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滨海新区
京滨城际滨海西站市政配套工
程

P19121600-0057 综合运输交通枢纽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泰达滨海站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5.00 2021-10

滨海新区 轨道交通Z4线一期工程 P15121600-0006
地铁等城市轨道交
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泰达城市轨道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46.90 2021-10

滨海新区 东壹区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P20121600-0066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滨海新区
轨道交通Z2线一期工程（滨海
机场站至北塘站）

P15121600-0009
地铁等城市轨道交
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滨海新区建投轨道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5.00 2021-10

滨海新区 轨道交通B1线一期工程 P20121600-0072
地铁等城市轨道交
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滨海新区建投轨道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0 2021-06

滨海新区 轨道交通B1线一期工程 P20121600-0072
地铁等城市轨道交
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滨海新区建投轨道
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0 2021-1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闸南路跨南疆铁路桥
工程

P15121600-0075
地铁等城市轨道交
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10 2021-12

滨海新区 老五场宿舍区就地改造项目 P19121600-0091 棚户区改造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60 2021-10

滨海新区 中心桥八堡棚改安置房 P20121600-0130 棚户区改造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5.00 2021-10

滨海新区
汉沽东扩区1.75平方公里路灯
、交安、绿化等工程

P19121600-0046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4 2021-07

滨海新区 霞光路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P19121600-0050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4 2021-07

滨海新区 第二大街跨津山铁路桥 121600-0547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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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天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集疏运
通道西中环海河南段基础设施
项目

P17121600-003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
镇人民政府

中建新塘（天津）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新扩建及
改造工程

P20121600-0095 公立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20 2021-1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大港太平镇欣苑二幼
等工程建设项目

P20121600-0061 学龄前教育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
体育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
育局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1 2021-08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汉沽大田幼儿园等工
程建设项目

P20121600-0062 学龄前教育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
体育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
育局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6 2021-06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北塘第二幼儿园等工
程建设项目

P20121600-0060 学龄前教育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
体育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
育局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2 2021-06

滨海新区
天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集疏运
南部通道基础设施（津歧线）
项目

P20121600-0068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建投基建管理
有限公司（二、三期）
、天津滨海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一期）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00 2021-12

滨海新区
天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集疏运
南部通道基础设施（津歧线）
项目

P20121600-0068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建投基建管理
有限公司（二、三期）
、天津滨海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一期）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20 2021-11

滨海新区
天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集疏运
南部通道基础设施（津歧线）
项目

P20121600-0068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建投基建管理
有限公司（二、三期）
、天津滨海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一期）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80 2021-10

滨海新区
天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集疏运
南部通道基础设施（工农大
道）项目

P17121600-0019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路服
务中心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50 2021-10

第 2 页，共 43 页



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噪声超标治理工程 P21121600-0012 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运
输局

一般债券 0.04 2021-07

滨海新区
津石高速公路（海滨大道-荣乌
高速）工程

121600-1451 政府收费高速公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新区高速公路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收费公路专
项债券

7.10 2021-10

滨海新区
西中环海河南岸小梁子地区综
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20121600-0099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海河金湾城市
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6.00 2021-12

滨海新区
西中环海河南岸小梁子地区综
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20121600-0099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滨海海河金湾城市
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30 2021-10

滨海新区 津岐公路拓宽改造工程 P19121600-0010 免费一级公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运
输局

一般债券 0.15 2021-07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地热井治理热源替代
改造工程

P21121600-0011 供热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
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
障官港片区(一期)绿化工程

P20121600-0111 生态储备林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
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官港森林绿化基
地管理处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45 2021-08

滨海新区 水利排水设施修缮项目 P19121600-0092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滨海新区 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 P11121600-0017 饮水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一般债券 1.00 2021-07

滨海新区
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
理与修复工程

P20121600-010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滨海新区公共产业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50 2021-06

滨海新区
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
理与修复工程

P20121600-010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滨海新区公共产业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4.50 2021-1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环保督查雨污分流改
造项目-津塘路泵站新建工程

P19121600-0038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滨海城市更新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40 2021-10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小王庄镇乡村振兴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P20121600-012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
庄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庄
镇人民政府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20 2021-08

第 3 页，共 43 页



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滨海新区
太平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
程

P20121600-0127 农村污水治理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
镇人民政府

天津天保嘉郡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经开区中心商务核心区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

P20121644-0002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和交通局

天津滨海新城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市经开区双城绿色生态屏
障项目

P20121640-0013 经济林建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和交通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西
部片区管理局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50 2021-08

滨海新区 经开区学前教育提升工程 P20121640-0047 其他教育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和交通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机关公共事务
中心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20 2021-08

滨海新区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新建停
车楼工程

P20121640-0008 停车场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泰达街道办事处（本
级）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50 2021-10

滨海新区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医技楼
改扩建项目

P19121640-0015 公立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泰达街道办事处（本
级）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70 2021-10

滨海新区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介入中
心改扩建工程

P19121640-0016 公立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泰达街道办事处（本
级）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0 2021-10

滨海新区 泰达实验学校西校区新建工程 P18121640-0015 义务教育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政府泰达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
府泰达街道办事处（本
级）

一般债券 0.73 2021-07

滨海新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智慧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20121640-0011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泰达智慧城市科技
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10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石化管廊项目 P20121640-001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00 2021-10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石化管廊项目 P20121640-001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5.00 2021-06

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园区配套基础
设施工程

P20121640-0014 市政道路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8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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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
工程（2020-2025）

P20121640-0016 海岛海域生态修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1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岸线生态修复
工程（2020-2025）

P20121640-0016 海岛海域生态修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90 2021-10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大港水厂引水管线
工程

P20121640-0019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60 2021-08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大港水厂引水管线
工程

P20121640-0019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0 2021-10

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化工新材料一
期配套工程

P20121640-002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9.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化工新材料一
期配套工程

