设施等刺激增长的战略，这种大业和基础设施先行的模式，违

反了城市多元化的本性，使底特律依赖单一的汽车产业。当汽车产业大厦集群空心化

之后，大厦倒塌是时间问题，金融危机则推了一把这栋摇摇欲坠的大厦。 

与产业空心化相伴的城市人口减少是底特律破产的要素根源。早在上世纪 50 年

代，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使底特律人口数量大增，达到 180 万，比肩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2000 年曾经人头攒动的底特律人口下降为 95 万。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底特律面

临着数十年来最严峻的人口迁徙，为了躲避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城区治安的恶

化，有 25 万居民搬出了底特律。至 2012 年，底特律居民人口数量约为 71 万人。人

口数量大幅减少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空心化。底特律的人口状况与 60-70 年代的“白

人逃离”和新世纪以来的“中产逃离”直接相关，前者由于种族主义最后迫使白人逃

离迁出使得底特律成为“黑人城市”，后者因为高犯罪率和高税负等社会问题中产阶

级迁移最后使得底特律成为“贫民城市”。 

人口减少和产业空心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底特律变为罪恶之城，并进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一是失业率非常严重，2000 年底特律就业岗位大致为

35 万个，而 2012 年仅为 28 万个，失业率从 2000 年的 6%上升至 2012 年的 16%，其中

2009 年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失业率高达 28%。二是犯罪率极高。底特律是美国犯罪率最

高的城市，2012 年底特律犯罪率是美国 20 万以上人口城市平均犯罪率的 5 倍，底特

律在过去 5 年内更换了 5 个警察总长。三是城市基础设施瘫痪。2008-09 两个财年，

底特律关闭了 317 个公园中的 210 个。2013 年 4 月底，底特律 8.8 万个市政路灯的

40%是不亮的。7 万多个诸如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公共设施被废弃或失修，其中一半

是危险等级较高。2013 年 1 季度，全市 36 辆救护车日均仅 10-14 辆出勤；编制为 63

人的消防队仅有 26 个消防员。全市仅有 9591 个公务员。底特律的社会问题已经是愈

演愈烈并自我强化，使得 2012 年底特律荣膺《福布斯》美国最悲惨城市第一名。 

底特律财政高度依赖汽车工业以及财政政策的非审慎性是底特律破产的财政根

源。一直以来，汽车产业链是底特律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比最高时刻达到 85%

左右。但是，随着汽车产业集群的部分转移，底特律的税源和税基就日益减少，最后

进入一个财政恶化的循环。为了维持公共设施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面对税源和税

基的减少，底特律只能通过提高税率或新增税目来填补。因为资产价格大幅下降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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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征收率，财产税在过去 6 年下降了 19.7%， 2008 年至 2012 年财产税减少了 16

亿美元。收入税因为失业严重而下滑，2012 年比 2002 年下降了 30%月 9100 万美元。

底特律是密西根州人均税负最高的城市，居民收入税高达 2.4%、商业收入税为 2%，

比其他城市大致高了1倍。底特律还是密西根州唯一一个征收公用事业使用税的城市，

税率高达 5%。2006 年市政府为了鼓励警察和消防等公务员，增进了警员消防员医疗

福利，年度支出为 7500 万美元。由于汽车工业的空心化导致底特律财政收入极大恶

化，而通过提高税率和新设税目使得底特律成为密西根州税负最高的城市，加速了中

产阶级的迁出，财政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持续的债务本息支出，最后使得收支状

况难以维系。 

底特律破产的启示 

底特律从一个辉煌的工业化城市，演变为一个没落颓废的最悲催城市，渗透出经

济社会发展的众多规律。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财政收支的

审慎性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新旧主导产业的更迭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固守旧有模式对经济发展而言

是危险的，结构升级是避免破产的最基础支撑。美国汽车行业在日本企业行业的冲击

下竞争力大大降低，加上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部分产业环节，使得美国汽车产业成为一

个缺乏创造性的旧主导产业。相应的是，美国以信息化为支撑的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

并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如果固守旧有产业或旧有的不合理模式，那么可持续发展将是

一个现实的困境。积极引导具有真实需求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有效转

型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50-60 年代是一个以钢铁、

机械、金属行业为支撑的工业化城市，而当时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则是新兴产业，90

年代以后芝加哥积极顺应信息化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实现从工业向高端服务业

的成功转型，目前人口 300 万，并成为了美国航运、信息、金融、贸易和高端制造中

心，是美国宜居城市之一。 

二是财政收入严重集中在某个领域是具有重大隐患的。一个特定领域贡献较大比

例的财政收入是一些国家和城市的共性，比如一个城市的优势产业或龙头企业将贡献

较大规模的税收收入，但是，如果这个领域发生系统性风险，那么财政收入将面临系

统性冲击，财政状况恶化甚至财政危机就必然的。我国部分城市土地收入占比较大，

实际上也与底特律汽车产业税收占比大有相似的风险，比如房地产市场发生巨大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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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那么土地财政将即刻崩溃，而财政支出是具有刚性的，基于土地收入的财政收支

体系将成为无本之木。 

三是财政收支审慎性是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一，从底特律的经验看，高税

负是财政状况恶化螺旋的重要根源，中国是否为高税负的经济体目前存在争议，但是

高税负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有害的，高税负可能导致资本转移、产业转移甚至富裕阶

层迁徙，这些是不存在争议的。其二，从支出方面，养老支出是财政支出最持续的挑

战，底特律长期的负债一半以上是与养老相关的，根据惠特尼的研究，美国地方财政

最大的风险是养老，2011 财年整体负债规模超过 2 万亿美元。其三，债务的累积成本

是财政支出的又一重大负担，底特律政府运行费用从2008财年的10.25亿降低至2013

财年的 6.92 亿美元，刚性支出增量主要来自利息支出。最后，刚性支出项目设立要

审慎，底特律针对警员消防员医疗退休福利系统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财政收入的恶化。 

四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是产业发展和有效就业，产业、城市、经济和社会应该

协调发展。作为曾经的第四大城市，底特律最后沦为鬼城，主要在于其没有新型产业

的支撑，没有有效就业岗位的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建设，

核心环节是有效就业，否则可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城镇成为一个贫民窟。

同时，城市建设和管理应该统筹产业的发展、城市自身发展以及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特别是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治安等基本保障体系的完善，以

形成良性的互动和正反馈。 

最后是中央政府应该摸底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财政风险，及时有效整治地方财

政风险。美国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并非个例，此前华盛顿特区、加尼福尼亚州、佛罗

里达州等重要州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地方债务风险。2003 财年至 2010 财年，美国州级

政府已将每年的支出预算从 1.5 万亿美元提高至近 2.2 万亿美元，但税收收入仅增加

不到 4000 亿美元仅为 1.4 万亿美元，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是日益扩大的。对于中国，

地方债务规模测算口径差异较大，2010 年地方债务规模存在 7-12 万亿元的不同测算

结果，还不包括隐性负债。最近 2-3 年社会融资规模的快速膨胀，地方政府的债务规

模应该是水涨船高。中央政府应该定期不定期摸底地方债务水平，并适时适度进行“压

力测试”，保障整个财政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以服务于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和结构转型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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