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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董事会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
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三、主承销商声明
主承销商确信已对本期债券发行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
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
资判断。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
的约定。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列明的信息和对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名称：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
简称“
１２伊旗城
投债”）。
发行总额：人民币１６亿元。
债券期限和利率：７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３、４、５、６、７
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８．３５％，
根据Ｓｈｉｂｏｒ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３．１５％确定 （
Ｓｈｉｂｏｒ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上公布的一年期Ｓｈｉｂｏｒ（
１Ｙ）利率的算术平
均数５．２０％，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
不变，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定除外）公开发行。
发行范围及对象：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均可购买。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
账户托管记载。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ＡＡ级，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级别为ＡＡ级。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城投公司：指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伊旗／旗：指伊金霍洛旗。
本期债券：指总额为人民币１６亿元的“
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
建设债券”。
本次发行：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主承销商：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上下文确定）。
承销商：指负责承销本期债券的一家、多家或所有机构（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余额包销： 指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各自承销本期债券的份额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
即在发行期结束后，将各自未售出的债券全部自行买入、并按时、足额划拨本期债券各自承销份额对应
的款项。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
不包括我国的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
元：指人民币元。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公开发行：指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国家发改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监管银行／受托管理人：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债券持有人：指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１］３０３８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伊旗党政综合办公大楼后楼
法定代表人：刘建勋
联系人：张铁峰、张海军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明珠花园Ｂ区１３号楼
联系电话：０４７７－８６８９０９５
传真：０４７７－８６８６１２３
邮编：０１７２００
二、承销团
（
一）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Ａ栋第
１８－２１层及第０４层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周宁、易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８号丰融国际大厦１２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６１、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８２
传真：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０９
邮编：１０００３２
（
二）副主承销商
１、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５１０号南半幢９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人：程晨、熊雯
联系地址：上海市福山路５００号城建国际中心２６楼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６９、０２１－６８７６８０８７
传真：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０３２
邮编：２００１２２
２、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夏睿、李雯雯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５６号方圆大厦２３层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９７７、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５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邮编：１０００４４
（
三）分销商
１、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号Ａ座８层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黄磊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２５６号华夏银行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６６９８１
传真：０２１－６１０１９７３９
邮编：２００１２０
２、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徐楚铭、宫丽杰
联系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１０楼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３３、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７８４
传真：０１０－６６２２０６３７
邮编：４３００１５
３、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Ｂ座１５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吴少春、张瑞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９号新世界中心１１０３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０３８１、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４５３
传真：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９６１
邮编：５１８０２６
三、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３号通泰大厦Ｂ座５层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田鹏、李杨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１０号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８、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５
传真：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５２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３３
四、发行人审计机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２２号国兴大厦四层
法定代表人：田雍
联系人：魏立峰、孙明珠
联系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４１１１号兆丰国际大厦１７层
电话：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２８
传真：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９１１
邮编：１３００２１
五、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０８号阳光高尔夫大厦３楼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３号平安大厦１００６室
联系人：王洋、林心平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２１６００６－８７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邮编：１０００２２
六、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馆内南小楼
负责人：付洋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大街１９号国际大厦２３０１室
联系人：杨健、连莲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８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６
邮编：１００００４
七、监管银行／受托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营业场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华大街６８号
负责人：孙小帆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６８号
联系人：高慧
联系电话：０４７１－６６６５６６７
传真：０４７１－６６６５５４４
邮编：０１００１０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债券名称：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
简称“
１２伊旗
城投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１６亿元。
四、债券期限和利率：７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３、４、５、
６、７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８．３５％，根据Ｓｈｉｂｏｒ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３．１５％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上公布的一年期Ｓｈｉｂｏｒ（
１Ｙ）利率的
算术平均数５．２０％，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在债券存续期
内固定不变，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五、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立的一级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
七、发行范围及对象：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均可购买。
八、发行价格：债券面值１００元，平价发行，以１，０００元人民币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
币１，０００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１，０００元。
九、发行期限：５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止。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十一、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３月１９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二、计息期限：自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止。
十三、付息日：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每年的３月１９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十四、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每年的３月１９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发行人：
主承销商：

