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 年第五批天津市政府债券 

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第五批天津市政府债券发行总额为 49.64 亿元，品

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其中一般债券 7 亿元，专项债

券 42.64 亿元，全部为再融资债券。本期债券全部为 5 年期债

券，债券利息按年支付，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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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流通。 

拟发行的 2020 年第五批天津市政府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债券金额

（亿元）

债券期限

（年） 

付息方式 

合计 49.64   

2020 年天津市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 7 5 每年支付一次 

2020 年天津市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 42.64 5 每年支付一次 

（二）发行方式 

2020 年第五批天津市政府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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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

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9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发行兑

付办法》、《2019 年天津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天津市

财政局关于发行 2020 年第五批天津市政府债券有关事项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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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发行的天津市政府债券资金全部用

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详见附表）。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天津市财政局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评定，2020 年天津市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二期）、2020

年天津市政府再融资专项债券（一期）信用级别为 AAA。在

债券存续期内，天津市财政局将委托评级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

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市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

要》、《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要求，制定了《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

一基地三区"的定位、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五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千载难逢，发展潜力巨大。 

《天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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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天津市政务信息

公开网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二）2017-2019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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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天津市经济基本情况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8595.38 18809.64 

14104.2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3.6 3.6 

4.8 

第一产业（亿元） 
218.28 172.71 

185.23 

第二产业（亿元） 
7590.36 7609.81 

4969.18 

第三产业（亿元） 
10786.74 11027.12 

8949.87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1.2 0.9 

1.3 

第二产业（%） 
40.8 40.5 

35.2 

第三产业（%） 
58 58.6 

63.5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11274.69 - 

- 

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1129.45 1205 

1036.18 

进口（亿美元） 
693.81 726.39 

610.51 

出口（亿美元） 
435.65 478.67 

425.6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729.67 - 

5516.05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40278 42976 

4611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1754 23065 

2480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1 101.8 

102.7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年=100） 
108.4 99.7 

99.3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 
111.1 101.7 

98.8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30940.81 30983.17 

31788.78 

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31602.54 34084.9 

36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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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市财政收支情况  

（一）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06 亿元，转移性收入

60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189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65

亿元，转移性收入 777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73 亿元。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410 亿元，转移性收入

67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32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141 亿元，转移性收入 859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71

亿元。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2421 亿元，转移性

收入预算 686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 1140 元，转

移性收入 804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

还本支出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03 亿元，转移性支出

5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58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1096 亿元，转移性支出 682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

出 38 亿元。 

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56 亿元，转移性支出

14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47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297 亿元，转移性支出 87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32 亿元。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03 亿元，转移性支出

73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203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397 亿元，转移性支出 79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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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87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845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支出 1653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

余 192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11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538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73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99 亿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支出 1507 亿元。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2338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支出 2276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

余 62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640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

金支出 626 亿元，总收入与支出相抵，全市政府性基金结余

14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361 亿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支出 2079 亿元。 

2020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1817 亿元，全市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 1827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452 亿

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368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预算1783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1484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9 亿元，全市支出 12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0 亿元，市级支出 10 亿元。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32 亿元，全市支出 31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0 亿元，市级支出 10 亿元。 

2020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46 亿元，全市支出

预算 46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 42 亿元，市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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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42 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债务情况 

2019年财政部下达天津市政府债务限额为5054亿元，2020

年提前下达新增限额775亿元。截至2019年末，天津市政府债

务余额4959亿元，其中市本级债务为1744亿元，占比35.2%；

区级债务3215亿元，占比为64.8%。 

截至 2019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情况 

单位：亿元 

举债主体类别 政府债务 

市本级 1,744 

16个区 3,215 

合计 4,959 

从债务资金投向看，天津市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土地储备、

市政建设和保障性住房，对天津市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具体来看，在政府债务中，用于土地储备1544亿元，市政

建设1390亿元，保障性住房964亿元，三项之和占政府债务总

额的78.6%。 

截至 2019 年末天津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支出投向情况 

单位：亿元 

债务支出投向类别 政府债务 

土地储备 1,544

市政建设 1,390

保障性住房 964

交通设施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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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207

农林水利建设 161

科教文卫 71

港口 10

其他 298

合计 4,959

（二）天津市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天津市严格债务资金管理，合理控制债务规模，政府性债

务风险总体可控。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

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有效防范化解地方金

融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制度组织保障。近几年，市政府办公厅先后印发

《关于深化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

〔2016〕4 号），规范政府债务举债融资机制；《天津市加强政

府性债务风险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津政办发〔2017〕64 号）

和《天津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津政办函

〔2017〕20 号），全面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并完善应急处置机

制。同时，天津市财政局印发《防控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工作措

施》（津财债务〔2016〕25 号）、《政府债券管理内部工作规程》

（津财债务〔2016〕30 号），《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

（津财债务〔2017〕45 号），防控全市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加

强政府债券全过程管理，明确我市各级政府偿还责任，实现债

权人、债务人分担风险。通过制度建设，我市已基本形成覆盖

“借、用、还”全过程债务管控体系。同时，我市政府性债务领

导小组已正式发文成立，由市长任组长，分管财政、金融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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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任副组长，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全市政府债务

管理、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财

政局。 

二是发挥政府举债积极作用。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拓展规

范举债的融资渠道，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择优

筛选符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密切跟踪政府债务政策走向，积极

争取扩大我市新增政府债务限额，2019 年财政部全年下达我

市新增债券额度共计 904 亿元，比上年 696 亿元增加了 208

亿元，债券资金重点支持我市棚户区改造、生态保护、轨道交

通、城乡发展等民计民生项目，对我市深入贯彻高质量发展要

求，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严格政府债务预算管理。严格实行政府债务规模管

控，根据区域发展定位、财力状况、债务风险等因素，合理设

定各区政府债务限额，科学分配新增债券额度，各区政府举债

严格控制在批准的限额以内。将政府债务收支分门别类纳入全

口径预算，及时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限额变动、债券发行等

工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并向社会公开。严格政府债券资金使

用管理，明确资金使用范围，配合审计、财政专员办开展债券

沉淀资金清查工作，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有效。 

四是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不断健全债务监测机制，全

面检查置换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持续推进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

为清理整改。健全信息化支撑机制，定期分析评估风险状况，

及时推送预警结果，督促各区各部门实行“一区一策”和“一

企一策”，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对置换债券、新增

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付方向、资金结余结转等情况开展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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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同时，将财政部对多省份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处理案例在

全市通报，督促各区各部门建立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清理整

改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依法完善合同条款，

确保举债依法合规。  

 

附件：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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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债券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日期 债券全称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到期本金 兑付日 

1 2015-07-31 

2015 年天津市政府定

向承销发行的置换专项

债券（一期） 

1542009 15 天津债 09 445,600 2020-08-04 

2 2015-07-31 

2015 年天津市政府定

向承销发行的置换一般

债券（二期） 

1542006 15 天津债 06 70,000 2020-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