P20121640-002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4.50 2021-10

滨海新区
天津南港工业区中沙渤化重点
项目配套工程

P20121640-0031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40 2021-10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中石化储备库及乙
烯项目配套工程

P20121640-003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5.10 2021-08

滨海新区
南港工业区中石化储备库及乙
烯项目配套工程

P20121640-003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港工业区规划建设
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5.80 2021-10

滨海新区 天津市氢能产业示范区 P20121645-0006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港保税区科技和
工业创新局

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08

滨海新区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核
心研发基地项目

P19121645-0012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港保税区科技和
工业创新局

天津临港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80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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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滨海新区
天津空港经济区拢翠路（东五
道至东六道）道路工程

P17121641-0003 其他市政建设 财政
天津天保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滨海新区
天津空港经济区纬十道跨新地
河桥梁工程

P17121641-0002 其他市政建设 财政
天津天保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滨海新区 天津机场货运路改造工程 P19121641-0005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国
土和建设交通局

天津天保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航空产业区（八平
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20121641-0003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国
土和建设交通局

天津天保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10

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航空产业区（八平
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20121641-0003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国
土和建设交通局

天津天保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06

滨海新区
保税区临港公共岸线生态修复
治理项目

P20121641-0004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
务中心(主管)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务
中心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5.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空港经济区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项目

P20121641-0005 产城融合项目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
务中心(主管)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务
中心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5.00 2021-10

滨海新区 空港完全中学 P20121641-0009 普通高中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
务中心(主管)

天津港保税区建设服务
中心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滨海新区 海洋科技园宁海路小学 P20121642-0029 义务教育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局(主
管)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

一般债券 0.24 2021-07

滨海新区
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
业集群承载区-高新区网络安全
产业基础设施项目

P20121642-0020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局(主
管)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设和交通局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08

滨海新区 高新区科技展示中心项目 P19121642-0008 产城融合项目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局(主
管)

天津海盛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50 2021-08

第 6 页，共 43 页



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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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字经济
产业孵化平台基础设施

P20121642-0014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信息技术产
业招商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招
商局（本级 ）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10

滨海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动能引育创
新平台

P20121642-0017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信息技术产
业招商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信息技术产业招
商局（本级 ）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4.00 2021-08

滨海新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航天产业
智能创新平台新型基础设施

P20121642-0013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京津冀协同
发展招商促进局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招商促进局（本级 ）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10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域
综合治理项目

P19121646-0018 河道整治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00 2021-08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临海新城水域
综合治理项目

P19121646-0018 河道整治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3.00 2021-06

滨海新区
京津冀协同生态城临海新城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

P20121646-0010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泰达海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08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妇女儿童医院
生态城院区

P18121646-0006 公立医院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08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50#地块中学项
目

P17121646-0006 义务教育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33#地块南开小
学项目

P19121646-0013 义务教育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一般债券 0.15 2021-07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 P20121646-0003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2.00 2021-10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岛园区基础
设施景观配套工程

P20121646-0004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50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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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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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可再生能源循
环利用工程

P19121646-0008 污染防治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水务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0 2021-08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可再生能源循
环利用工程

P19121646-0008 污染防治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水务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10 2021-10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岛一期道路
工程

P19121646-0010 市政道路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80 2021-06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岛二期道路
工程

P19121646-0011 市政道路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70 2021-10

滨海新区
东疆东部沿海岸线基础设施环
境提升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P19121647-0001 其他市政建设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
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
局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生
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38 2021-07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南四河水系联通工程 P20121600-0132 河道整治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滨海新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产业协同与
智慧城市建设

P20121600-0107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泰达智慧城市科技
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4.30 2021-10

滨海新区
海滨人民医院新建发热门诊建
设项目

P21121600-0033 公立医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

一般债券 0.30 2021-12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妇女儿童医院
生态城院区

P18121646-0006 公立医院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10

滨海新区 信息设备替代项目 P20121600-0144 其他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滨
海新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滨海
新区委员会办公室

一般债券 0.20 2021-12

滨海新区
太平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工
程

P20121600-0127 农村污水治理
天津市滨海新区太平
镇人民政府

天津天保嘉郡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3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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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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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天津港集疏港配套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

P20121600-0071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投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00 2021-10

滨海新区 朝霞路完善工程 P22121600-0011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
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1 2021-12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环保督查雨污分流改
造项目-津塘路泵站新建工程

P19121600-0038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滨海城市更新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20 2021-12

滨海新区 世纪大道路口改善工程 P22121600-0010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
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4 2021-12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消防“三项建设”工
程项目

P18121600-0048 其他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
队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一般债券 0.30 2021-12

滨海新区
中新天津生态城北岛园区基础
设施景观配套工程

P20121646-0004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局

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0.90 2021-10

滨海新区
东西沽还迁房消防系统改造工
程

P17121600-0034 其他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50 2021-12

滨海新区 海河外滩防洪墙改造 P18121600-0049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
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35 2021-12

滨海新区
低洼积水片区排水设施维修改
造项目

P21121600-0034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
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一般债券 0.20 2021-12

滨海新区
天津港集疏港配套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

P20121600-0071 市政道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
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投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自平衡
专项债券

1.80 2021-12

和平区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改造项目 P21120100-0004 义务教育 教育 和平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29 2021-07

和平区 信息设备替代项目 P19120100-0013 其他 和平区委员会 区委本级 一般债券 0.33 2021-07

和平区 信息设备替代项目 P20120100-0005 其他 和平区纪委监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3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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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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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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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 山西路147号改造项目 P21120100-0002 其他社会保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资委本级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和平区
特（巡）警支队房屋加固修缮
项目

