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疆维吾 尔 自治 区财政 厅

公开招标发行 zO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

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 )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总限额内,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

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 )发行规模为 18.20亿元,期 限为 3年期 ,

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债券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次

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无增信措施。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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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⒈ 拟发行的⒛21年新

项 目 内容

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 )

发行规模 民币 18.⒛ 亿元

资金用述  细未金
债券利率  囤定利率

付息方式  阵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增级安排

(二 )发行方式

⒛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 )计划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行。新疆财政厅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

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发行参与机构为 202卜 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地方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 《关于印

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的 通知》、《关于印

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的通知》、《关

于发行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 )

一⒛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十二期 )有关事宜的通

知》。

(三 )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本期一般债券全部为再融资债券,用 于偿还
“⒛16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二十二期沪 债券到期本金。本期一

般债券的本‘憝偿还资金纳入新疆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由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表 2: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拟偿还债券概况

信用评级情况

经新疆财政厅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 (六期 )信用级别

为 AAA级。在债券存续期内,新疆财政厅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地方经济状况

近年来,新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和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制定了《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疆维吾

债券简称 债券全称
发行金额

(亿元)

票面利

率 (%)

∶     ∶ 使用本期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 债券 (亿

:    ∶ 元)

16新疆债

34

2016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政府一般债券 (二 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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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自治区将抓住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机遇,加快
“
五

大中心”
和

“
十大进出口产业集聚区

”
建设,大力促进新型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同步协

调发展,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十三

五”
以来,先后出台 《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指导意

见》和 《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三年 (⒛ 17-2019)滚 动

实施意见》,以及交通枢纽、商贸物流、文化科教、医疗服务、区

域性金融中心等专项建设规划和 2017-⒛⒛ 年核心区建设细化性

目标任务,加大力度投资建设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
发展

相配套的软硬件,积极推进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旅游集散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深入探究与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在产能、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同 时,加强与国内 500

强企业、民营 500强企业的战略合作,注重与发达省区、周边省

区的通力合作,强化政策激励,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促

进跨越式发展。整体来看,对 “
一带一路

”
建设这一重要战略机

遇期的把握将有利于发挥新疆地缘和资源等独特优势,吸引各类

资本参与新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有利于

新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优势资源转换进程,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各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地方政府经济、财政和债务有关数据

一、地方经济状况
2018-201⒛ 年经济基本状况



年「
~————___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 12,809.39 13,597.11 13,797.58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 6.1 6.2 3.4

第一产业 (亿元 ) 1,692.09 l,781.75 1,981.28

第二产业 (亿元 ) 4,657.16 4,795.50 4,744。
刀
△

第三产业 (亿元 ) 6,460.14 7,019.86 7,071。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 13.2 13.1 14.4

第二产业 (%) 36.4 35.3 34.4

第三产业 (%) 50.4 51.6 51.2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进出口总额 (亿元 ) 1,325.50 1,640.90 1,484.30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亿元 ) 3,186.97 3,361.61 3,062.55

城镇 (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元

)

32,764 34,664 34,838

农村 (常住 )居 民人均纯收
入 (元 )

11,975 13,122 14,05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 =

100)
102.0 1

n
υ

n
υ

n
冫 101.5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上年 =10⑴ 111.2 98.50 91.60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上年 =10⑴ 109.2 100.00 93.40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本

外币) (亿元 )

22,011.49 23,293.00 24,824.7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本

外币) (亿元 )

18,203.14 19,960.10 22,377.60

二、财政收支状况 (亿元 )

(一 )近三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n
υ 8年 n

υ
0
∠ 9年 2020∠F

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 全 区 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31. 262.63 1,577. 259.40 1,477. 248.4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972。 965.09 5,322.32 1,108. 5,539。 1.162.32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收入
651.50 182.15 512.6 188.5 650.4 204.8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还本支出
164 164 207.1 86.7 358.64 150.54

转移性收入 3,021. 3,021. 3,326. 3,326.90 3,621. 3,621。

转移性支出 2,472. 2,563。

(二 )近三年政府性基金预箅收支

政府性基金收入 614.30 97.35 525.85 591.41 25.9



政府性基金支出 790.02 109.10 1、 146.59 326.27 1427.11 140.33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收入
12.5 507 810.9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还本支出
20.6 0 45.7 0

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国有资本经营收

入
8.20 2.84 52.67 4.59 17.45

国有资本经营支
出

9.84 6.25 37.91 2.70 6.99

三、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亿元 )

截至⒛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634.67

截至 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083.86
注: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相关数据,国家统计局按照核算制度和规定对 2018年地
区生产J总 值进行了修订,本表展示数据即为修订后结果。
资料来源:自 治区统计局和财政厅官网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 )基本情况

从债务投向来看,新疆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市政建设、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农田水利建设、政权建设等项

目建设形成的政府债务占比分别为 24.佴 %、 ”。们%、 9。刀%和

8.11%,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大多有经营收入可作为偿债来源 ,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相关债务的偿还。

