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1

2021年达州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预算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区

2021年债务限额 2021年债务余额预算执行数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小计 一般债务 专项债务

公式 A=B+C B C D=E+F E F

达州市合计 780.7 391.5 389.2 740.4 372.8 367.6 

 达州市本级 163.0 76.4 86.6 154.7 74.4 80.3 

通川区 62.9 20.0 42.9 59.6 19.2 40.4 

达川区 95.1 42.2 52.9 91.4 39.3 52.1 

宣汉县 99.8 55.6 44.2 96.2 54.0 42.2 

开江县 66.6 37.9 28.6 64.6 37.7 26.9 

大竹县 72.1 37.8 34.3 69.8 37.5 32.3 

渠县 131.3 55.0 76.3 130.7 55.0 75.7 

万源市 90.0 66.6 23.4 73.4 55.7 17.7 



表2

达州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执行数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实际数 367.6 

二、2021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391.5 

三、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发行额 56.9 

  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额 56.9 

四、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额 51.7 

五、2021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372.8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剩余年限（年） 9.7 

七、2022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新增举债额度

八、2022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

注：发行额、还本额均含再融资债券。



表3

达州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执行数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实际数 235.4 

二、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389.2 

三、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额 149.5 

  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 149.5 

四、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额 17.3 

五、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预计执行数 367.6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剩余年限（年） 10.8 

七、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新增举债额度

八、2022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

注：1.发行额、还本额均含再融资债券,2.发行额含金融专项债。



表4

达州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项目 公式 本地区 本级

一、2021年发行预计执行数 A=B+D 206.3 38.0 

（一）一般债券 B 56.9 16.0 

  其中：再融资债券 C 50.3 13.9 

（二）专项债券 D 149.5 22.0 

  其中：再融资债券 E 51.5 1.3 

二、2021年还本预计执行数 F=G+H 69.0 20.7 

（一）一般债券 G 51.7 13.9 

（二）专项债券 H 17.3 6.8 

三、2021年付息预计执行数 I=J+K 22.5 4.8 

（一）一般债券 J 12.9 2.4 

（二）专项债券 K 9.6 2.4 

四、2022年还本预算数 L=M+O 65.7 13.5 

（一）一般债券 M 52.9 10.1 

  其中：再融资债券 51.0 9.0 

              财政预算安排 N 1.9 1.1 

（二）专项债券 O 12.8 3.4 

  其中：再融资债券 6.2 1.1 

              财政预算安排 P 6.7 2.3 

五、2022年付息预算数 Q=R+S 26.6 5.4 

（一）一般债券 R 13.2 2.6 

（二）专项债券 S 13.4 2.8 
注：1.还本额含再融资债券。2.本表所反映的付息数系按到期情况统计。



表5

2021年达州市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市州名称 区划名称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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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阳平路接马踏洞片区市政道路工程 公路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达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3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金龙大道北沿线绿化景观工程 公路 达州市林业局
达州市园林绿化

管理处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二期工程市政段改扩建工程

（7年期）
公路 达州市交通运输局

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一般债券 131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二期工程市政段改扩建工程

（10年期）
公路 达州市交通运输局

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一般债券 244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凤凰大道东段维修整治 公路
达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
达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肖公庙（原G210）张家坝大桥段（二八三

至石龙溪立交）拓宽改造施工
公路

达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达州市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76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二马雨污管网改造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达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达州市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6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肖公庙（原G210）张家坝大桥段（二八三至石龙溪

立交）拓宽改造施工
公路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达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嘉祥学校安置房 其他 通川区财政局 通川区代建办 一般债券 13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嘉祥学校安置房 其他 通川区财政局 通川区代建办 一般债券 12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通川区 应急救援信息化及指挥场所建设 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达州市通川区

应急管理局

达州市通川区应

急管理局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通川区 江陵镇至虎让（道让）乡公路建设工程 公路
达州市通川区