P21120100-0005 其他社会保障 公安 公安和平分局本级 一般债券 0.08 2021-07

和平区 劝业场派出所新址改造项目 P20120100-0006 其他社会保障 公安 公安和平分局本级 一般债券 0.26 2021-07

和平区
和平区妇产科医院新址提升改
造项目

P16120100-0002 公共卫生设施 卫生
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级

一般债券 0.08 2021-07

和平区
和平区中医院新址提升改造项
目

P16120100-0001 公共卫生设施 卫生
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级

一般债券 0.12 2021-07

和平区
和平消防救援支队小白楼消防
站及公寓房装修改造工程

P21120100-0003 其他社会保障 安全生产管理 消防和平支队本级 一般债券 0.16 2021-07

和平区
和平区五大道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迁建项目

P20120100-0004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卫生
和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38 2021-06

和平区 和平区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工程 P20120100-0003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国土资源（海洋局） 和平住建委（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00 2021-10

河东区
河东区民生大数据信息共享服
务中心

P21120200-0001 其他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东和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河东区 河东区文化馆项目 P21120200-0003 文化旅游 人民政府
天津市河东区文化和旅
游局（本级）

一般债券 0.13 2021-07

河东区 河东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P20120200-0019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人民政府
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
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30 2021-10

河东区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 P21120200-0002 其他社会保障 人民政府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32 2021-07

河东区 金地紫云府配套小学 P19120200-0019 义务教育 建设
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建设
服务中心

一般债券 0.32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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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区
公安河东分局业务技术用房项
目

P12120200-0002 公共安全部门场所建设人民政府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34 2021-07

河西区
新建医疗卫生养老综合服务设
施项目

P20120300-0001 公共卫生设施 卫生
天津市河西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

一般债券 0.55 2021-07

河西区 北师大天津附属小学建设项目 P20120300-0003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26 2021-07

河西区
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
房项目三期工程D地块

P20120300-0002 棚户区改造 财政
天津市河西区宜居安居
建设有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2.20 2021-06

河西区
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
房项目三期工程C地块

P19120300-0003 棚户区改造 财政
天津市河西区宜居安居
建设有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1.50 2021-06

河西区
闽侯路小学尖山校区食堂、宿
舍楼改造工程

P21120300-0002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河西区 城市绿道建设 P21120300-0001 体育 建设
天津市河西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南开区 宜宾里小学、25中学扩建工程 P18120400-0002 义务教育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智慧停车系统项
目

P20120400-0013 停车场建设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00 2021-06

南开区 网信办信创工程项目 P19120400-0014 其他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
员会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员
会办公室

一般债券 0.09 2021-07

南开区 档案馆新馆建设项目 P21120400-0006 其他 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 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南开区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开
园 “启航湾” 智慧园区新基
建建设项目 

P20120400-0014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
术局

天津市南开启航智慧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0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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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校舍维修改造工程及学位建设
设备采购

P21120400-0007 义务教育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63 2021-07

南开区 信美道地块项目 P16120400-1974 其他社会保障
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
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市
政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一般债券 0.28 2021-07

南开区
万兴、王顶堤派出所迁址装修
改造

P21120400-0004 公共安全部门场所建设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
局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一般债券 0.14 2021-07

河北区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幼儿教育产
教融合实训与服务基地

P20120500-0022 职业教育 教育 天津市城市职业学院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8 2021-06

河北区
北辰区汾河南道地块定向安置
经济适用房项目

P20120500-0024 棚户区改造 国土资源（海洋局）
天津市河北区环金安居
建设有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4.50 2021-06

河北区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视频监控网
系统建设

P16120500-1206 其他社会保障 公安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23 2021-07

河北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平台意式
商务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一期、二期

P20120500-0023 其他市政建设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河北区国有资产
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40 2021-06

河北区
河北区调料一厂定向安置经济
适用房项目

P20120500-0009 棚户区改造 国土资源（海洋局）
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棚改专项债
券

2.42 2021-06

河北区 合流制小区改造项目 P20120500-0004 污染防治 国土资源（海洋局）
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13 2021-06

河北区 雨污混接点改造项目 P20120500-0003 污染防治 国土资源（海洋局）
天津市河北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38 2021-06

河北区
中小学校区、校舍改造及学校
设备购置

P19120500-0003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河北区教育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90 2021-07

河北区 垃圾转运站提升改造 P19120500-0004 垃圾处理（城镇） 人民政府
天津市河北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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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 红桥区教师进修学校加固维修 P20120600-0010 其他教育 教育 红桥区教师发展中心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红桥区
天津市红桥区西沽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迁建

P19120600-0012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卫生
红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级）

一般债券 0.28 2021-07

红桥区
天津市红桥区中医医院新建工
程

P19120600-0011 公立医院 卫生
红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0 2021-08

红桥区 红桥区档案馆项目 P19120600-0013 党政办公场所建设 建设
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

一般债券 0.60 2021-07

东丽区
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区（南片
区）储备林工程

P19121000-0005 生态储备林建设 农业
天津市东丽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天津市东丽区
林业局）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80 2021-08

东丽区
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区（南片
区）储备林工程

P19121000-0005 生态储备林建设 农业
天津市东丽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天津市东丽区
林业局）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00 2021-10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医院三期地库及零
星工程

P20121000-0042 公立医院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8 2021-07

东丽区
天津滨海国际花卉科技园区二
期工程

P20121000-0032 现代农业示范项目 其他部门
天津市东信花卉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50 2021-08

东丽区 东丽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P20121000-0024 污染防治 建设
天津市东丽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东丽区 东丽区无瑕街停车楼项目 P20121000-0008 停车场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军粮城散货物流
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20 2021-08

东丽区

东丽区金钟街、华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热诊室建设、张贵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修及二
期工程、东丽医院一期住院部
装修以及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新址安全隐患修缮工程

P21121000-0007 公立医院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16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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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东丽
湖温泉度假旅游区文化旅游设
施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P20121000-0028 文化旅游 其他部门
天津东丽湖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00 2021-08

东丽区 东丽区金钟示范小城镇二期 P16121000-0005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天津市东丽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2.00 2021-10

东丽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氢能科技园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期）项目

