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门市 2020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安排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资金性质 已发行金额

1
天门市“厕所革命”工程建设

指挥部
农村厕所建改 一般债券 155.06

2 天门市教育局 天门教育园（天门实验中学初中部） 一般债券 805.96

3 天门市教育局机关 天门市实验幼儿园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2000.00

4 天门市公路管理局 天门大桥拆除新建工程 一般债券 1000.00

5 天门市公路管理局 沿江公路（岳口至张港段） 一般债券 1000.00

6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石家河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万亩） 一般债券 800.00

7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黄潭、竟陵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398.00

8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汪场农业产业园 一般债券 400.00

9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佛子山、横林、麻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660.00

10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九真现代农业产业园 一般债券 700.00

11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多宝、蒋场、张港、石家河、佛子山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一般债券 1334.00

12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渔薪、拖市、皂市、净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1750.50



13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张港富硒花椰菜产业园 一般债券 400.00

14 天门市现代农业服务中心
天门市中小养殖场养殖污染综合治理和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
一般债券 5014.48

15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2020 年度项目 一般债券 2340.00

16 天门市人民政府竟陵办事处 雨污分流 一般债券 3000.00

17 天门市农业农村局 美丽乡村建设 一般债券 11000.00

18 天门市教育局 杨林初中迁建 一般债券 1000.00

19 天门市教育局 天门高新园一小、幼儿园新建 一般债券 1000.00

20 天门市教育局 实验初中智慧校园建设 一般债券 472.94

21
天门市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处
247 省道潜江汉江大桥工程（天门段） 一般债券 1895.00

22
天门市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管理处
省道荷沙线天门市竟陵至多宝段改建工程 一般债券 4261.80

23 天门市竟陵办事处 雨污分流 一般债券 2000.00

24 天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天门市 2020 年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天门市城区

市政环境改善 19 项工程）
一般债券 2225.26

25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引汉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规划剩余

项目
一般债券 2250.00

26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湖北省绿水堰水库重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60.00

27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石堰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一般债券 280.00

28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沉湖二泵工程 一般债券 1000.00

29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湖北省汉江堤防加固重点工程（汉北河天门段） 一般债券 300.00



30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湖北省天门市防洪治理二期工程（天门段） 一般债券 300.00

31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溾水治理工程 一般债券 180.00

32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杨家新沟治理工程 一般债券 200.00

33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天门河治理二期工程 一般债券 800.00

34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试

点马湾项目区
一般债券 300.00

35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试

点张港项目区
一般债券 200.00

36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及水系连通试

点渔薪项目区
一般债券 800.00

37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皂市河水利血防工程 一般债券 60.00

38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南港河刘家湾至张角电站河段治理工程 一般债券 145.00

39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东河清水垱水库至老龙堤闸河段治理工程 一般债券 51.00

40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城南片桂花河生态补水和水系连通工程 一般债券 74.00

41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北汊湖建设工程 一般债券 459.00

42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肖严湖建设工程 一般债券 93.00

43 现代农业服务中心 华严湖、龙骨湖建设工程 一般债券 448.00

44 天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天门市四湾路排水管网等 36 项市政工程（长江生态

修复）
一般债券 2495.00

45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汉江堤内房屋拆迁工程 一般债券 500.00

46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天门市渡桥湖退垸还湖工程 一般债券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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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天门市九真镇卫生院
天门市基层公共卫生补短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

一期）
一般债券 1800.00

48 天门市疾控中心 天门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应急大楼 一般债券 400.00

49 天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天门市芯创电子信息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7000.00

50 天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鸿硕精密电工湖北电子产业园（一期）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15800.00

51 天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天门市城乡供水能力提升建设工程项目 专项债券 12800.00

52 天门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天门市文昌阁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15400.00

53 天门市园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园投公司凡店片区城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5000.00

54
天门市天力城市建设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
天门市北湖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5000.00

55 天门市益兴投资有限公司 天门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工程 专项债券 10000.00

56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汇侨分院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12000.00

57 天门市水利和湖泊局 吴岭水库供水工程 专项债券 5000.00

58 天门职业学院 天门职业学院扩建工程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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