交通运输局

达州市通川区交

通运输局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平滩乡至黄庭乡农村公路提

升改善工程
交通

达川区交通运
输局

达川区交通运输
局

一般债劵 1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川区大树镇九峰村至明星村农村公路提升改善工

程
交通 达川区交通运输局 达川区交通运输局 一般债劵 1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宣汉县 普光至石铁（普光厂溪段）公路改扩建 公路
宣汉县交通运

输局
宣汉县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
一般债券 1884 2021年5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应急联动指挥中心 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宣汉县应急管

理局

宣汉县救灾物资

储备中心
一般债券 728 2021年5月

达州市 宣汉县 省道201线—南坝至上峡杨柳关三期工程 公路 宣汉县交通运输局 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一般债券 1188 2021年5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城至七里乡段公路改扩建工程 公路 宣汉县交通运输局 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一般债券 1492 2021年5月



市州名称 区划名称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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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 宣汉县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维修养护、水雨情测

报设施建设项目
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宣汉县水务局

宣汉县小型水库
管理所

一般债券 2808 2021年5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小型水库安全运行项目 水利 开江县水务局 开江县水务局 一般债券 189 2021年5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业
开江县农业农

村局
开江县农业农村

局
一般债券 4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消防车等设施设备采购项目 应急救援 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 开江县消防救援大队 一般债券 280 2021年5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至梁平高速公路（四川境） 收费公路
开江县交通运

输局
开江县交通运输

局
一般债券 6031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

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农业农

村局

大竹县土壤肥料

站
一般债券 1519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1年小型水库水雨情测报设施建设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小型水库管理站 一般债券 239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1年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建设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小型水库管理站 一般债券 180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1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小型水库

管理站
一般债券 202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1年新增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小型水库

管理站
一般债券 2190 2021年5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1年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遗留问题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小型水库管理站 一般债券 370 2021年5月

达州市 渠县 渠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0年期） 农业
渠县农业农村

局
渠县农康农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债券 35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渠县 渠县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7年期） 农业
渠县农业农村

局

渠县农康农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债券 2969 2021年5月

达州市 渠县 水库维修资金 水利工程 渠县水务局
渠县水利工程运

行维护中心
一般债券 731 2021年5月

达州市 渠县 渠县2021年灾毁农田修复项目 农业 渠县农业农村局 渠县农康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黑宝山水库工程 农林水利建设 万源市水务局
万源市小型水库

管理所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万源市 备选库项目-万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林水利建设
万源市农业农

村局
万源市土壤肥料

工作站
一般债券 30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黑宝山黄钟镇至中坪乡旅游公路建设工程 公路 万源市交通运输局 万源市交通运输局 一般债券 4800 2021年5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太平镇毛坝子（向前广场）斜坡变形综合治

理工程
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万源市自然资源局 万源市自然资源局 一般债券 1700 2021年5月



市州名称 区划名称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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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城市第二水源巴河取水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供水）
达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达州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专项债券 2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传媒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达州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房屋建筑

项目代建管理中心
专项债券 1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经开区蔡坪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棚户区改造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住房
达州经开区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4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专项债券 21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经开区李家嘴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达州经开区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经开区石沟片区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

项目一期工程
棚户区改造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住房

达州茂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3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达州国鑫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债券 3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二住院大楼项目 卫生健康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专项债券 155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专项债券 195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二期建设项目 教育（职业教育） 达州市教育局
达州职业技术学

院
专项债券 20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公路改造工程 收费公路 达州市交通运输局 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

专项债券 30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专项债券 20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莲湖里·巴文化创意交流中心 文化旅游
达州市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

达州市文化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3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秦巴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园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达州国鑫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债券 3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州市本级 新建铁路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 达州段）项目 铁路
达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1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高级中学北迁工程 社会事业
达州市通川区教育和科

学技

达州市通川区投

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25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通川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一期 保障性安居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和住

房建
达州市神剑智能
工程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通川区魏蒲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和住

房建
达州市通川区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0800 2021年6月



市州名称 区划名称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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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通川区魏蒲片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和住

房建
达州市通川区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42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通川区野茅溪粮库片区棚改区改造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和住

房建
达州市通川区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36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达州市通川区中医院配套建设项目 社会事业
达州市通川区
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通川区中
医院