P20121000-0039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00 2021-10

东丽区
东丽湖新建光辉路（智景东道-
星宇道）工程

P17121000-0007 道路 建设
天津市东丽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3 2021-07

东丽区
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载体——
东丽湖丽健园大健康产业升级
改造项目

P20121000-001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其他部门
天津市丽湖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9.00 2021-10

东丽区
国家级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更新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期）项目

P20121000-0040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0 2021-08

东丽区
国家级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更新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期）项目

P20121000-0039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0 2021-10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新立示范小城镇
农民安置用房建设项目

P20121000-0011 其他保障性住房 其他部门
天津市滨丽建设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6.00 2021-08

东丽区
华明高新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一期）

P20121000-0020 道路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服务中心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6.80 2021-08

东丽区 华城庭院中小学操场改造工程 P21121000-0008 义务教育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教育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01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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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
四合庄中学等8所学校加固维修
项目

P20121000-0045 义务教育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教育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17 2021-07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小城
镇二期农民安置用房南部安置
区项目

P20121000-0018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其他部门
天津市滨丽小城镇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7.90 2021-08

东丽区
丰年里社区阳台及外檐维修加
固工程

P20121000-0043 其他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
丰年村街道办事处（本
级）

一般债券 0.01 2021-07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示范小城
镇二期农民安置用房北部安置
区项目

P13121000-0011 其他保障性住房 其他部门
天津市滨丽小城镇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4.90 2021-08

东丽区
京津冀产业承载载体东丽临空
科技创新区基础设施项目

P20121000-0016 道路 人民政府
天津滨海创意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50 2021-08

东丽区
张贵庄街詹滨西里社区提升改
造项目

P21121000-0003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
张贵庄街道办事处（本
级）

一般债券 0.03 2021-07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小东庄轻轨站人
行天桥工程项目

P20121000-0044 其他 建设
天津市东丽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1 2021-07

西青区 张家窝镇知景道停车场项目 P20121100-0020 停车场建设 建设
天津市聚慧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10 2021-11

西青区 张家窝镇知景道停车场项目 P20121100-0020 停车场建设 建设
天津市聚慧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06

西青区
津港公路（外环南路-西青津南
界）拓宽改造工程

P18121100-0016 免费一级公路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公路建设
养护中心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西青区 王稳庄中学迁建工程 P17121100-0009 义务教育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教育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4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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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2019年西青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

P18121100-0014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西青区 中北中学迁建工程 P18121100-0015 义务教育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教育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76 2021-07

西青区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元宝岛）项目

P20121100-0018 文化旅游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环城承韵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 2021-11

西青区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元宝岛）项目

P20121100-0018 文化旅游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环城承韵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50 2021-08

西青区
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一期建设
项目

P19121100-0004 生态储备林建设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50 2021-06

西青区
车联网先导区一期智能基础设
施及应用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P20121100-0016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极客网联产业服务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90 2021-06

西青区
王稳庄示范镇热源替代改造工
程

P21121100-0007 供热 建设
天津市锦鸿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43 2021-08

西青区 西青区中医医院装修工程 P20121100-0009 公立医院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70 2021-08

西青区
精武镇学府工业区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项目

P20121100-0023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人
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0 2021-11

西青区
精武镇学府工业区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项目

P20121100-0023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人
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08

西青区 西青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P20121100-0017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
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 2021-06

西青区 西青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P20121100-0017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
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40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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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西青区 天津南站科技商务区建设项目 P20121100-0012 其他市政建设 建设
天津市西青区区域和产
业协同办公室(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 2021-08

津南区

津南区小站稻振兴项目 P20121200-002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人
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40 2021-08

津南区 5.60 2021-10

津南区
津南区南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项目

P20121200-002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0.00 2021-06

津南区 5.00 2021-10

津南区
津南区国家会展中心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一期）项目

121200-2124 其他市政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30 2021-06

津南区
津南区海河中游绿色生态屏障
建设项目

121200-2123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00 2021-06

津南区
天津海河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

P20121200-0021 其他市政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4.00 2021-06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垃圾转运
站项目

P20121200-0030 垃圾处理（城镇）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人
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0 2021-08

津南区
国家会展经济区基础设施配套
（一期）工程

P20121200-0025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70 2021-06

津南区 5.00 2021-10

津南区
渤海综合治理津南区合流制改
造一期项目

 P20121200-0022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水务局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9.00 2021-10

津南区 档案馆建设工程 P18121200-0003 其他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档案馆
（本级）

一般债券 0.30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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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消防救援支队训
练基地工程

P19121200-0009 其他 人民政府
天津市津南区机关服务
中心（本级）

一般债券 0.40 2021-07

津南区 北闸口派出所迁建工程 P17121200-0001 党政办公场所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13 2021-07

北辰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 P17121300-0001 产城融合项目 其他部门
天津北辰科技园区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2.80 2021-06

3.78 2021-08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示范镇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P21121300-000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人民政府
天津市辰悦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1.00 2021-10

北辰区 京津冀环保治理生态修复项目 P18121300-0008 生态保护修复 人民政府
天津市北辰区土地整理
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1.00 2021-08

北辰区
京津冀青光镇新型城镇化建设
项目

P12121300-0004 其他社会保障 人民政府
天津市北辰区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08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天士力大健康城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P18121300-0007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人民政府
天津市辰兴城市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40 2021-08

北辰区
北辰区取缔工业园区生态恢复
项目

P20121300-0001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人民政府 天津市北辰区工信局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00 2021-08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老旧
小区综合提升改造

P18121300-0005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人民政府
天津市北辰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6 2021-08

北辰区 “煤改电”电网建设项目 P17121300-0008 污染防治 人民政府
天津市北辰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

一般债券 0.30 2021-07

北辰区 北辰区环外煤改清洁能源项目 P17121300-0006 污染防治 人民政府
天津市辰悦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一般债券 0.59 2021-07

