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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政策要求

（一）专项债券概念：

专项债券是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公益性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要求项目有收益并且具备

公益性。

（二）专项债券适用领域

1、标准化专项债：土地储备、收费公路、棚户区改造（土储和棚改 2020

年可能不让申报）

2、非标专项债/其他领域的专项债：

u 交通基础设施(铁路、收费公路、机场（不含通用机场）、水运、城市轨

道交通、城市停车场)、

u 能源（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城乡电网（农村电网改造设计及城市配电

网））

u 农林水利 （农业、林业、水利）

u 生态环保（城乡污水处理项目）

u 社会事业（卫生健康、教育事业、文化旅游、其他社会事业）

u 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u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水、热、气）)、产业园区基础

设施

u 探索重大战略区域专项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战略区域）

u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主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筑和配套设

施改造项目）

3、专项债作为资本金的领用领域

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内河航电枢纽和港口、城市停车场、天然气管网

和储气设施、城乡电网、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供水 10 个领域。以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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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位，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券规模的比例一般控

制在 25%，具体以实际情况而定。

（三）非标债申报流程

1、办理项目立项批复手续

u 项目实施主体委托咨询公司编制项目建议书；

u 项目实施主体去审批局/发改局办理项目建议书批复

u 项目实施主体委托工程咨询公司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u 项目实施机构去规划局办理规划选址意见

u 项目实施主体去国土局办理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u （若需办理稳评、能评，则需项目实施机构办理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u 项目实施机构申请发改/审批部门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u 发改/审批部门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

u 项目实施机构环保局办理环评批复意见

2、项目申报阶段

u 项目实施机构委托咨询公司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含资金平衡方案）

u 项目实施机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编制财务评估报告（或者有咨询公司牵头

协调会所出具报告）

u 项目实施机构委托律师事务所编制法律意见书（或者有咨询公司牵头协调

律所出具报告）

u 项目实施机构将项目填报发改重大项目库

u 项目实施机构将项目填报财政局债券申报系统

u 财政局将项目提交上级财政局，最终提交财政厅债务处

u 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u 财政厅下发评审入库通知

3、项目发行阶段

u 财政厅负责项目资料梳理，编制专项债信息披露文件

u 财政厅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做信用评级

u 财政厅在中债网公示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3

u 财政厅发布专项债招投标信息

u 承销商投标与承销

u 财政厅在中债网发布中标结果公示

u 资金由省财政厅转贷给市财政/区县财政

u 本级财政将项目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

4、债券存续期管理

u 专项债存续期信息披露

u 专项债绩效评价

u 归还利息

u 归还本金



土地储备

棚改等房地产领域

应急医疗救治设施

疗救治设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专项债项目类型

二、2020 年专项债新趋势

（一）专项债必然得到迅猛发展

面临着 2020 年疫情的严峻形势，我国的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在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分析下，加大投资力度以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无疑是未 来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专项债作为一个重要的扩大投资的举措， 必将在

2020 年开始以超越前者的气势大放异彩。

（二）项目类型发生重大变化

从 2020 年开始，政府专项债的发行要求与 2019 年之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暂停发行 新增发行

（三）对专项债发行的专业性要求提高

在这样的趋势下，专项债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过去的模

板式专项债编制已经不能满足新专项债的发行要求，必须创新产业类型和项目投

融资模式，才能做到“发得出、还得上”。

从 2020 年开始
专项收入范围

4

创

新 专项债与其他资金的结合方式

降低未来偿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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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建科信在专项债中的作用

政府专项债的发行文件涉及众多专业性内容，由众多诸如咨询公司、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审计机构等专业机构参与，系统性很强，中建科

信咨询统筹协调，是确保质量、提高效率的重要方式。

中建科信询统

筹协调

《可行性研究报告》

《实施方案》

《财务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信用评级报告》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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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工作内容

（一）协助政府的有关部门遴选政府范围内的符合要求的项目，对债券发行

进行充分论证。

（二）策划专项债项目类型、数量，根据拟开展项目的综合情况提供专项债

发行前策划咨询服务（包括发债规模、项目包装、发债期限、收益来源、偿债本

息、资金平衡等）。

（三）梳理拟发债项目的类别及数量，对拟申报发行债券项目的可行性进行

充分论证。从专业角度协助政府科学制定债券发行计划，提高地方政府债券管理专

业化程度和风险防范。

（四）指导申报单位完成项目立项手续及发债前期准备资料

如编制出具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规划选址、用地预审、资本金来源证明、明

确项目申报主体、实施主体及项目建设、运营主体和申报/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其

他所需资料等。

（五）编制出具专项债券申报资料

牵头协调编制出具《项目实施方案》《财务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法

律意见书》和募投情况说明等。

方案名称 方案内容

《融资平衡方案》
提供编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实施方案或募集资金支出安 排

及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平衡实施方案。

《评估报告》
对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实施方案或募集资金支出安排及预 期

偿债资金来源平衡实施方案进行综合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财务审计报告》
协调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专项债发行进行综合审计，出具财务审 计