专项债券 9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通川区经济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市通川区

国资中心

达州市金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1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通川区 通川区老城区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
达州市通川区城乡和住

房建
达州市通川区投

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49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通川区 通川区渠江流域双龙河段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农林水利 达州市通川区水务局
达州市通川区双廊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专项债券 3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通川区
通川区渠江流域魏家河段（仙女洞上游）

水环境治理工程
农林水利

达州市通川区

环境保护局

达州市通川区环

境保护局
专项债券 4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通川区 通川区全域供水工程（包含水源工程） 农林水利
达州市通川区

水务局
达州市金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22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川空港新区智慧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市达川空港新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空港新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专项债券 21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川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市达川区国有资产

经营
达州市达川区国
有资产经营公司

专项债券 10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川区人民医院新建业务用房项目（ 一 公共卫生设施 达川区人民医 达川区人民医院 专项债券 9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川区乌梅山景区基础设施工程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达州市达川空港新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川空港新区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专项债券 68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业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

局
达州市达川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专项债券 16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翠屏山片区棚户区一期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达川区住建局 达州市达川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7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金华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达川区住建局
达州市达川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30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小河嘴片区棚户区改造二期

项目
棚户区改造 达川区住建局

达州市达川信和

建设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5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达川区 达州市达川区野茅溪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达川区住建局 达州市达川信和建设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82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宣汉县 锂钾产业园建设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服

务中

四川巴人新能源

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39582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项目 文化旅游
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服

务中
宣汉巴山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专项债券 29682 2021年6月



市州名称 区划名称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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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扶贫开发建设项目 文化旅游
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服

务中
宣汉巴山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专项债券 7518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 文化旅游
宣汉县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

宣汉县文物管理

所
专项债券 8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人民医院门诊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

目
卫生健康

宣汉县卫生健
康局

宣汉县人民医院 专项债券 4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中心城区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 城市停车场
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服

务中
宣汉县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0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宣汉县 宣汉县中医院应急医疗救治能力建设项目 卫生健康
 宣汉县卫生健

康局
宣汉县中医院 专项债券 3218 2021年6月

达州市 宣汉县
中国（普光）微玻纤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服
务中

心

宣汉普发微玻纤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78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2020年中心城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三

期）建设项目
棚户区改造

开江县城乡和住房建设
局

开江县城乡和住房建设局

专项债券 10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开江县 专项债券 2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城镇供水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备选库改资本

金)

市政基础设施（供水供热供气

地下管道）
开江县财政局 开江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专项债券 3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甘棠镇、长岭镇、回龙镇和八庙镇污水处理

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开江县城乡和住房建设
局

开江县城普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人民医院新区建设项目 卫生健康 开江县卫生健康局 开江县城普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75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开江县 专项债券 8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智谷机电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四川开江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
四川开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专项债券 63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开江县 开江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 卫生健康 开江县卫生健康局 开江县城普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20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大竹县
2019年大竹县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香樟林片区、

巴国古城片区、东南片区、县医
棚户区改造 大竹县房屋征收局 大竹县竹和房征投资开发有限责

专项债券 94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大竹县 专项债券 282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川渝合作（达州·大竹）示范园区A区标准化厂房及

配套附属工程建设项目一、二期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四川大竹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

四川宏智川渝合作建设投资有限

专项债券 13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大竹县 专项债券 167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业
大竹县农业农

村局

大竹县土壤肥料

站
专项债券 65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村镇全域供水建设项目（备选库改组合融

资）
水利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盛洁城乡供排水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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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村镇全域供水建设项目（备选库改组合融
资）

水利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盛洁城乡供排水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土地滩水库建设项目 水利 大竹县水务局 大竹县竹湖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大竹县 专项债券 65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大竹县
大竹县张家和文星镇等33个乡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

网建设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大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大竹县兴竹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50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渠县 渠县返乡创业孵化基地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建设 渠县工业管理园区
渠县恒基工业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专项债券 147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渠县 渠县四大场馆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棚户区改造 渠县建设局
渠县賨成建设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68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农业
万源市农业农