武清区
公安武清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
心项目

P19121400-1770 其他 公安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 一般债券 0.25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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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
武清城区泉州路、泉旺路、振
华东道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P20121400-0025 地下管廊 水利
天津市武清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26 2021-07

武清区
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整改及
保护修复项目

P19121400-1769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环境保护
天津大黄堡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9.80 2021-08

武清区
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整改及
保护修复项目

P19121400-1769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环境保护
天津大黄堡湿地自然保
护区管理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00 2021-06

武清区
武清区下朱庄街齐家道幼儿园
、天和路幼儿园、文汇路幼儿
园、首城幼儿园建设项目

P20121400-0011 学龄前教育 人民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
道办事处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0 2021-08

武清区 高村镇乡村文化旅游项目 P20121400-0006 文化旅游 人民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人
民政府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08

武清区
武清区下朱庄街齐家道幼儿园
、天和路幼儿园、文汇路幼儿
园、首城幼儿园建设项目

P20121400-0011 学龄前教育 人民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
下朱庄街道办事处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0 2021-10

武清区
武清区农田水利改造提升及特
色农业项目

P20121400-0021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林业
 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70 2021-10

武清区
京滨工业园基础设施及交通工
程

P18121400-1759 道路 人民政府
天津京滨工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00 2021-10

武清区
武清区黄庄街滨河小学建设工
程

P19121400-1773 义务教育 人民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道
办事处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武清区
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创建美
丽村庄示范村建设

P19121400-1774 其他 林业
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33 2021-07

武清区
京滨工业园基础设施及交通工
程

P18121400-1759 道路 人民政府
天津京滨工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41 2021-08

宝坻区
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

P20121500-0009 其他市政建设 其他部门
天津宝星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1.9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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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
宝坻区2020年农村饮水提质增
效工程

P19121500-0008 其他农村建设 水利
天津市宝坻区水利工程
服务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50 2021-06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高铁新区北部片
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P20121500-0014 道路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9.10 2021-10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高铁新区基础设
施配套项目

P20121500-0025 桥梁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08

宝坻区 8.10 2021-10

宝坻区
宝坻区新建潮白新河两岸市政
给水连通工程

P20121500-0028 其他市政建设 水利
天津市宝坻区水利工程
服务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3 2021-08

宝坻区
东城原居住宅小区A区项目（宝
坻区大道口、梁庄片区）

P16121500-0016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70 2021-08

宝坻区 宝坻区市政给水工程 P20121500-0030 供水 水利
天津市宝坻区水利工程
服务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 2021-06

宝坻区 高庄户新苑住宅小区A区项目 P19121500-0016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宝星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4.10 2021-06

宝坻区 西环路地下综合管廊二期工程 P16121500-0004 地下管廊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06

宝坻区
东城原居住宅小区B区项目（宝
坻区大道口、梁庄片区）

P16121500-0017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70 2021-08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潮白河沿岸文化
旅游提升项目

P20121500-0031 文化旅游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潮青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50 2021-08

宝坻区
渠阳新苑三期项目（老城区片
区）

P18121500-0026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2.39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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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中关村产业园区
东部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西
环路改建工程

P17121500-0028 道路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10 2021-08

宝坻区 观潮园项目（陈家庵片区） P16121500-0020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50 2021-08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小站稻高标准示

范区建设项目
P20121500-0023 高标准农田建设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潮青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75 2021-08

宝坻区 高庄户新苑住宅小区B区项目 P19121500-0017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宝星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3.90 2021-06

宝坻区
宝坻区新建燃气热源—安成街
热源站项目

P19121500-0018 供热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恒安供热发展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0 2021-08

宝坻区
宝坻区新建燃气热源—北城路
热源站项目

P19121500-0020 供热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恒安供热发展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9 2021-08

宝坻区
西环路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建设
工程

P15121500-0003 地下管廊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50 2021-06

宝坻区
挹青园住宅小区B区项目（宝坻
区大道口、梁庄片区）

P16121500-0019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50 2021-08

宝坻区
渠阳新苑一期项目（老城区片
区）

P18121500-0024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2.02 2021-08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41村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设施修缮项目

P19121500-0009 农村污水治理 水利
天津市宝坻区水利工程
服务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0 2021-06

宝坻区
市政基础设施一期及其配套工
程项目

P17121500-0001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其他部门
天津宝星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70 2021-08

宝坻区
宝坻区2019年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

P20121500-000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水利
天津市宝坻区水利工程
服务中心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00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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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中关村产业园区
南部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P20121500-0026 道路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0 2021-08

宝坻区 6.20 2021-10

宝坻区
宝坻区新建燃气热源—北环西
路热源站项目

P19121500-0019 供热 国有资产管理
天津市恒安供热发展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80 2021-08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中关村产业园区
东部片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P20121500-0032 道路 建设
天津市嘉祥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80 2021-08

宝坻区 渠阳新苑二期（老城区项目） P18121500-0025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1.64 2021-08

宝坻区
挹青园住宅小区A区项目（宝坻
区大道口、梁庄片区）

P16121500-0018 棚户区改造 其他部门
天津市金地城市建设有
限公司

棚改专项债
券

0.60 2021-08

宝坻区
学校、幼儿园加固改造及建设
项目

P21121500-0002 其他教育 教育 天津市宝坻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90 2021-07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十大工程

121700434-1466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人民政府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1.00 2021-06

宁河区
宁河区北淮淀生态移民（示范
小城镇）农民安置用房建设项
目

P18121700-1793 生态保护修复 人民政府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10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十大工程

121700434-1466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人民政府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00 2021-08

宁河区
宁河看守所、拘留所和武警中
队营房建设工程

P20121700-0031 其他 公安
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50 2021-07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地下水压采水源
转换机井封填（一期）工程

P20121700-0028 饮水工程 水利
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宁河区
蓟运河生态景观提升工程二期
项目

P18121700-178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建设
天津市宁河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90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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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宁河区
宁河区社会事务管理中心项目
（宁河区殡仪馆二期工程）

