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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左栏中的术语

或简称对应右栏中的含义或全称： 

发行人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本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 指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

项债券（二期）——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

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

专项债券（二期）——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信息披露文件》 

《专项评价报告》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

出具的《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

设施专项债券（二期）——2022年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实施方案专项评

价报告》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年修正）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号） 

《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财库〔2020〕43号） 

《对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意见》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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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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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7〕35号）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

89号） 

《做好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 

《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全区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预

〔2017〕170号） 

《广西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桂财库

〔2017〕91号） 

《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

风险的意见》（桂政办发〔2018〕6号） 

广西方中会计所 指 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债资信 指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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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

项债券（二期）——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 

法律意见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 2022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2022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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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分配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7〕35 号）、《关于试点

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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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财预〔2018〕209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桂政发〔2014〕73 号）、

《全区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实施细则》（桂财预〔2017〕170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桂财库〔2017〕

9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性债务管理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意见》（桂政办发〔2018〕

6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的理

解而出具的；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在前述的尽职调查过程中，本所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和承诺：即发行人及相关主体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文件和材料，无隐瞒、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之处，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印章

均是真实的，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者原件

一致。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

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而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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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

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非法律

的专业事项发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如涉及会计审计、信

用评级、资产评估、评价咨询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

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者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或

按主管部门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

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书作为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申请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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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根据《预算法》《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债务实行限

额管理的意见》《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

师对本次发行的文件材料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平衡专项债券，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

级地方政府机关，作为具有独立经费的机关法人，自成立之日

起具有法人资格，并依法存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品种为地方政府发行的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

符合《预算法》《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具有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本次发行的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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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

林作业区二期工程、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码头工程、西津

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

程、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 10 号泊位工程，其

中涉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规模

（万元） 
期限（年） 

计划发行规

模（万元）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本期发行规

模占总投资

比例 

1  
贵港港平南港区武

林作业区二期工程 
5,000 30 15,300 41,600 12.02% 

2  
百色港田东港区祥

周作业区码头工程 
1,300 30 11,500 81,014.58 1.6% 

3  
西津水利枢纽二线

船闸工程 
37,000 30 37,000 329,891.61 1.12% 

4  

百色港田阳港区头

塘作业区码头一期

工程 

1,700 30 13,200 56,543.59 3% 

5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

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 10号泊位工程 

13,500 30 50,000 418,571.98 3.2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

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符合《预算法》《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政府专项债券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

广西区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涉及本次发行的 5 个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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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 2 家项目单位；募投项目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审批文件，项

目实施没有法律障碍；募投项目属于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且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募投项目合法合规，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涉及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均为带

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项目的有关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1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

业区二期工程 

平南县武林镇，西江干流浔江水

道右岸，码头距下游平南县武林

镇约 2公里 

2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

业区码头工程 

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下游，右江

左岸，距田东县城上游约 8公

里，鱼梁航运枢纽上游约 22.6公

里 

3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

工程 
广西横县郁江干流的中上游 

4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

业区码头一期工程 

田阳县头塘镇四联村右江河段，

上距那吉航运枢纽 8公里 

5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

坪南作业区 9号 10号

泊位工程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的大榄坪南作

业区 

（二）项目单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查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办的《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www.gsxt.gov.cn/），上述募

投项目所涉及的 2 家企业法人单位，已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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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1.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    称 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711429655C 

住    所 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 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 30-32楼 

法定代表人 陈定松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406,930.607705 万元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的西江黄金水道航电枢纽、船闸、相关航道及其

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管理；从事与广西内河有关的港口、码

头、水运、商贸物流、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和金融业、能源、

房地产开发、机械制造、农业综合开发、矿业、文化旅游的投资及管理；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市政建设、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咨询、招标代

理和试验检测、工程项目总承包及管理；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水泥、建材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名    称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799701739W 

住    所 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 12号 

法定代表人 李延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6,897,217,201.56万元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港口建设和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与运营管理；铁路

运输；道路运输；房屋租赁；船舶代理业务；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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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募投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所需的审批文

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相关文件 

1  
贵港港平南港区武

林作业区二期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

区二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09]397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

区二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10]34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桂环管字[2009]30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会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

期工程安全条件审核的意见》 

（桂交安监函[2013]300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交水运函[2011]635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项目先行用地的批复》 

（桂国土资函[2009]1239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 

（桂政土批函[2010]356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的批复》 

（桂国土预审字[2009]90号） 

《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3#-

5#泊位水工和 1#-5#泊位后方陆域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贵交航[2016]12号） 

《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1#-

2#泊位水工工程和 1#-5#泊位后方陆域形成工程）施工图设计的批

复》 

（贵交航[2014]18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平国用（2015）第 260006014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平建集镇 450821200900000号）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字第集镇 450821200900004号） 

《关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林作业区二期工程施工许可核备的请示》 

（平通洲报[2015]2号） 

《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备案表》 

《中标通知书》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1

 

2  
百色港田东港区祥

周作业区码头工程 

《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码头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百发改工交[2010]3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

