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2021年新增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表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主管部门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1 天津南港LNG应急储备项目 供气 市城市管理委 一般债券               11.00 

2 2021年通州区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 交通 市交通委 一般债券                 3.76 

3 2021年北京市普通公路新改建项目 交通 市交通委 一般债券                 6.24 

4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水利 市水务局 一般债券                 7.50 

5 残疾人职业康复和托养服务大楼装修改造项目 社会保障 市残联 一般债券                 1.30 

6 世纪坛医院急诊急救综合楼设备设施购置 医疗健康 市医院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4.00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 医疗健康 市医院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8.60 

8 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开办费 医疗健康 市医院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5.00 

9 亚投行贷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项目 医疗健康
市药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医院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0.0476 

10
东城区东四、交道口地区3栋直管公房简易楼解危排险
腾退和环境改善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东城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2.00 

11 东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东城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20 

12 东城区申请式改善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东城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5.30 

13
东城区天坛地区2栋直管公房简易楼解危排险腾退和环
境改善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东城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2.50 

14 疏散非首都功能收购长阳对接西城定向安置房源项目 保障房建设 西城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6.00 

15 京良路西段（京昆联络线高速—京港澳高速）工程 交通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2.00 

16 一亩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生态环保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2.00 

17
三山五园地区东西水磨、福缘门、挂甲屯环境整治项
目 生态环保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3.27 

18 中央党校西墙外环境整治项目 生态环保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3.50 

19 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 生态环保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0.00 

20 北京市通州文化旅游区基础设施项目 市政建设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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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副中心基础设施和综合整治工程 市政建设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7.63 

22 通州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 老旧小区改造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3.00 

23 通州区耕地保护空间项目 生态环保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6.00 

24 昌平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乡村振兴 昌平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3.00 

25 回天地区优化提升配套项目 市政建设 昌平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7.00 

26 怀柔区农村地区安全饮水项目 水利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30 

27 怀柔区再生水利用工程 水利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20 

28 怀柔区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医疗健康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3.35 

29 怀柔区公共安全科技信息化深度应用建设项目 市政建设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50 

30 怀柔区环卫作业能力建设提升项目 市政建设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90 

31 怀柔城区环境提升及积水治理项目 市政建设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1.00 

32 怀柔区住房市政配套工程 市政建设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40 

33 怀柔区市郊铁路怀柔段环境综合提升工程 市政建设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50 

34 顺潮街（京承高速顺密路立交—新东路）道路工程 交通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20 

35 2021年污水及供水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乡村振兴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2.40 

36 2020年环境建设重点项目 生态环保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30 

37 京沈高铁沿线环境整治工程 生态环保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30 

38 道路工程拆迁腾退项目 市政建设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40 

39 电力工程拆迁腾退项目 市政建设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0.40 

40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项目 生态环保 延庆区人民政府 一般债券                 5.00 

41 大兴区旧宫镇南街地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专项债券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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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交通基础设施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 专项债券 27.00 

43 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 交通基础设施 市重大办 专项债券 1.70 

44 马驹桥智造基地园区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专项债券 70.00 

45
首钢老工业区数字智能产业研发办公及配套基础设施
（一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国资委 专项债券 70.00 

46
首钢老工业区科幻、电竞产业研发办公及配套基础设
施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国资委 专项债券 10.00 

47 安定循环经济园区项目 生态环保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00 

48 轨道交通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 交通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0.00 

49 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7.00 

50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交通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9.00 

51 京哈高速加宽改造 交通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00 

52 东六环加宽改造 交通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7.00 

53 副中心供水管网完善一期工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20 

54 石景山供水管网完善一期工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10 

55 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工程（2017年）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30 

56 石景山水厂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50 

57 朝阳区供水管网完善工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20 

58 海淀区供水管网完善一期工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30 

59 临空经济区永兴河北路（大广高速-磁大路）管廊工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20 

60
临空经济区青礼路旧线（场北联络线-大礼路）管廊工
程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0.20 

61 通州区文化旅游区综合管廊（三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00 

62 2018年热力集团老旧供热管网及设施改造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市发展改革委 专项债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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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中心城区环境整治——东城区宝华里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 东城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00 

64 东坝北西区域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朝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8.00 

65 管庄乡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朝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5.00 

66 孙河乡前苇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朝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0.00 

67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50 

68 岳各庄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00 

69 看丹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00 

70 东铁营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50 

71 长辛店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丰台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8.00 

72
北京银行保险产业园651地块及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50 

73 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7.00 

74 功德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0.00 

75 宝山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7.00 

76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周边
上庄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4.00 

77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周边
温泉小城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00 

78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苏家
坨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4.30 

79 海淀循环经济产业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5.00 

80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翠湖
科技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3.00 

81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永丰
产业基地（新）园区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0.00 

82
中国（北京）自贸试验区科技创新片区（海淀）周边
西北旺配套设施提升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海淀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0.00 

83 门头沟区采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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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门头沟区永定镇南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70 

85
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何各庄地区3751-C地块棚户区
改造及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50 

86 门头沟区永定镇冯村南街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30 

87 门头沟新城14街区棚户区改造及环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50 

88 房山区城关中心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房山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8.00 

89 房山区长阳镇06、07街区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房山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00 

90
通州区张湾镇村、立禅庵、唐小庄、施园、宽街及南
许场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6.00 

91
通州经济开发区西区南扩区三、五、六期棚户区改造
项目 棚户区改造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6.00 

92 顺义区天竺综保区围网建设（顺义区机场西侧四村） 棚户区改造 顺义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5.00 

93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 棚户区改造 顺义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25.00 

94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三期及“北四村”棚户区改造和环
境整治项目 棚户区改造 昌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5.00 

95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昌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8.50 

96 阿苏卫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昌平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0.00 

97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北京部分）起步区园
区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大兴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5.00 

98 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扩区及园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大兴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0.00 

99
怀柔新城04街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四区（安置房集中建
设区） 棚户区改造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7.50 

100
怀柔科学城创新基地示范项目（清华工业研究院配
套）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3.00 

101
怀柔科学城京沈客专怀柔南站及科学家人才公寓配套
设施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60 

102
怀柔科学城雁栖万方科技服务中心及怀密线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50 

103 怀柔科学城管网建设项目（一期）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3.00 

104 怀柔科学城起步区城市客厅及配套公共服务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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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怀柔科学城园区建设项目（二）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6.00 

106 怀柔科学城硬科技孵化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怀柔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0.80 

107 平谷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B地块（南大门） 棚户区改造 平谷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0.30 

108 京平公转铁(京津冀）综合物流枢纽产业园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平谷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4.90 

109 密云区果园街道西大桥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69 

110 密云区溪翁庄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密云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5.31 

111 延庆区南辛堡村、民主村、百眼泉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延庆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7.00 

112 南菜园1-5巷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延庆区人民政府 专项债券 1.00 

注：本表反映北京市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