P20121700-0027 其他社会保障 民政
天津市宁河区民政局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70 2021-08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十大工程

121700434-1466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人民政府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50 2021-10

宁河区
滨玉公路（山广支线-河北省玉
田界）改建工程

XMWH12022100034860300
08170105111541

收费一级公路 交通
天津市宁河区交通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08 2021-07

宁河区
宁河区芦台镇新光小学新建工
程

P19121700-1772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宁河区教育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30 2021-07

宁河区
七里海湿地生态整治修复项目
（潘庄生态移民）

P12121700-1461 生态保护修复 人民政府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人
民政府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11

宁河区
芦台镇区医院、换新楼、金桥
小区三个片区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

P20121700-0022 其他市政建设 水利
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宁河区
宁河区芦台镇光明路地块定向
安置经济适用房

P17121700-1772 棚户区改造 建设
天津市宁河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棚改专项债
券

1.60 2021-06

宁河区
宁河区秸秆焚烧发电和生物质
发电项目供水管线工程

P18121700-1781 能源综合利用 水利
天津市宁河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3 2021-07

宁河区 七里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P18121700-1773 其他农村建设 其他部门
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
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4.50 2021-11

宁河区
宁塘公路（津榆公路-汉沽界）
工程

XMWH12022100034860300
07170105111025

收费一级公路 交通
天津市宁河区交通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02 2021-07

宁河区 “口子镇”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121700348-1404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交通
天津市宁河区交通局
（本级）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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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宁河区
宁河区福利院改造及二期扩建
项目

P20121700-0026 养老服务机构 民政
天津市宁河区民政局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0 2021-08

宁河区
未来科技城京津合作示范区基
础设施配套工程

P16121700-0005 其他市政建设 交通
天津市宁河区交通局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00 2021-08

宁河区
2021年宁河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

P21121700-0006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
天津市宁河区住房和建
设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0 2021-08

静海区 团泊湿地生态改善提升项目 P20121800-0001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其他部门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00 2021-08

10.00 2021-06

静海区
中日（天津）地方发展合作示
范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建设
项目

P20121800-0024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其他部门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7.00 2021-08

静海区

中国神农谷项目 P20121800-0049 公立医院 其他部门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5.00 2021-08

静海区 3.20 2021-06

静海区 血液病医院（团泊院区）项目 P18121800-0001 公立医院 其他部门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3.60 2021-06

静海区 静海区基层卫生救治体系项目 P20121800-0017 其他医疗卫生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10

静海区
团泊鸟类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
项目

P20121800-0014 新建水库 水利
天津市静海区水务局(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10 2021-10

静海区 33.00 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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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静海区
静海区地面沉降监测分层标工
程

P20121800-0056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水利
天津市静海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6 2021-07

静海区
静海区京津冀污染防治协同治
理生态环保项目

P19121800-0035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10

静海区
静海区城市自来水村村通工程
2019年水厂以下农村管网改造
二期项目

P20121800-0050 供水 其他部门
天津市首创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35 2021-08

静海区
2018年生态储备林二期工程项
目

P17121800-0013 生态储备林建设 林业
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65 2021-08

静海区
国家储备林建设—天津市静海
区2017年生态储备林项目二期
工程

P20121800-0004 生态储备林建设 林业
天津市静海区艺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5 2021-08

静海区
2018年生态储备林一期工程项
目

P17121800-0012 生态储备林建设 林业
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20 2021-06

静海区 静海区青静黄橡胶坝工程 P20121800-0060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水利
天津市静海区水务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14 2021-07

静海区 办公设备购置更新 P20121800-0061 其他 党委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委办
公室（本级）

一般债券 0.26 2021-07

静海区 津浦铁路地道改造二期工程 P18121800-0003 其他公路 交通
天津市静海区交通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04 2021-07

静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生态储备林三期
工程项目

P20121800-0003 生态储备林建设 林业
天津市海馨泰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47 2021-06

静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东城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处理及场地维护

P20121800-0058 污染防治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本级）

一般债券 0.03 2021-07

静海区
天津中心城区至静海市域
（郊）铁路首开段工程

P21121800-0007 其他铁路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8.0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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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静海区
2017年静海区生态储备林项目
（一期工程）

P20121800-0002 生态储备林建设 林业
天津市静海区林海循环
经济示范区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25 2021-08

静海区
蔡中公路K8+067至大庄子桥段
改建工程

121800-1863 非收费一级公路 交通
天津市静海区交通局本
级

一般债券 0.30 2021-07

静海区
大邱庄综合污水处理厂配套管
网二期西片工程

P17121800-0015 农村污水治理 其他部门
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75 2021-08

静海区 雪亮工程 P20121800-0059 其他 党委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本级）

一般债券 0.30 2021-07

静海区
大邱庄综合污水处理厂配套管
网二期东片工程

P17121800-0010 污水处理（城镇） 其他部门
天津静泓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45 2021-08

静海区
大邱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提升
改造

P20121800-0010 道路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
人民政府（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60 2021-08

静海区 铁路专用线项目 P19121800-0038 其他铁路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2.50 2021-08

蓟州区 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医院项目 P21121800-0008 公立医院 其他部门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本
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10.00 2021-10

蓟州区
静海学前教育两年行动计划工
程项目

P20121800-0032 学龄前教育 其他部门
天津市静海区教育局
（本级）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08

蓟州区
国家储备林建设-天津市蓟州区
生态储备林项目（南部平原片
区京秦高速段）

P17122500-0016 生态储备林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蓟州区山区综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10

蓟州区
国家储备林建设-天津市蓟州区
生态储备林项目（南部平原片
区津蓟高速南段）

P20122500-0030 生态储备林建设 人民政府
天津市蓟州区山区综合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领域专
项债券

0.50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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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所属各区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区划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领域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债券性质
债券           
规模