区码头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10]1056号） 

《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码头工程用地预审的批复》 

（桂国土资预审字[2010]114 号） 

《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桂环管字[2010]135号） 

《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交基建函[2010]849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工程项

目建设用地的批复》 

（桂政土批函[2012]1075号） 

3  
西津水利枢纽二线

船闸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16〕34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发改基础〔2013〕565号） 

《关于发送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规划同意书的函》 

（珠水规计函[2011]417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 

（桂交行审〔2016〕51号） 

《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国土资预审字〔2015〕194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施工

图设计的批复》 

（桂交行审[2017]15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桂环审〔2015〕20号） 

《环境保护厅关于同意西津二线船闸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业主

变更备案的函》 

（桂环审变登（2016）2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西津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安全

条件审核的意见》 

（桂交安监函（2016）426号） 

《不动产权证书》 

（桂（2021）横县不动产权第 0080D15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横城公地字第 2017009号） 

《航道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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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百色港田阳港区头

塘作业区码头一期

工程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 

（百发改工交[2010]4 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的批复》 

（百水水保[2010]40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

区码头一期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11]733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交水运函[2011]63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

一期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 

（桂国土批函[2013]332号） 

《关于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项目出具规划选址意见》 

（阳建字[2010]138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用地预审的批复》 

（桂国土资预审字[2010]93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

区码头一期调整项目业主的复函》 

（桂发改交通函[2013]656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使用港口岸线的批

复》 

（交规划发[2011]534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航道技术问题的复

函》 

（航道函[2010]112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广西壮族自治区河

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水行政许可决定书>的函》 

（桂水水管函[2010]45号） 

《关于印发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航道技术问题

的复函》 

（航道函[2010]112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工程施工图设计和预算的批

复》 

（百交函[2014]123号） 

《关于百色港总体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桂环函[2010]801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桂环管字[2010]134号） 

《关于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程通航安全评估报告

审批意见的函》） 

（桂海通航函[2011]23号）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登记表》 

《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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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2018）田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487号） 

《港口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备案表》 

《行政许可决定书》 

5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

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 10号泊位工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

南作业区 9号 10号泊位工程核准的批复》 

（桂发改交通[2019]84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关于钦州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9#、

10#泊位工程项目使用岸线的意见》 

（桂海函[2019]300号） 

《钦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对<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9号

10号泊位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审核意见》 

（钦交函[2019]28号） 

《不动产权证书》 

（桂（2020）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3363号） 

《不动产权证书》 

（桂（2019）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181130号） 

《不动产权证书》 

（桂（2019）钦州市不动产权第 018113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

区 9号 10号泊位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交行审[2020]26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

区 9号 10号泊位工程初步设计变更的批复》 

（桂交行审[2020]235号） 

（四）项目收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的《专

项评价报告》，本期政府专项债券涉及的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

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涉及的募投项目为有自

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已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募投项目合法合规；

募投项目的收益能够满足债券还本付息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

发行管理办法》《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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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发行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了《2022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2022 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信息披露文件》，《信息披露文

件》包含了债券概况（基本情况、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信用评级情况、地方经济状况、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收支状况、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以及附件等必备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制作的《信息披露文件》

已经包含了本次发行所必须披露的内容，信息披露文件符合有关

规定。 

（二）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广西方中会计所，广西方中会计

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专项评价报告》。 

根据广西方中会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广西方中会

计所系在桂林市象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

司 ( 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450300715112372A，成立日期为 1999 年 11 月 18 日，经营范

围为：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

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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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报告；经济责任审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计；固定资产清

查、资产清查服务；财务尽职调查；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其他专项检查及审计；内控评价、绩效评价、项目后评价、风险

评价、其他专项评价；代理记账；报表编制服务、设计财务会计

制度；会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会人员培训。（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广西方中会计所

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核发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序号为：NO.022778。 

本所律师认为，广西方中会计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会计评价咨询服务的资质，具备为本

次发行提供评价咨询服务的主体资格。 

（三）信用评级机构 

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债资信，中债资信现持有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5603970936”的《营业执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债

资信具有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资质以及资产证券化双

评级资质。 

本所律师认为，中债资信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信用评

级机构，具有债券评级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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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次发行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交通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已经年检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31440000772720702Y”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具有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

律师均持有经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执业证》，具备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作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具有法律服务资质，具备担任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的资格；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律师均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资质，具

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具有本

次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贵港港平南港区武

林作业区二期工程、百色港田东港区祥周作业区码头工程、西津

水利枢纽二线船闸工程、百色港田阳港区头塘作业区码头一期工

程、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 9 号 10 号泊位工程，募

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募投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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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合规；募投项目为带有自身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且项目收益

能够覆盖债券本息，符合《预算法》《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

《信用评级报告》已经披露了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所必备的内容；

本次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资格；本期债

券涉及的发行没有法律障碍；如发行人发行的本期债券拟上市交

易流通，则还需获得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者其他主管部门的批准。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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