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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18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发行总额 46.5 亿元，

全部为置换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本次云南

省政府专项债券共发行一期，债券期限为 3年，计划发行规模

为 46.5亿元。3年期债券利息按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

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以下简称“交易场

所”）上市流通，各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 1   拟发行的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概况 

债券名称 2018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46.5亿元 

债券期限 期限为 3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46.5亿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3年期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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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

行。云南省财政厅于招标日，通过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

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8 年云南省

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云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云财库

〔2016〕21 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债券招

标发行规则>的通知》（云财库〔2016〕22号）、《云南省财政厅

关于发行 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有关事项的通

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本次发行的专项债券总额 46.5亿元，全部为置换债券。置换债

券资金主要用于偿还清理甄别确定的存量政府债务。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2018

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信用级别为 AAA。在 2018年云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存续期内，云南省财政厅将委托上

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经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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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我省发展实际，在框架结构、指标体

系等方面保持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密切衔接。《纲要》

紧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实现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围绕建设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三大战略定位，围绕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求，提出了我省“十

三五”期间 10个方面的定性目标和 28 项定量指标：定性目标

方面，《纲要》提出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迈向中高

端、基础设施网络日趋完善、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创新驱

动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公

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开放型经济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新突破、各方面制度建设实现

新进展共 10 个方面的目标要求；定量指标方面，《纲要》设置

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 4大类共 28项主

要量化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各 14项。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

具体内容见附件，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云南省人民政府网、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云南省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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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6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12.3 亿元，转移性收

入 2693.1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435.3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338.6亿元，转移性收入 2693.1亿元，一般债券收入 

1435.3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018.9 亿元，转移性支

出 2517.2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107.8亿元。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830.4 亿元，转移性支出 2517.2 亿元，一般债券

还本支出 241.9亿元。 

2017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847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326.2 亿元，一般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1033.8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325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218.3亿元，一般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1033.8

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5168 亿元，转移性支出

预算安排 5.2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预算安排 1033.8 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973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

安排 3072.7亿元，一般债券还本支出预算安排 531.4亿元。 

2018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990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4070.2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安排 353 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997.2 亿元。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6055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5.2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100.4亿元，转移性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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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安排 3249.8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431.9 亿元，专项债券

收入 630.4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67 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630.4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433.3亿元，专项债券支

出 599.4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30亿元，无专项债

券支出。 

2017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454亿元，专

项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388.8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安排 91.2 亿元，专项债券收入预算安排 388.8 亿元。全省政

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464亿元，专项债券支出预算安排 388.8

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76.6 亿元，无专项债券

支出预算安排。 

2018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581亿元。省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84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安排 500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90.8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6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3 亿元。省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8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9 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5亿元。 

2017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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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3.3 亿元。全省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2.2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预算安排 10.1 亿元。 

2018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6.8 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4.4 亿元。全省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9.1亿元。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支出预算安排 3.3 亿元。 

（四）专项债券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6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360.6亿元。省本

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4.1亿元。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支出 331.7亿元。省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2.5亿元。 

2017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365亿元。

省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32.8亿元。全省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算安排 321.65亿元。省本级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支出预算安排 20亿元。 

2018年，全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499.3亿

元。省本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38亿元。全省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算安排 374.8亿元。省本级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支出预算安排 47.8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省政府债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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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务院核定并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云南省政府债

务限额 7522.1 亿元。全省 2017 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为 6736.8

亿元，比年初增加 383.6 亿元，增长 6%，其中：一般债务 4767.3

亿元，比上年增加 391.1 亿元，专项债务 1969.5亿元，比上年

减少 7.5 亿元。分级次看，省本级债务 1634.7亿元，占 24.3%；

州（市）级债务 2537.4 亿元，占 37.7%；县（市、区）级债务

2564.7 亿元，占 38%。从债务承担部门看，一般公共服务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城乡社区部门、国有企业、国土资源部门、资

源勘探电力信息部门、农林水部门、教育部门八类部门政府性

债务占全省的 97.9%，其他包括公共安全、文化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商业服务、金融监管、

粮油物资等部门合计占 2.1%。 

（二）云南省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云南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决策部署，切实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实现政府性债务统一归口管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2017 年 6 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政府性

债务管理委员会，作为全省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议事决策机构，

实现了政府性债务统一归口管理。委员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宗国英同志任主任，省直有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委员会

办公室设在省财政厅，及时出台政府性债务议事规程，规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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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债务决策行为，切实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各州（市）、县

（市、区）也积极参照省级成立相应的政府性债务管理委员会，

切实加强财政金融存量风险的化解，严控新增债务风险，全省

12 个州（市）成立了政府性债务管理委员会。 

二是构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框架。新《预算法》颁布及《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印发后，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云

南省政府及时建立了 1+3+3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体系。“1”即省

政府印发了《云南省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3+3”即以省政府名义出台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

《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云南省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化解存量政府性债务实施方案》和省财政厅配

套出台了《云南省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云南

省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同时，省财政厅与专员办联合印发了地方政府债务监督

暂行办法，初步构建起云南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借、用、管、

还”制度体系，依法构建起我省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基本形成覆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各个环节的风险防控体系。 

三是严格规范举债行为、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严格控制

举债方式，政府债务只能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在省人大或其常委

会批准的限额内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外债转贷举借，州市、县

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由省政府代为举借，经相关程序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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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贷方式安排。坚决制止违法违规举债行为，认真贯彻落实

财政部 2017 年 50 号和 87号文件精神，对全省范围内已存在的

违法违规融资担保和变相举债行为进行认真清理，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整改。严格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根据《预算法》

要求，依法设置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天花板”，严格实施限额

管理，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破人大或其常委会批

准的限额。区分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分别纳入一般公共

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进行规范管理。 

四是建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定期组织测算评估各

地区政府债务风险，并及时向各级政府通报评估和预警结果，

对列入风险预警和提示名单的高风险地区，督促多渠道筹集资

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将风险指标控制到警戒线以内。建立政

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出台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划分了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等级，分

类制定了应急处置措施，督促各地抓好贯彻落实，做好应急准

备工作，严防产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防范创新机制。实行新增债券分配与债务风险挂钩机制，2016

年开始将债务风险状况作为新增债券额度重要分配因素，向低

风险地区倾斜，并将控制政府债务风险、消化存量债务、降低

债务率与一般性转移支付挂钩，对做得好的县给予奖励。 

五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考核问责。每年将政府债务风

险情况纳入省对下党政领导政绩和州市综合考评指标体系，在



定量考核中设置 3分分值,督促各级政府科学合理举债、用债、

偿债,防范和降低债务金融风险。严格责任追究,对政府性债

务
“
借、用、管、还”

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

查处,严厉问责,绝不姑息。对财政部驻云南专员办核查确认

的4个地区存在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组织相关地区和部门

进行了全面彻底整改,并提请省人民政府政府依法依规对有关

单位和责任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附件:1。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⒛18年云南省政府专项债券 (一期 )项目情况表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