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五、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３、４、５、６、７年
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
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六、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十七、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十八、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新时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十九、债券担保：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监管银行／受托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二十一、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ＡＡ级，发行人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ＡＡ级。
二十二、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１个月内，发行人将积极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
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十三、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
投资者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成
的承销团，采取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进行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
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
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
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实名制记账式企业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
债券登记和托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查阅或在
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
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 具体发行网点参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
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
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
债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该等债
务转让：
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变更无异议；
（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
（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
级别的评级报告；
（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
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承继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一、利息支付
（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第３、４、５、６、７年末分期偿还本金时当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日为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每年的３月１９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相关登
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
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兑付
（
一）本期债券采用提前偿还方式，即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第３、４、５、６、７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和２０％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
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 本期债券本金兑付日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每年的 ３
月１９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１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相关登记
（
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
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伊旗党政综合办公大楼后楼
法定代表人：刘建勋
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７０，０００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工程、煤炭产销等投资及对国有资产的营运等。 （
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
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批准成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１５２７２８０００００７１３０（
１－１）。
城投公司的主要经营目标是：优化整合城市资源，承担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投资
任务，积极实施经营城市的战略，运用市场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和投资格局，推进城
市的发展，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城投公司资产总额１３８．７３亿元，负债总额６７．８１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７０．９２亿
元，资产负债率为４８．８８％。
二、历史沿革
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出资人为伊金霍洛旗国有资产
管理局，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根据《
关于增加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决定》（
伊国资发［
关
２００９］２号），公司注册资本增至１２０，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３月７日根据《
于增加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决定》（
伊国资发［
２００９］４号），公司注
册资本增至２７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根据伊国资委发［
２０１０］４号文件，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由伊金霍洛旗国有资产管理局变更为鄂尔多斯市圣圆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圣圆投资集
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圣圆投资集团是由伊金霍洛旗国有资产管理局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投资设立的
国有独资公司。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和前景
发行人所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设施、保证国家或地区社
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基础性行业。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主要包括城市道路、照明、水务、能源、公共
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
交通、邮电、绿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
民收入。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 其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
并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 国家“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
市健康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城镇化水平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到４９．６８％，城镇人口达到６．６６亿，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城市经济对我国ＧＤＰ的
贡献率已经超过７０％。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占ＧＤＰ的比率也将持续上升。
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从总体上看仍然滞后于城镇化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的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较大。 我国城镇化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建设资金也将逐步从单一财政投资向多层次、多渠道
转变，从而使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更加丰富。 未来的１０－２０年间，我国的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
阶段，预计到２０１５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５０％，城市人口将保持快速增长。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增加了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 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将承担更多的建设任
务、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前景。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情况
（
一）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
发行人是伊金霍洛旗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运营主体，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 发
行人自成立以来，成功实施了乌兰木伦铁东（
西）新区建设工程、忽马线拆迁改造工程、阿镇北区市政道
路管网工程、乌兰木伦河河道整治工程、乌兰木伦河南岸市政道路管网工程、阿镇北区市政工程和阿镇
文明住宅回迁小区建设工程等二十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３７亿元，大大提
升了城市综合功能，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伊旗“
建设文化特色鲜明、生态典雅精致、宜居宜业活力之城”的总体规划思路，未来几年伊旗
城市化建设将加速发展，而规划中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任务也将由发行人承担，发行
人将继续在伊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二）发行人的竞争优势
１、发行人经营环境的优势
伊金霍洛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东与准格尔煤田相连，西邻毛乌素沙漠，南与陕西省神木县
接壤，北与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康巴什新区隔河相望，系鄂尔多斯市“
一市两区、三个组团”的战略核
心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长眠之地，享有“
煤海绿洲，天骄圣地”的美誉。 全旗总面积５，６００平方公里，
辖７个镇，总人口１５．２万人。 旗府所在地阿勒腾席热镇，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文明镇和第一个国家卫生
镇。
伊金霍洛旗资源富集，特别是煤炭资源储量大，赋存条件好，素有“
地下煤海”之称，是神府东胜煤
田的主采区，国内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 伊金霍洛旗现已探明煤炭储量１４８．５亿吨，具有低灰、低硫、低
磷、发热量高、埋藏浅、易开采等特点，素有“
精煤”之称。 此外，伊金霍洛旗天然气、煤层气、天然碱、石英
砂、高岭土等储量也相当丰富。
伊金霍洛旗地处呼—包—鄂“
金三角”区域，交通便捷，区位优越。 伊金霍洛旗现有公路总里程１，
９００．５公里，包茂高速、１０９国道纵横交错；包西铁路、包神铁路、东乌铁路穿越旗境；鄂尔多斯机场坐落旗
境，距旗府所在地１４公里，已基本形成集公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鄂尔多斯及周边
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在国家西部大开发、能源战略西移和自治区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大背景下，
全力推进“
三化”进程，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主要经济指标连年保持高速增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伊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完成２９２亿元、４００亿
元和４８０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了２８．２１％。 其中，２０１０年伊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２６５亿元，增长
２０．５％；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２６，３００元和８，８３０元， 分别增长１９％和
１３．２％；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２８亿元，增长１９．８％。 在２０１０年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
中，伊金霍洛旗跃居全国县域百强第３７位、西部百强第３位，居全区６９个旗县第２位，成为带动鄂尔多斯经
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伊旗近三年ＧＤＰ增长情况图示如下：

