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6 日晚间，上海清算所发给“16 呼和经开 PPN001”投资人《关

于未足额收到“16 呼和经开 PPN001”付息兑付资金的通知》（下称《通知》），

引发城投债市圈的关注。 

《通知》表明，2019 年 12 月 6 日是“16 呼和经开 PPN001”的投资人

回售行权执行日及付息日，截至当日日终，上海清算所仍未足额收到呼和

经开的付息兑付资金，暂无法代理发行人进行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工作。 

Wind 数据显示“16 呼和经开 PPN001”（全称“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

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是由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呼和经开”或“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私募债。

该公司是呼和浩特市经开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是呼和经开区的基

建融资平台，其唯一股东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局。“16 呼

和经开 PPN001”的实际发行量为 10 亿元，发行期限为 5（3+2）年，该

债券实行调整票面利率，即 2016 年 12 月 6 日～2019 年 12 月 5 日,票面利

率为 6.8%，2019 年 12 月 6 日～2021 年 12 月 5 日,票面利率为 6.8%+上调

基点，另附第 3 年末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虽然本次危机事件将在呼市政府的支持下得以解决，但不容忽略的是

呼和经开自身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凸显。 

由于“16 呼和经开 PPN001”属私募债，所以公开信息较少。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消息，“16 呼和经开 PPN001”已在陆续兑付中。“今天上

午市场有说法是目前暂时兑付了 5 亿元。”并称“呼市政府全权负责处理

此事，在积极想办法解决。12 月 8 日下午，呼和浩特政府已经组织开会协

调兑付事宜，偿还了大约 6 亿。”虽然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政府方面并

未明确回应此事，但我们预计在呼市政府的支持下，该笔私募债将不会出

现实质性违约。 

不过公开资料显示，呼和经开已有多笔资金、股权被法院冻结，自身

资金流动性风险不容小觑。据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2019 年 5 月，江

西省高院裁定（（2019)赣财保 2 号），根据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申

请，冻结呼和浩特惠则恒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经开价值人民币

4.00 亿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2019 年 8 月，呼市中

院裁定（(2019)内 01 财保 23 号），根据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

申请，冻结内蒙古晟纳吉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呼和经开银行存款人民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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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或其他等值财产。同期，根据三份执行裁定文书（2019 内 0105 执保

277 号、（2019）皖 02 执保 33 号和（2019）皖 02 执保 33 号），2019 年呼

和经开有三笔共计 3.07 亿元股权被法院冻结。 

呼和经开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据公开信息显示，2019 年以

来，内蒙古自治区出现 7 只城投债非标违约问题，因而，有必要深入分析

内蒙古自治区（以下简称“内蒙古”）的经济和政府债务风险问题。 

 内蒙古经济财政实力偏弱、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城投平台资质相对较

弱，非标违约频发。 

经济实力方面，内蒙古经济总量在全国位居中下游，因人口较少，人

均 GDP 排名较前，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但“一煤独大”的局面没有改变。

2018 年，内蒙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7,289.2 亿元，同比增长 5.3%，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 21 位，GDP 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 1.3 个百分点，

因人口较少，人均 GDP 在全国排名第 9 位；三次产业结构由 10.2:39.8:50.0

调整为 10.1:39.4:50.5，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但煤电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比重达 51.4%，接近“十一五”时期历史最高位，“一煤独大”的

局面没有改变；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较大，但投资结构继续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势明显。 

内蒙古财政实力较弱，2018 年内蒙古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列全国第 21

位，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财政自给情况较差，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

度较高。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57.7 亿元，同比增长 9.1%，在

全国排名第 21 位，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其中，税收收入为 1,399.9 亿元，

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75.4%，收入质量较高。2018 年，内蒙古财政自

给率为 38.7%，在全国排名第 20 位，地方财政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较高。从近三年财政自给率变化情况看，内蒙古财政自给率有所波动，

2016～2018 年财政自给率分别为 44.7%、37.6%和 38.7%。 

区内各盟市经济状况分化较为明显，呼包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区 50%

以上，乌海、兴安盟和阿拉善经济总量最小。内蒙古各地区经济分化较为

明显。2018 年，呼包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为 55.4%，东部五盟市

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为 31.0%，西部四盟市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为

13.6%。其中，鄂尔多斯市经济总量处于领先位置，2018 年 GDP 为 3,763.2

亿元，占全区 GDP 比重为 21.8%；兴安盟和阿拉善经济总量较低，均未

超过 500 亿元。 

从各盟市财政情况来看，鄂尔多斯市和呼和浩特市总量优势明显，兴

安盟、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一般预算收入增速位列前列，呼伦贝尔市和 



 

 

 

 

 

 

 

 

 

呼和浩特市增速较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2018 年鄂尔多斯市和呼和

浩特市稳居区内前二，分别为 433.5 亿元和 204.7 亿元，而阿拉善盟、兴安

盟和乌海市位居区内最后三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方面，2018 年，

兴安盟、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增速位列前三，分别为 24.4%、21.5%和

11.8%，呼伦贝尔市和呼和浩特市增速较低，均低于 2.0%。 

显隐形债务压力方面，内蒙古政府债务余额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债

务规模相对较高，但由于经济和财政实力较弱，政府偿债率和负债率相对

较高，债务压力较大。截至 2018 年末，内蒙古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6,534.9

亿元，在全国排名第 14 位，同比增长 6.2%，债务规模相对较高；内蒙古

政府偿债率为 351.8%，债务偿付压力位于全国第 4 位，比各省区市平均水

平高 108.3 个百分点；政府负债率为 37.8%，债务压力位于全国第 5 位，比

各省区市平均水平高 12.3 个百分点，债务偿付压力较高。政府偿债率和负

债率在全国范围内排名靠前，债务压力较大。 

从各市地方政府债务看，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政府债务

余额较高；从债务压力和债务偿付压力看，兴安盟、赤峰市和通辽市债务

压力较高，需重点关注。截至 2018 年末，内蒙古各盟市中，鄂尔多斯市、

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政府债务余额规模较大，而兴安盟、巴彦淖尔市、呼

伦贝尔市债务余额规模较小。从政府负债率看，位列前三的盟市分别为兴

安盟、赤峰和通辽，政府负债率分别为 72.7%、57.0%和 55.4%，债务压力

相对较大。从政府债务率看，乌兰察布、兴安盟和通辽位列前三，政府债

务率分别为 1,500.6%、955.4%和 954.8%，偿债压力相对较高。 

内蒙古市级及以下城投平台规模普遍较小，平台资质整体偏弱。从区

内发债城投企业角度来看，市级和市级以下城投在规模等方面分化较大。

从区域分布看，城投企业主要集中在包头、巴彦淖尔、赤峰和鄂尔多斯等

地；从规模分布看，内蒙古 27 家城投企业中，16 家城投总资产规模集中

于 200 亿及以下；从外部评级看，内蒙古城投企业平台主体级别以 AA 为

主，占比达 77.8%，平台资质整体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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