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⒛ 19年湖南省政府-般债券 (十-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匚2015〕 “ 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政

府一般债券 (十 一期 ),⒛19年 8月 23日 已完成招标,现将

招标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zO19年湖南省政府一般债券 (十一期 )

计划发行规模 61亿元 实际发行规模 61亿元

发行期限 30年 票面利率 9.￡
g%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6月 /次

付息日

每年 2月 “ 日、

8月 26日

(节假日顺延 )

到期日 ⒛49年 8月 26日

碾 拶

绚蜘腭



⒛19年湖南省政府-般债券 (十二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匚2015〕 “ 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政

府一般债券 (十二期 ),⒛19年 8月 ⒛ 日已完成招标,现将

招标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2019年湖南省政府一般债券 (十二期 )

计划发行规模 ω,6358亿元 实际发行规模 ω .“ 58亿元

发行期限 ⒛ 年 票面利率
:·伍泓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6月 /次

付息日

每年 2月 %日 、

8月 26日

(t假 日顺延 )

到期 日 ⒛39年 8月 %日

鲫禹F



⒛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一期)—
⒛ 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四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匚⒛15)83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园

区建设专项债券 (一期)—20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

四期),⒛ 19年 8月 ⒛ 日已完成招标,现将招标结果公告如

下:

债券名称
20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一期)-2019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 (十四期 )

计划发行规模 10.37亿 元 实际发行规模 10.37亿 元

发行期限 7年 票面利率 乡·3冫名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⒓ 月/次

付息日
每年 8月 %日
(节假日顺延 )

到期日 2陇6年 8月 26日
—



⒛ 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二期)—
⒛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五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匚2015〕 83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园

区建设专项债券 (二期 )—20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

五期),⒛ 19年 8月 ⒛ 日已完成招标,现将招标结果公告如

下:

20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二期)—2019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 (十五期 )

计划发行规模 实际发行规模 58.馄23亿元

每年 2月 冗 日、

8月 26日

(节假日顺延 )

2029年 8月 26日

跏跏尹

债券名称

58.z+z⒛ 亿元

发行期限 10年 票面利率 ‘∶∶;丨 ·氵浮%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6月 /次

付息日 到期日

年 8月

■



⒛ 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三期)—
⒛ 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六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匚⒛15〕 83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园

区建设专项债券 (三期 )-20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

六期),⒛ 19年 8月 ⒛ 日已完成招标,现将招标结果公告如

下:

债券名称
2019年湖南省园区建设专项债券 (三期)-2019年湖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 (十六期 )

计划发行规模 ⒓.弱 亿元 实际发行规模 12.甾 亿元

发行期限 15年 票面利率 ;g%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6月 /次

付息日

每年 2月 %日 、

8月 26日

(节假日顺延 )

到期日 ⒛34年 8月 26日

碾 拶



⒛ 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七期 )

发行结果公告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E2015〕 83号 )等有关规定,经湖南

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省财政厅决定发行 2019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 (十七期 ),2019年 8月 ⒛ 日已完成招标,现将

招标结果公告如下:

债券名称 2019年湖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十七期 )

计划发行规模 97.绲36亿元 实际发行规模 叨 .辊36亿元

发行期限 30年 票面利率
3、 J8%

发行价格 100兀 付息频率 6月 /次

付息日

每年 2月 冗 日、

8月 26日

(t假日顺延 )

到期日 ⒛匆 年 8月 26日

诹 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