随着伊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伊旗的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伊旗财政
总收入分别完成５０．９亿元、８０亿元和１１０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４７％；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完成２０．４８亿
元、３０．８８亿元和４３．２８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４５．３７％；２０１０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２２．６３亿元。 伊旗近三年
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图示如下：

２、伊旗政府的大力支持

城投公司作为伊旗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承建了伊旗城建规划中的大量
重点项目，其经营领域和投资范围涵盖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主要领域，在伊旗的城市化建设中发
挥着巨大作用。 随着“
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和伊旗经济的快速发展，伊旗政府也将在政策、税收、资源等
方面给予发行人更大的支持。
３、不断增强的融资能力
城投公司积极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和农业银行等金融
机构建立了良好、长久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支持了城投公司的快速发展。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城投公司从金
融机构取得的融资金额总计３２．２８亿元，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
４、丰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验
城投公司凭借其在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优势的垄断地位，以其较强的专业能力，承担了大量重点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建设任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项目经营管理程序。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状况及发展规划
（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模式
发行人的主要职能是为伊旗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筹措和管理资金， 并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目前城投公司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水务、市政工程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及对外投资等方面，其中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及对外投资业务，主要由城投公司来负责，对于由城投公司承担建设的市政工程项目，公司
根据年度工程量按一定比例计提工程建设管理费来实现公司收入，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业务主要通过
其下属子公司来承担。 近年来发行人为改善伊旗投资环境、人民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体现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建设开发供水工程、市政道路管网基础工程、集中供热工程、移民村拆迁改造等二
十余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３７亿元。
目前，公司已建成道路及配套管网工程３２．８公里；六座景观桥梁３２５米；人行道硬化铺装１９１，９０２．５６
平方米；３．５万伏电缆隧道工程４．２公里；二级污水泵站一处；开发阿镇文明回迁小区、扎萨克新苑小区
一、二期、明珠花园小区一期等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２８万平方米。 随着伊金霍洛旗经济的不断发展与
实力的不断增强，城投公司也将承担起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发展规划
城投公司根据政府规划在继续完善阿镇东、北两区基础设施和功能性建设的基础上，将大力拓展
西、南两区，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力争城市建成区达到１１３平方公里；积极配合鄂尔多斯市政府的乌兰
木伦湖南岸高层区建设规划，将中央商务区打造成展示地区形象的重要窗口；以高规划水平进行城市
建设，高效率推进旧城拆迁；完善乌兰木伦中湖南岸、阿镇北区二期、伊金霍洛镇拓展区等路网建设工
程，全面铺开阿镇南部拓展区路网等中心城区路网工程建设，改造阿镇旧城区供热管网等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
城投公司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是：紧紧围绕市、旗两级政府提出的“
全力打造一市两区三个组团区
域性中心城市核心区”和“
新城再造计划”战略目标，增强公司实力，拓展公司业务空间，使公司运行产
业化；建立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通过参股、控股等资本运作方式，加大经营性项目投资比重，不断提高
公司盈利水平；盘活资产，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建立有效的城市建设、经营与偿还机制；通过重大城
建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和投入，以市场化运作手段，提升公司资本运作和资产经营的层次与功能。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
一）发行人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８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人民币元
表１