从债务期限结构来看,新疆政府债务期限结构相对合理,不

存在债务集中大规模到期情况,其 中,⒛21~2024年到期政府债务

规模分别为 474.31亿元、495.89亿元、628.46亿元、377.36亿

元,占全部债务的比重分别为 8.41%、 8.79%、 11.14%、 6.69%。

(二 )加强债务管理和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 ,

严控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积极防范和化解地区债务风险。新疆政府

性债务规模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



从债务期限结构来看,2021~⒛ 24年新疆政府每年偿还负有偿还责

任的债务占比分别为 8.41%、 8。 79%、 11.14%、 6.69%,债务集中度

相对较低,期 限结构较为合理。从债务逾期率来看,目 前新疆政府

债务均无逾期情况,历史偿付记录较好。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高

度重视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完善债务管

理制度,着力控制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一是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为防范和化解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隐患,确保财政平稳运行,新疆出台了 《关于加

强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新政发 E2014〕 82号 )、

《关于做好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意见》(新财预E2016〕

19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暂行办法》(新财预

匚2016〕 8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信
`息
公开办法 (试行 l,9(新

财预 E⒛ 19〕 8号 )、 《关于印发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

办法的通知》(新财预 E2016〕 142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预算管理办法》(新财预 匚⒛16〕 143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性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新政发函 E2017〕 122号 )、 《关于转发<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新财预 匚⒛18〕 36号 ),这些文件对政府债务的举借主体、举借

程序、债务资金使用管理、风险评估及预警、债务报告及公开等

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 自治区进一步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奠

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细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控债务增量。(1)实行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严控地区隐性债务增量。自⒛18年期新疆

不再下达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分解,新财预 匚2018)11号 文亦提出



“
各部门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规举债,必须做到 2018年和

今后违规举债零增长,倒查责任、终身问责
”。(2)有序推进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强化政府债务预算管理。新疆财政厅近年积极推

进地方债发行,并及时出台 《关于印发<试点发行自治区地方政府

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的 通知》(新财预 E2018〕 37号 ),

进一步拓展专项债券发行渠道;按照新财预 (⒛ 16〕 142号 、143

号文、新财预 匚2018〕 33号 以及 《自治区地方政府债务信
`憝
公开

办法 (试行 J,9(新财预 E⒛ 19〕 13号 ),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

理和还本付息约束。(3)构建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强高风险地

区监管。按照新政发函(2017〕 122号等文件要求,新疆以债务率、

偿债率、利·急负担率、综合债务率等指标为重点,将逐步建立各

地州债务风险常态化监测、管理系统,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防

范地方债务风险。

三是实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按照预算法的要求,根据财政

部的工作部署,出 台《自治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新

财预 匚⒛16〕 142号 )、 《自治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新财预 匚⒛16〕 143号 ),逐步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

将政府债务限额、新增债券安排的支出、政府债务还本付
`急
及发

行费用全部纳入预算中;根据 《自治区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新财预 〔⒛18〕 143号 ),将专项债

券收入、支出、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全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严格将专项债券发行与项目一一对应,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管理,强化人大监督和预算约束作用。

四是构建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债务率、偿债率、利



息负担率、逾期债务率、综合债务率等指标为重点,对政府性债

务的规模、结构和安全性进行监测和评估,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 ,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针对部分或全部地州市开展多次。对债务风险

较高市县进行风险预警通报,督促加大偿债力度,逐步降低债务

风险,确保全区政府性债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同时,不 断健

全政府性债务动态监管机制,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

面分析报告,将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纳入常态化管理。

五是加强高风险地区监管。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将建立债

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以及责任追究机制。要求高风险地

区全面掌握资产负债、还本付
`息

、财政运行等情况,及时跟踪风

险变化,制定债务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切实防范风险演变。

当政府债务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

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

险。同时根据列入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名单的地州市及政府债务

风险状况、债务风险防控努力程度等情况,对相关地州市进行约

谈,对约谈后一年内仍无明显改善或风险进一步加大的地州市以

及连续两年被约谈的地州市进行全自治区通报。列入风险预警名

单的高风险地区,原则上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余额。若债务规模得

不到控制、债务率不降或继续上升的,自 治区将扣减转移支付资

金。

六是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妥善处理或有债务。对清理甄别后

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属于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

各地政府统筹安排包括债券资金在内的预算资金偿还,必要时可

以处置政府资产。属于非公益性项目债务的,由举借债务的部门



和单位通过压减预算支出等措施偿还,暂 时难以压减支出的,可

用财政资金先行垫付,并在以后年度部门和单位预算中扣回。地

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外债转贷范围内,

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对确需依法代偿的或有债务 ,

各地政府要将代偿部分的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对违法违规担保的

或有债务,由政府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重新修订合同,明

确责任,依法解除担保关系。

七是建立和完善债务报告和公开制度。一是改进债务报告制

度。在原有政府债务月报、季报、年报的基础上,按照中央加强

政府债务管理新的精神,进一步明确存量债务和新增债务的填报

口径、统计查询、上报时限等要求。二是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信

息公开办法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债务信息公开主体,公开范围

和内容,公开方式和要求,要求各地及时公开本地区政府债务的

举借、使用、偿还等信
`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