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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2018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

券（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80亿元，债券期

限为 7年期，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置换债券，

依法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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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通，本期债券到

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2018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概况表 

债券名称 2018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发行规模 人民币 80亿元 

债券期限 7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利息按年支付，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二）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重庆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

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8-2020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

发行具体事项详见《2017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规则》、

《2017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和《关于发行

2018年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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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本期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用于偿还经清理甄

别确定的存量政府债务余额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本金，不得用

于偿还应由企事业单位等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不得用于付息，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重庆市财政局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庆市财政局

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重庆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

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

特殊区位优势，做实做靓“内陆开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做优做强综合实力、辐

射带动力和生态竞争力，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高起点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为全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作出更大贡献。 

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

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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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八项行动计划”。 

今后五年，是重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全

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各项要求融入并落实到我们的奋斗目标之中，努力使创

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

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崇尚创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市场机制有

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步

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紧紧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大数据智能

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成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30%，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建设

现代金融中心，直接融资比重和国民经济证券化率显著提高，金

融集聚辐射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

出占比提高到 2.5%以上，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跻

身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注重协调，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

本建成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加快建



 

4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大美

乡村。国家中心城市引领服务功能凸显，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大幅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8%左右。

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倡导绿色，建成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严格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彰

显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和悠久厚重的人文之美。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55%左右，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达到 45%以上。污染防治取得明

显成效，空气优良天数稳定在 300 天以上，长江干支流水质保持

优良，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降低。 

    ——厚植开放，建成内陆开放高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努力在内陆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建成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成为功能齐备、要素集聚、

产业繁荣、互联互通、环境优良的内陆开放高地。到 2022年，营

商环境明显优化，民间投资更加活跃，民营经济占比达到 55%左

右，进出口总额达到 6000亿元，服务贸易额突破 500亿美元，利

用外资稳定在 100亿美元以上。 

——推进共享，提升城乡人民生活品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高中阶

段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 98%和 52%。健康重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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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5岁。推进以文化人，建设书香重庆，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更加繁荣，建成文化强市。平安重庆建设持续深

化，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基本形成，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四、重庆市财政收支状况①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7.9 亿元②，转移性收入

2802.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760.06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836.5亿元，转移性收入 2554.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收入 760.06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01.8亿元，转移性支

出 1028.4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69 亿元。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124.7亿元，转移性支出 2266.1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还本支出 45.5亿元。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52.4 亿元，转移性收入

296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594.58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824.6亿元，转移性收入 2685.2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

入 594.58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36.7亿元，转移性支出

879亿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71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预算 1238 亿元，转移性支出 2271.8 亿元，其中，一般债

券还本支出 32亿元。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365 亿元，转移

                                                             
①

 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 2015年数据为决算数，2016 年数据为决算数，2017 年为预算执行数，2018 年为预算数。 
②

 2016 年 5月 1 日起，按照“营改增”改革精神，中央与地方调整了收入分成体制。增值税由原中央与地方 75：25

分成调整为 50：50；营业税由原地方 100%全留调整为中央与地方 50：50。考虑上述营改增体制调整因素后，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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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预算安排 1770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853 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1641.5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安排 3965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170亿元。市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098.18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1396.32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6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497.3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810.29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36.8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810.29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738.1亿元。市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完成 470.3亿元。 

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251.1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715.4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1488.7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715.4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2182.2亿元。市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 865.6亿元。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750 亿元。市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880.65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预算安排 1686 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526.22 亿

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6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0.5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8.5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7亿

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2.2亿元。 

2017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6.7 亿元。市本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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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5 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98.8

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1.7亿元。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75 亿元。市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35.2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49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

安排 30.34亿元。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2015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52.9亿元；全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515.1亿元。 

2016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12.4亿元；全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539.8亿元。 

2017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165.08 亿元；全市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2008.9亿元③。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5 年政府债

务限额为 3412.4亿元，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重庆市政府《关于 2015 年重庆市政府债务限额的报告》，

批准重庆市 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 3412.4亿元。2016年，财政部

核定重庆市 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3835.4亿元。2017年，财政

部核定重庆市 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4383.4亿元。 

                                                             
③

 2017 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为快报数。2018 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正在进行调整，待调整后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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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379.2 亿元（其中：市

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056.5亿元），政府债务率 62%。2016年末全

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737.1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223.1

亿元），政府债务率 66%。2017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4018.5

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151亿元），政府债务率 58%。 

从资金投向来看，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

土地储备、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益性

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

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形成大量的优质资产。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政府债务 2018 年、2019 年到期需偿还

的金额分别占 5.8%、9.2%，2020 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金额占

85%，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三）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号），重庆市稳步推进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预算管理、债券发行、债券资金监管以及风险预警等改革工作，

逐步建立了覆盖“借、用、还”全过程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确保

全市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1. 注重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系。以会议纪要、单项工作文

件等方式，分阶段、分类别地制定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

理、资金管理、风险预警等规章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政府债务管理责任主体和部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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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构建“事前规范、事中监管、事后问责”的管理制度框架。

出台《重庆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政府性债

务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2. 实施限额管理，控制债务规模。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

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根据财政部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及时编制新增债务调整预

算，经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批，将政府债务

纳入预算管理。综合考虑市级和各区县财力状况、债务风险、建

设投资等情况核定限额，并向人大和社会公开我市政府债务年度

限额和年末余额情况，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3. 组织债券发行，支持经济发展。及时制定《债券招标发行

规则》、《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等债券发行文件，认真做好承销团

组建、信用评级、信息公开和发行兑付办法制定等债券发行前期

准备工作。加强债券市场研判，科学确定发行时间，合理设置债

券期限结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及时保障了重点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4. 强化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落实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主

体责任，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区县债券资金使用实行审批（备

案）制。完善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月报制度，对逾期不报，漏报、

错报、瞒报等行为进行通报并纳入年度考核。同时，督促区县提

前做好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项目安排，科学合理制定债券资金年

度使用计划，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5. 防范债务风险，实施目标考核。在综合考虑债务率、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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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项债券项目投向表 

 
单位：亿元 

项目投向  金额 

合计 80 

市政建设 48 

土地储备 7 

道路桥梁 12 

保障性住房 4 

水利建设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