资产项目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资产总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项目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３０７，９６７，４９６．１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９，２０１，６９３．５０
３，７８４，４６７，０６３．０９
１３，８７２，５３６，５９０．４０

３，３８５，９７４，７７３．５１
２３，２６９，７７５．８４
６６，５７４，１７０．５７
１，８７７，１５３，５８１．３５
１０，８８１，８９３，７８２．２２

１９１，１３５，９７３．０１
１７，９７２，５２６．８７
１５，７４３，７４７．７４
１５１，２２６，２８６．９５
４３２，９９７，４１１．６０

４，２５２，１９７，０４３．６０
２，５２８，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７８０，９４７，０４３．６０
７，０９１，５８９，５４６．８０
１３，８７２，５３６，５９０．４０

１，３１３，２０７，４３０．６３
２，６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６８，２０７，４３０．６３
６，９１３，６８６，３５１．５９
１０，８８１，８９３，７８２．２２

７，２７１，０６０．６９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２７１，０６０．６９
２４１，４７４，１３８．９４
４３２，９９７，４１１．６０

（
二）发行人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０８年经审计的利润及利润分配简表
表２

项 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０年度
４１４，５７９，７０９．８０
１３２，６７１，９８６．４７
１７７，９０３，１９５．２２
１７７，９０３，１９５．２２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９年度
１７７，７８７，７４５．８６
１３８，４２６，２３０．３５
３７１，２６１，０９７．６５
３７１，２６１，０９７．６５

２００８年度
３３，２０８，７３４．８６
３，８８２，００５．１３
１０３，８５１，５０５．１３
１０３，８５１，５０５．１３

（
三）发行人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０８年经审计现金流量简表
表３

项
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年度

２００９年度

２００８年度

４，１２８，６３２，５０８．８５
１，７３６，９２７，６０１．８０
２，３９１，７０４，９０７．０５

６７１，５１５，６８７．７７
５２３，４５８，３５９．０２
１４８，０５７，３２８．７５

１５２，２８３，６２７．８７
１１６，９７２，１５６．４９
３５，３１１，４７１．３８

３０，１７２，９５８．９０
５０，０３８，５４７．９３
２，０５６，１８９，１６２．９７
３，４５０，７３１，３４０．４７
－２，０２６，０１６，２０４．０７ －３，４００，６９２，７９２．５４
－
－
１，６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７，２４８，１００．００
，
，
，
，
２ ３８４ ３０６ ８８９．４１
２５２ ３９２，８８１．５０
－７３９，３０６，８８９．４１
４，１７４，８５５，２１８．５０
－３７３，６１８，１８６．４３
９２２，２１９，７５４．７１

１０，０８３，５１０．５５
１６９，５６４，２８１．９５
－１５９，４８０，７７１．４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８３０，６９９．９８