报告。

《法律意见书》
协调律师事务所确保债券发行实施方案合规性，确保债券发行管 理

合法合规。

《募投情况说明》 按照省厅要求提供专项债申报项目的募投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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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

哪些项目适合

做专项债

这部分资金

如何和专项

债结合

这部分做专

项债

五、中建科信咨询的优势

（一）精通政府项目的投融资专业

中建科信长期致力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业务，包括对政府投资、特许经营、PPP

模式、企业投资、片区综合开发等项目或者模式，既善于从顶层思维角度， 合理、

综合筹划本地所有专项债的种类设定及包装与发行，又擅长对某一个具体项目如何

筹划专项债资金与其他资金的有机结合使用。

政府拟开展的项目

某一个项目

（二）多家债券发行专业机构的充分整合

长期与国内多家知名的工程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信用评级机构、

律师事务所等紧密型合作，能够为政府专项债发行及政府投融资综合平衡方案的

项目 1

项目 4

项目 2

项目 6 项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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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提供一站式咨询服务。

（三）项目运营资源的有效整合

中建科信长期致力于地方公益类经营性项目的咨询顾问业务和投融资项目

的资源对接，与众多投资人、各类运营商、产业地产商等均由紧密合作，可以针

对专项债所对应的项目有针对性的嫁接各种运营资源和投资资源，最大限度的提

高项目收益，减少专项债未来的偿债风险。

中建科信资源库

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文化旅游

文娱体育

智能化运营

商业运营

产业园招商运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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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专项债案例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型

1 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综合开发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2 安康城东新区健康养老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3 安康城东新区文化教育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社会事业

4 安康城东新区文教产业园园区综合管廊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5 安康城东新区创业孵化中心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6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西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7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冷链物流服务设施项目

8
汉滨区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公共实训基地标准化厂房建

设）项目

9
汉滨区五里工业集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建设

项目

10 杨陵区 2021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11 咸阳市科技产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孵化基地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12 咸阳市新兴纺织工业园梦桃文旅发展中心项目 文化旅游

13 咸阳市新兴纺织工业园纺南城地下停车场 交通-城市停车场

14 咸阳市科技产业园立体停车场建设项目 交通-城市停车场

15 咸阳市新兴纺织工业园井水处理站二期工程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16 南郑县汉山旅游扶贫开发项目 文旅

17 山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园建设项目

18 大柳塔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污水处理

19
陕西省 2020 年市政及园区基础设施领域专项债券—空港

新城临空产业园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20
陕西省 2020 年市政及园区基础设施领域专项债券—空港

新城临空产业园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21 扶沟县人民医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卫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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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项目(一期) 市政产业园区

23 2019 年吉林省收费公路专线债券（一期） 收费公路

24 南郑县汉山旅游扶贫开发项目

25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准四提标改造工程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26 陈港新城冷链物流项目 城乡冷链物流

27 宝鸡市陈仓区中医院内科综合楼项目 社会事业-卫生健康

28 宝鸡市港务区陆港新城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供水

29 陆港新城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30 蟠龙高新区强弱电综合管廊建设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31 宝鸡市蟠龙新区生活垃圾搜集转运系统项目
生态环保-城镇生活

垃圾

32 宝鸡市蟠龙高新区学前教育项目 社会事业-学前教育

33 蟠龙高新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35 光泽县“无废城市”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生态环保-生活垃圾

36 东山苏峰山风景区开发项目 文化旅游

37 东山岛泉全城旅游项目（二期） 文化旅游

38 甘肃福莱瑞牛肉面食材集配供应链体系建设 城乡冷链物流

39
陕西省 2020 年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领域专项债券-空港

新城临空产业园建设项目（二期）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40 苏州港张家港港区集装箱码头改扩建工程 其他交通设施

41 汉中城固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交通-机场

42 江苏榆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冷链物流项目 城乡冷链物流

43 高港区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一期项目 污水处理

44 天津港港区物流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45 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体育场馆配套设施改造项目 社会事业-体育

46 滨海高新区生物医药及智能制造产业园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47 2020 年山东省地方政府再融资一般债券（一期） 再融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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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宜昌综合保税区仓储及加工厂房工程（一期）项目 市政和园区基础设施

49 湖北荆州民用机场项目 交通-机场

50 东宝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工业园 校区建设项目 社会事业-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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