村局

万源市土壤肥料

工作站
专项债券 5100 2021年11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龙潭河景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文化旅游
万源市文化体育和旅游

局
万源市天马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债券 10300 2021年6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太平桥周边地块棚户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 万源市住建局 万源市住建局 专项债券 14600 2021年10月

达州市 万源市 万源市张家湾棚户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 万源市住建局 万源市住建局 专项债券 5000 2021年6月



表6

达州市本级新增政府债券实施情况表
单位：万元

区划名称
债券发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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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新增债券资金发行金额 财政部门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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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房屋

建筑项目代建管理中心
达州传媒中心建设项目（一

期）
10000 10000 6800.09 68.00%

地上计容建筑面积为 40269.26 ㎡，其中包括：全媒 体新闻文化中心（20F）建筑面积 
21181.02 ㎡，会议中心及食堂（3F） 面积为 5497.57 ㎡，广播电视台技术用房面积
为 13256.99 ㎡，连廊面 积为 333.68 ㎡；地上不计容面积为 1955.3 ㎡；地下建筑
（两层）面 积 29368.66 ㎡，其中机动车库面积为 26567.69 ㎡，设备用房面积为 
2800.97 ㎡。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城市第二水源巴河取水工程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城市第二水源巴河取水工程包括提水泵站及引水线路两部分，其提水泵站位于达川区桥
湾镇上游约 4.0km 的巴河干流左岸，九节滩电站库区内，距九节滩电站 8.8km，地理坐
标为东经107°12′36″，北纬 31°17′24″，距达州市主城区约 50.0km，引水线路
穿越桥湾镇、赵固镇、大堰镇三个乡镇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二期

建设项目
20000 20000 8.8 0.04%

拟新征用地 107 亩（最终以国土部门供地面积为准），新建校舍 面积共约 63503 ㎡，
其中：北区教学楼 9098 ㎡、10-13 号学生公寓 20645 ㎡、成教中心 6020 ㎡、4 号
学生食堂 3672 ㎡、单身教工宿舍 5391 ㎡、老年护理中心 9273 ㎡、机电系实训厂房 
1529 ㎡、建筑工 程系实训厂房 2690 ㎡，东区后勤附属用房 5185 ㎡；供配电、燃气
、 给水配套工程；雨污水管沟、绿化、道路、铺贴、边坡堡坎、景观、 大门等；学生
活动中心室外舞台与看台和管理用房（80 ㎡）；南区 北部保留山体和南区休闲广场边
坡治理、道路、景观、绿化等；东区实验楼后边坡堡坎等。具体建设内容包括各建筑土
建、设备购置及安 装，内部装饰、外装等工程，以及室外配套附属建工程。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新建铁路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

路（达州段）项目
37000 37000 37000 100.00%

新建铁路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达州段）：营山西站出站后上跨南大梁高速公路、银
昆高速公路、省道 S204、流江河、南大梁高速后至李馥乡高寺村设渠县北站；后跨越渠
江、襄渝铁路，下穿华蓥山后折向东北，经柏林镇北侧、木子乡，下穿在建机场大道、
上跨在建营达高速、铜钵河后设达州南站；上跨国道 G210、包茂高速公路，后折向东穿
越铜锣山，经亭子镇南侧折向东南下穿峨层山，于罗家坡村设开江南站；出站后穿明月
山向南走行、上跨省道 S202，经八庙镇下穿假角山后折向北，下穿城门洞煤矿后折向东
北沿假角山东翼走行至沙河村，上跨普里河、省道 S303，穿越铁峰山后沿渝万城际铁路
引入万州北站（开江南站至万州北站归属达州境内的属于本项目范围）。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二住