二、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城投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表４：城投公司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流动比率（倍）
１．０１
２．５８
２６．２９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８
２．４９
２１．０２
资产负债率（％ ）
４８．８８％
３６．４７％
４３．２５％
存货周转率（次 ／ 年）
０．２０
０．１２
１．２０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年）
０．５８
０．７６
４．３６
总资产周转率（次 ／ 年）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１
资产净利率（％ ）
０．３６％
１．６４％
３５．０７％
盈利能力
主营业务利润率（％ ）
３２．００％
７７．８６％
１１．６９％
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５１％
５．３７％
４２．２６％
主营业务收入收现比
１．１３
０．８３
１．１０
现金流
现金总资产比率（％ ）
１７．２４％
１．３６％
８．１６％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
５６．２５％
１１．２７％
４８５．６４％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本次发行是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债券，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没有已发行
尚未兑付的企业（
公司）债券、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１６亿元，全部用于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北区市政道路管网工程等８个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项目。
表５：本期债券１６亿元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表
项目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 占本次募集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额（万元）
资金比例
（万元）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北区二期
１
２５，８５５
１２，０００
７．５０％
市政道路及附属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北区市政
２
３１，５６２
１５，０００
９．３８％
道路及管网三期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
３
４３，７９３
２２，０００
１３．７５％
河南岸 Ａ 区市政道路及管网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
４
４０，５４４
２２，０００
１３．７５％
河南岸 Ｂ 区市政道路及管网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乌兰木伦
５
４２，５６３
２３，０００
１４．３８％
河南岸 Ｃ 区市政道路及管网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集中供热
６
４９，３９５．１１
１８，０００
１１．２５％
管网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红海子路
５７，５７５
２８，０００
１７．５０％
７
工程
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现代装备
，
，
８
３９ ７３８
２０ ０００
１２．５０％
制造基地一期市政道路及管网工程
偿债能力

