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年欧盟各成员国一般政府赤字 /盈余状况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国家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奥地利 －２.５ －２.５ －１.４ －１.５ －５.３ －４.４ －２.６ －２.２ －２.０ －２.７ －１.０ －１.６

比利时 －２.８ ０.２ ０.１ －１.１ －５.４ －４.０ －４.１ －４.２ －３.１ －３.１ －２.５ －２.５

保加利亚 １.０ １.８ １.１ １.６ －４.１ －３.１ －２.０ －０.３ －０.４ －５.５ －１.６ ０.０

克罗地亚 －３.９ －３.４ －２.４ －２.８ －６.０ －６.５ －７.８ －５.２ －５.３ －５.１ －３.３ －０.９

捷克(共和国) －３.０ －２.２ －０.７ －２.０ －５.５ －４.２ －２.７ －３.９ －１.２ －１.９ －０.６ ０.７

塞浦路斯 －２.２ －１.０ ３.２ ０.９ －５.４ －４.７ －５.７ －５.６ －５.１ －８.８ －１.２ ０.５

丹麦 ５.０ ５.０ ５.０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１ －３.５ －１.２ １.１ －１.８ －０.６

爱沙尼亚 １.１ ２.９ ２.７ －２.７ －２.２ ０.２ １.２ －０.３ －０.２ ０.７ ０.１ －０.３

芬兰 ２.６ ３.９ ５.１ ４.２ －２.５ －２.６ －１.０ －２.２ －２.６ －３.２ －２.７ －１.７

法国 －３.２ －２.３ －２.５ －３.２ －７.２ －６.８ －５.１ －４.８ －４.１ －３.９ －３.６ －３.４

德国 －３.４ －１.７ ０.２ －０.２ －３.２ －４.２ －１.０ ０.０ －０.１ ０.３ ０.６ ０.８

希腊 －６.２ －５.９ －６.７ －１０.２ －１５.１ －１１.２ －１０.３ －８.９ －１３.２ －３.６ －５.７ ０.５

匈牙利 －７.８ －９.３ －５.０ －３.７ －４.５ －４.５ －５.４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０ －１.９

爱尔兰 １.６ ２.８ ０.３ －７.０ －１３.８ －３２.１ －１２.７ －８.０ －６.１ －３.６ －１.９ －０.７



意大利 －４.２ －３.６ －１.５ －２.７ －５.３ －４.２ －３.７ －２.９ －２.９ －３.０ －２.６ －２.５

拉脱维亚 －０.４ －０.５ －０.５ －４.２ －９.１ －８.７ －４.３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２ ０.０

立陶宛 －０.３ －０.３ －０.８ －３.１ －９.１ －６.９ －８.９ －３.１ －２.６ －０.６ －０.２ ０.３

卢森堡 ０.１ １.９ ４.２ ３.３ －０.７ －０.７ ０.５ ０.３ １.０ １.３ １.４ １.６

马耳他 －２.６ －２.５ －２.１ －４.２ －３.２ －２.４ －２.４ －３.５ －２.４ －１.８ －１.１ １.１

荷兰 －０.３ ０.２ ０.２ ０.２ －５.４ －５.０ －４.３ －３.９ －２.４ －２.３ －２.１ ０.４

波兰 －４.０ －３.６ －１.９ －３.６ －７.３ －７.３ －４.８ －３.７ －４.１ －３.６ －２.６ －２.５

葡萄牙 －６.２ －４.３ －３.０ －３.８ －９.８ －１１.２ －７.４ －５.７ －４.８ －７.２ －４.４ －２.０

罗马尼亚 －０.８ －２.１ －２.８ －５.５ －９.５ －６.９ －５.４ －３.７ －２.１ －１.４ －０.８ －３.０

斯洛伐克 －２.９ －３.６ －１.９ －２.４ －７.８ －７.５ －４.３ －４.３ －２.７ －２.７ －２.７ －２.２

斯洛文尼亚 －１.３ －１.２ －０.１ －１.４ －５.８ －５.６ －６.７ －４.０ －１４.７ －５.３ －２.９ －１.９

西班牙 １.２ ２.２ １.９ －４.４ －１１ －９.４ －９.６ －１０.５ －７.０ －６.０ －５.３ －４.５

瑞典 １.８ ２.２ ３.４ １.９ －０.７ ０.０ －０.２ －１.０ －１.４ －１.６ ０.２ １.１

英国 －３.２ －２.８ －２.６ －５.２ －１０.１ －９.４ －７.５ －８.２ －５.４ －５.５ －４.３ －２.９

　 　 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数据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