发行时间
（年/月）

蓟州区 天津市治超网络建设工程 P20122500-0028 其他 交通 天津市蓟州区交通局 一般债券 0.17 2021-07

蓟州区 城区道路维修 P21122500-0007 其他社会保障 其他部门
天津市蓟州区城市管理
委员会

一般债券 0.12 2021-07

蓟州区 小型水库安全运行保障 P21122500-0003
防汛抗旱水利提升
工程

水利 天津市蓟州区水务局 一般债券 0.01 2021-07

蓟州区
渔阳镇原贾庄小学旧址改造工
程

P21122500-0006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蓟州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05 2021-07

蓟州区
2021年蓟州区中小学C级校舍提
升改造工程

P21122500-0005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蓟州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10 2021-07

蓟州区
2021年蓟州区中小学校舍修缮
工程

P21122500-0001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蓟州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07 2021-07

蓟州区 办公设备购置 P20122500-0029 其他社会保障 党委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蓟州
区委员会

一般债券 0.17 2021-07

蓟州区
2020年农村幼儿园基础设施安
全提升工程

P21122500-0004 学龄前教育 教育 天津市蓟州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32 2021-07

蓟州区 蓟州区城东中小学项目 P21122500-0002 义务教育 教育 天津市蓟州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0.20 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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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滨海新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49.52 0.11
  其中：一般债务 559.94 350.43
     专项债务 1,089.58 753.34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666.56 --
  其中：一般债务 567.30 --
     专项债务 1,099.26 --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460.52 0.03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6.04 4.04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36.38 21.02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238.54 148.24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179.56 150.99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15.99 0.02
     一般债务 36.43 21.06
     专项债务 179.57 150.99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57.10 0.00
     一般债务 19.76 12.60
     专项债务 37.34 25.37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894.05 0.00
  其中：一般债务 565.93 0.04
     专项债务 1,328.11 0.09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911.14 --
  其中：一般债务 573.34 --
     专项债务 1,337.80 --

注：1.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新区在全辖范围内实行整体限额管理



2021年和平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0.17 30.17
  其中：一般债务 18.17 18.17
     专项债务 12.00 12.0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0.17 30.17
  其中：一般债务 18.17 18.17
     专项债务 12.00 12.0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6.78 16.78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40 1.4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13.00 13.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2.38 2.38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13.00 13.00
     一般债务 13.00 13.00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1.04 1.04
     一般债务 0.57 0.57
     专项债务 0.47 0.47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33.95 33.95

  其中：一般债务 19.57 19.57
     专项债务 14.38 14.38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3.95 33.95
  其中：一般债务 19.57 19.57

     专项债务 14.38 14.38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河东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94.07 94.07
  其中：一般债务 13.27 13.27
     专项债务 80.80 80.8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4.07 94.07
  其中：一般债务 13.27 13.27
     专项债务 80.80 80.8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6.50 6.50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20 1.2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5.30 5.3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0.00 0.00
     一般债务 0.00 0.00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3.40639 3.40639
     一般债务 0.41372 0.41372
     专项债务 2.99267 2.99267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00.57 100.57

  其中：一般债务 14.47 14.47
     专项债务 86.10 86.1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0.57 100.57
  其中：一般债务 14.47 14.47

     专项债务 86.10 86.1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河西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4.28 104.28
其中：一般债务 6.28 6.28
专项债务 98.00 98.0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4.28 104.28
其中：一般债务 6.28 6.28
专项债务 98.00 98.0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0.66 10.66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96 0.96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6.00 6.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3.70 3.7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6.00 6.00
一般债务 6.00 6.00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3.80 3.80
一般债务 0.18 0.18
专项债务 3.62 3.62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08.94 108.94

其中：一般债务 7.24 7.24
专项债务 101.70 101.7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08.94 108.94
其中：一般债务 7.24 7.24

专项债务 101.70 101.7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南开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0.16 70.16
  其中：一般债务 17.36 17.36
     专项债务 52.80 52.8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0.35 70.35
  其中：一般债务 17.55 17.55
     专项债务 52.80 52.8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9.31 19.31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31 1.31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13.00 13.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5.00 5.0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13.01 13.01
     一般债务 13.01 13.01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2.58 2.58
     一般债务 0.54 0.54
     专项债务 2.04 2.04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76.46 76.46

  其中：一般债务 18.66 18.66
     专项债务 57.80 57.8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76.66 76.66
  其中：一般债务 18.86 18.86

     专项债务 57.80 57.8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河北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16.99 116.99
  其中：一般债务 6.29 6.29
     专项债务 110.70 110.7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16.99 116.99
  其中：一般债务 6.29 6.29
     专项债务 110.70 110.7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6.60 16.60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20 1.2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6.00 6.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9.40 9.4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6.00 6.00
     一般债务 6.00 6.00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4.13 4.13
     一般债务 0.18 0.18
     专项债务 3.95 3.95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27.59 127.59

  其中：一般债务 7.49 7.49
     专项债务 120.10 120.1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7.59 127.59
  其中：一般债务 7.49 7.49

     专项债务 120.10 120.1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红桥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31.28 131.28
  其中：一般债务 6.18 6.18
     专项债务 125.10 125.1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1.88 0.00
  其中：一般债务 6.78 0.00
     专项债务 125.10 0.0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7.58 7.58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98 0.98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6.00 6.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0.60 0.6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6.00 6.00
     一般债务 6.00 6.00
     专项债务 0.00 0.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0.00 0.00
     一般债务 0.18 0.18
     专项债务 4.51 4.51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32.86 132.86

  其中：一般债务 7.16 7.16
     专项债务 125.70 125.7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33.46 133.46
  其中：一般债务 7.76 7.76

     专项债务 125.70 125.7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东丽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79.52 379.52
  其中：一般债务 115.12 115.12
     专项债务 264.40 264.4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94.62 494.62
  其中：一般债务 162.62 162.62
     专项债务 332.00 332.0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264.68 264.68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57 0.57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56.96 56.96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16.60 116.6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90.55 90.55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36.51 36.51
     一般债务 9.46 9.46
     专项债务 27.05 27.05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12.87 12.87
     一般债务 3.93 3.93
     专项债务 8.94 8.94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607.69 607.69