合

计

３３１，０２５．１１
第十四条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偿债保证措施

一、偿债计划安排
（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概况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１６亿元，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３、４、５、６、７年末分别偿
还本金３．２亿元。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为了充分有效
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安排偿债
资金、设定专项制度管理使用募集资金、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等，努力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
还。
（
二）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为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及利息的如期偿付，发行人与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签署了《
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发行人将在监管银行设立专项偿债账户，专项用于本期债券的本金
兑付和债券利息支付以及银行费用结算，并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收入中按照约定的还本付息金额提取
专项偿债基金存入偿债账户，以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付。
１、利息偿债基金的提取。
公司在每年付息日前１０个工作日，提取足够偿还当期债券利息的偿债基金并存入偿债账户。
２、本金偿债基金的提取。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第３年、第４年、第５年、第６年和第７年分别提取金额为本期债券本金２０％的
专项偿债基金，在每年本金兑付日前１０个工作日存入偿债账户。
偿债账户内的资金除用于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和债券利息支付以及银行费用结算外，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将对发行人的偿债账户进行监管。
（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
为明确债券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及受托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障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协助
本期债券的顺利发行及兑付，发行人特为本期债券持有人聘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担
受托管理协议》和《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由
任本期债券的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受托管理人，并签署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代理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的经营状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代
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诉讼义务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同时，本期债券还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债券持有人可以通过受托管理人行使权利，也可通过
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由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召集、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须有
代表未偿付债券二分之一以上（
含二分之一）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出席，方可召开并作出
决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以书面投票形式表决。 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一般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
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效。 除《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
权二分之一以上（
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有效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适
用于全体债券持有人（
包括所有未参加会议或明示反对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同
等约束力。
对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有效性发生争议而无法协调的，有关当事
人可以向有管辖权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他具体事项详见《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全文。
二、偿债保障措施
（
一）良好的资产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将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
发行人２０１０年底总资产１，３８７，２５３．６６万元，资产负债率为４８．８８％，本期债券发行后，以公司２０１０年底
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计算，其资产负债率将上升至６３．２９％，仍处于行业正常水平。
发行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经营收入分别为３，３２０．８７万元、１７，７７８．７７万元和４１，４５７．９７万元， 净利润分别为
１０，３８５．１５万元、３７，１２６．１１万元和１７，７９０．３２万元，增长趋势明显，随着发行人经营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及经营业务的不断拓展，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将充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如期偿还。
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产生的收益将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有力保障。
（
发行人投入到本期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可以产生稳定的市政项目运营收入，该项收入是偿债资金
的重要来源。 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产生的市政项目运营收入将优先用于本期债券
本息的偿付。
（
三）良好的资信状况是发行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的又一有力保证。
城投公司自成立以来，市场声誉良好，在银行贷款方面得到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等
各大银行的大力支持，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
（
四）发行人将继续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拓宽筹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保障债券本息到期偿
还。
１、公司将继续努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强投融资管理。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探索建立多元化融资
渠道，做到集中管理，统筹规划，合理使用。
２、公司在资本支出项目上始终贯彻量入为出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规定和审批
程序，注重投资项目回报，充分做到风险规避措施到位以保障项目投资安全。
３、保持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公司将加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日常经营现金流的监控，确保
公司的财务流动性，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现金流对偿付本期债券的支持。
４、加强现金流动性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的管理，并采取多项措施，努力提高现
金回收水平。
５、加强对货币资金的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货币资金的管理和调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高
资金的自我调剂能力，为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还创造条件。
６、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的本息偿还计划安排，结合生产和经营现状，对现有月度资金流出规模进
行调整，提高偿付当月盈余资金数量，进一步确保本期债券每年到期的利息偿付能力。
综上所述，城投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可以保证本期债券本息偿付的如期进行。
三、违约责任
如果出现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本金或利息、或者发行人违反协议约定动用偿债账户资金
以及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要求发行人立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履行相关协议的约
定，使债券持有人的权益恢复到安全状态。 同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依法采取有效的法律程序来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相关的风险及对策
（
一）利率风险及对策
风险：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经济
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且期限较长，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导致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对策：在设计本期债券发行方案时，发行人已经考虑到债券存续期内可能存在的利率波动风险，通
过设计较为合理的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确保投资人获得合理的长期投资收益。
（
二）偿付风险及对策
风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可能受到国家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影
响，导致盈利能力下滑或资金周转不灵，可能对本期债券本息按期偿付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策：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量充裕，足以满足本期债券本息兑付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
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控，确保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运作，并通过提高公
司的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成本支出以提高盈利能力。
此外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形成的市政项目运营收入将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稳定的
资金来源。
发行人还设立偿债账户来确保本期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为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和还
本付息资金的及时到位，发行人聘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为债券持有人的受托管理人
和监管银行。
（
三）流动性风险及对策
风险：由于本期债券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
券一定能按照预期在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
活跃的交易，导致投资者需要承担无法在需要时将债权转让和变现的风险。
对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１个月内，主承销商将协助发行人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
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团成员也将促进本期债券交易的进行。 另外，随着我国债
券市场的发展，公司债券交易和流通的条件也会不断改善，公司债券的交易日趋活跃，本期债券未来的
流动性风险将逐步降低。
二、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及对策
（
一）经济周期的风险及对策
风险：经济周期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产生影响。 如果经济增长放缓甚至
衰退，则可能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减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的降低，这将对发行人
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从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兑付。
对策：经济周期对公司所处行业的影响有限，且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伊金霍洛旗的经济增长速
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显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发行人将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水
平和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抵御宏观经济变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的
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性风险及对策
（
风险：发行人目前主要负责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承接的政府市政建设所产生的
市政项目运营收入是发行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项目收入受政府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国民经济的
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政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而相关的政策调整可能对发行人的盈
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对策：本期债券所涉及项目是伊金霍洛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项目，一直以来得到了政府部门的
大力支持，在政策持续性、协议履行方面应能得到保证。 此外，针对未来可能的政策变动风险，发行人将
积极加强与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沟通协调，及时了解和研究政策变化的趋势，加强对政策信息的研究，
对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予以充分考虑，针对政策的变动提出应对预案，并进一步争取政府对公司的支
持力度。 此外，在现有政策条件下，发行人将加强综合经营能力、加强管理和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降低政策变动给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三、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相关的风险及对策
风险：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投资大，
建设周期和盈利周期都很长，且在建设和经营过程中会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造成实际盈利与预
期的偏差。 项目所涉及的风险主要包括施工风险、原材料价格风险、自然条件风险等。
对策：在项目实施和运作过程中，发行人将选择实力较强、经验丰富的公司来承担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在项目实施前综合考虑成本、施工进度、气候影响等因素的不利影响，进行
项目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实施规划，确保工程项目如期按质竣工并投入运营。 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发行人
将努力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收益，并积极制定完善各种应急预案以应对运营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风
险。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ＡＡ级，本期债
券信用级别为ＡＡ级，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该等级是鹏元资信基于对伊旗
城投的运营环境、经营状况和财务实力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的。
一、评级基本观点
（
一）伊金霍洛旗系全国百强县之一，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较强，为公司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
二）公司作为伊金霍洛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伊金霍洛旗内市政基
础设施、安居工程等建设业务，得到了当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
三）公司资产和收入规模快速增加，土地资产占比较大，财政支持力度大，债务偿还较有保障。
二、关注
（
一）公司未来资本支出规模大，存在一定资金压力；
（
二）伊金霍洛旗财政收入来源单一，对煤炭业依赖程度高。
三、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的《
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对其每年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将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对其风险程度进行全程的跟踪监测。 鹏元资信将密切关注发行
人公布的季度报告、年度报告及相关信息，如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鹏元资信将就
该事项进行电话访谈或实地调查，及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确定是否要对信用级别进行调整，并在鹏元
资信公司网站对外公布。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就本期债券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律师认为：
一、发行人系依照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应当终止或解散的情形，
具备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就本期债券发行履行了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内部审核程序，已获得现阶段所必需的
批准和授权；
三、发行人具备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债券发行的实质性条件；
四、发行人已聘请具有从事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有权部门
或机构审批／核准，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发行人编制的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七、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审计、法律顾问、信用评级及承销服务的中介机构具有从事债券发行相关
业务的法定资格；
八、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尚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办理发行
的审核批准手续。
综上所述，发行人具备发行本期债券的法定主体资格，已就本期债券发行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本期债券发行具备债券发行的法定实质条件，本期债券的审计、信用评级、承销机构和募集说明书及其
摘要亦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之规定，但是本期债券的发行方案及相关事宜尚待国家发展改
革委的最终核准。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１个月内， 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
通申请。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
一）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
（
二）《
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三）《
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四）发行人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五）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
六）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七）《
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
（
八）《
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
（
九）《
受托管理协议》；
（
十）《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二、查阅地点、方式及联系人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
文件：
（
一）发行人：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铁峰
联系地址：伊金霍洛旗明珠花园Ｂ区１３号楼
联系电话：０４７７－８６８９０９５
传真：０４７７－８６８６１２３
邮编：０１７２００
（
二）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８号丰融国际大厦１２层
联系人：周宁、易征
电话：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６１／２８８２
传真：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０９
邮编：１０００３２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此外，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
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网址：ｈｔｔｐ：／／ｃｊ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２、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如对本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２年伊金霍洛旗宏泰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发行网点表
地点

序号

承销团成员

网 点

１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销售交易部

２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部

４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总部

５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
超商务中心 Ａ栋第 ４层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６００９号新世界中心

１１０３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号方圆
大厦 ２３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号中国人寿中心
６０４室
上海福山路 ５００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楼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浦东南路２５６号华夏银行大厦 ５楼

联系人
曾艳
刘铭
吴少春
张瑞
夏睿
李雯雯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９６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８７７
０７５５－８２５２０３８１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４５３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宫丽杰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７８４

程晨
熊雯
卢逸
陈玉萍
黄磊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６９
０２１－６８７６８０８７
０２１－６８７６８７８１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５０７
０２１－６８８６６９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