  其中：一般债务 163.19 163.19
     专项债务 444.50 444.5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611.79 611.79
  其中：一般债务 163.19 163.19
     专项债务 448.60 448.6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西青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46.60 146.60
  其中：一般债务 20.47 20.47
     专项债务 126.13 126.13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47.52 147.52
  其中：一般债务 21.07 21.07
     专项债务 126.45 126.45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41.22 41.22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20 1.2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10.00 10.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0.13 10.13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19.89 19.89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9.89 29.89
     一般债务 10.00 10.00
     专项债务 19.89 19.89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5.04 5.04
     一般债务 0.61 0.61
     专项债务 4.42 4.42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157.93 157.93

  其中：一般债务 21.67 21.67
     专项债务 136.26 136.2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58.85 158.85
  其中：一般债务 22.27 22.27

     专项债务 136.58 136.58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津南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28.03 328.03
  其中：一般债务 9.87 9.87
     专项债务 318.16 318.16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28.55 328.55
  其中：一般债务 9.87 9.87
     专项债务 318.68 318.68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33.53 133.53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83 0.83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20.20 120.2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12.50 12.5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12.50 12.50
     一般债务 0.00 0.00
     专项债务 12.50 12.5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12.75 12.75
     一般债务 0.27 0.27
     专项债务 12.48 12.48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449.06 449.06

  其中：一般债务 10.70 10.70
     专项债务 438.36 438.3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49.58 449.58
  其中：一般债务 10.70 10.70

     专项债务 438.88 438.88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北辰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38.93 238.93
  其中：一般债务 44.5 44.5
     专项债务 194.42 194.42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39.04 239.04
  其中：一般债务 44.50 44.50
     专项债务 194.54 194.54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69.62 69.62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89 0.89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11.19 11.19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56.54 56.54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1.00 1.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12.20 12.20
     一般债务 11.20 11.20
     专项债务 1.00 1.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8.06 8.06
     一般债务 1.51 1.51
     专项债务 6.55 6.55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96.35 296.35

  其中：一般债务 45.39 45.39
     专项债务 250.96 250.9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96.47 296.47
  其中：一般债务 45.39 45.39

     专项债务 251.08 251.08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武清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17.5 217.5
  其中：一般债务 62.2 62.2
     专项债务 155.2 155.2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18.4 218.4
  其中：一般债务 63.2 63.2
     专项债务 155.2 155.2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75.25 75.25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04 1.04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12.26 12.26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34.21 34.21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27.74 27.74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40.03 40.03
     一般债务 12.26 12.26
     专项债务 27.77 27.77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7.22 7.22
     一般债务 2.06 2.06
     专项债务 5.16 5.16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52.68 252.68

  其中：一般债务 63.27 63.27
     专项债务 189.41 189.41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53.60 253.60
  其中：一般债务 64.19 64.19

     专项债务 189.41 189.41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宝坻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72.43 172.43
  其中：一般债务 40.40 40.40
     专项债务 132.03 132.03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72.88 172.88
  其中：一般债务 40.64 40.64
     专项债务 132.24 132.24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36.73 136.73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0.90 0.9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6.23 6.23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12.53 112.53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17.07 17.07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3.30 23.30
     一般债务 6.23 6.23
     专项债务 17.07 17.07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6.06 6.06
     一般债务 1.37 1.37
     专项债务 4.69 4.69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85.86 285.86

  其中：一般债务 41.30 41.30
     专项债务 244.56 244.5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86.31 286.31
  其中：一般债务 41.54 41.54

     专项债务 244.77 244.77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宁河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93.47 193.47
  其中：一般债务 62.77 62.77
     专项债务 130.70 130.70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79.67 279.67
  其中：一般债务 121.97 121.97
     专项债务 157.70 157.70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53.70 153.70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15 1.15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77.04 77.04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47.60 47.6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27.91 27.91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5.75 25.75
     一般债务 17.84 17.84
     专项债务 7.91 7.91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6.78 6.78
     一般债务 2.10 2.10
     专项债务 4.68 4.68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321.42 321.42

  其中：一般债务 123.12 123.12
     专项债务 198.30 198.30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28.42 328.42
  其中：一般债务 123.12 123.12

     专项债务 205.30 205.30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静海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93.59 293.59
  其中：一般债务 80.30 80.30
     专项债务 213.29 213.29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31.59 331.59
  其中：一般债务 98.30 98.30
     专项债务 233.29 233.29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80.78 180.78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13 1.13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24.98 24.98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15.67 115.67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39.00 39.00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5.98 25.98
     一般债务 6.98 6.98
     专项债务 19.00 19.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10.47 10.47
     一般债务 2.50 2.50
     专项债务 7.97 7.97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448.39 448.39

  其中：一般债务 99.43 99.43
     专项债务 348.96 348.9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48.39 448.39
  其中：一般债务 99.43 99.43

     专项债务 348.96 348.96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2021年蓟州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本地区 本级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5.00 185.00
  其中：一般债务 58.65 58.65
     专项债务 126.36 126.36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76.71 276.71
  其中：一般债务 101.95 101.95
     专项债务 174.76 174.76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122.29 122.29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1.20 1.2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54.40 54.40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1.00 1.00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65.69 65.69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0.00 0.00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0.00 0.00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0.00 0.00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28.39 28.39
     一般债务 11.10 11.10
     专项债务 17.29 17.29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6.30 6.30
     一般债务 2.06 2.06
     专项债务 4.24 4.24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78.90 278.90

  其中：一般债务 103.15 103.15
     专项债务 175.76 175.76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78.91 278.91
  其中：一般债务 103.15 103.15

     专项债务 175.76 175.76
注：本表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决算后二十日内公开，反映上一年度本地区、本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