院大楼项目
35000 35000 9763.13 27.89%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总占地面积 100 亩，现有总建筑面积 77710 平 方米。本次规划
设计总建筑面积 71039.66 ㎡，地上计容建筑面积49253.73 ㎡（包括 1#第二住院大楼
计容建筑面积 49113.03 ㎡，2#污水 处理站地面计容建筑面积 80 ㎡，3#地下室出地
面计容建筑面积 60.7 ㎡）；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 3087.16 ㎡。地下建筑面积 
18698.77 ㎡（包 括 1#第二住院大楼地下室建筑面积 11768.05 ㎡，2#污水处理站地
下室 建筑面积 350 ㎡，3#地下室建筑面积 6580.72 ㎡。本项目设计床位数 750 个。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莲湖里·巴文化创意交流中心 13000 13000 13000 100.00%

本项目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约 79484.93 ㎡，规划总建筑面积 12017.50 ㎡，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 11276.76 ㎡，主要分为文化展馆， 音乐、美术兴趣培训区，特色产品交易
区，广告位，文化艺人休闲区 等配套服务区域，室外停车场等；地下建筑面积 74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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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交通发展总公司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公路

改造工程
8000 8000 8000 100.00%

本项目为设计速度 60 公里/h、路基宽度 23m 的一级公路，采用技 术标准为其主要技
术推荐方案主要工程数量为：路基土石方 962.28 万 m3，沥青砼路面 1179.94 公里 
2，排水防护圬工 18.85 万 m3,坡面防护 171.92 万 m2，大 中桥 6848m/33 座，涵洞 
262 道，隧道 1255m/2 座，分离式立体交叉 11 处，通道、天桥 31 道，平面交叉 35 
处，永久占地 5482.1 亩。 本项目新建段主要工程数量为：路土石方 467.60 万 m3，
沥青砼路 面 660.64 公里 2，排水防护圬工 10.92 万 m3,坡面防护 96.81 万 m2，大 
中桥 3228m/17 座，涵洞 142 道，隧道 840m/1 座，分离式立体交叉 5 处，通道、天
桥 15 道，平面交叉 24 处，永久占地 2801.8 亩。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阳平路接马踏洞片区市政道路

工程
300 300 300 100.00%

该项目工程起于阳平路、紫荆花路、金山北路平交口，止于马踏洞片区规划东西三号路
与G542线平交口，连接道路长450米、宽40米，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40公里每小时，同
时新建一条70米的临时保通道路。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金龙大道北沿线绿化景观工程 500 500 500 100.00%
该项目设计道路总长约1.78公里，景观设计范围为道路中央隔离带及两侧约28米到30米
的空间场地，设计景观面积约78645平方米。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凤凰大道东段维修整治 1000 1000 1000 100.00%
该项目对凤凰大道（二普至西外新达一中人行天桥段）进行维修整治，其中道路长约510
米，桥梁段长约500米。主要包括局部破损基层结构层破除修复，路面铣刨并加铺沥青混
凝土，更换检查井盖及桥梁人行道面砖等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肖公庙（原G210）张家坝大桥
段（二八三至石龙溪立交）拓

宽改造施工
860 860 860 100.00%

拓宽改造工程项目内容包含：项目改造道路全长约1331m,主要建设内容山前路至G210国
道左转匝道总长约361m,匝道标准宽度6.5m;主线拓宽路幅桥长292米及配套工程.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二马雨污管网改造 600 600 600 100.00%
老城区二马路片区雨污管网改造工程项目内容包含：项目新建 DN600-DN800 排水管道 
4 千米，非开挖修复管道 1.7千米，对二马路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排查、片区主排水管道
清淤、道路排水检查井修复等。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市通川区中心城区征地拆

迁安置房代建办公室
嘉祥学校安置房 2500 2500 2500 100.00%

项目位于西外莲花湖片区，紧邻元九大道。项目用地39000㎡，总建筑面积162445.7㎡，
由8栋高层建筑构成，最高24层，最低19层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达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二期

工程市政段改扩建工程
15540 15540 15540 100.00%

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二期市政段改扩建工程K9+100米，使其具备市政功能，路基宽增
加至35米，并配套建设市政绿化、管网、照明、通信、电力等配套设施。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国鑫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秦巴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
园

3000 3000 3000 100.00%
项目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30万平米，包括生产厂房、原材料库房、营销中心、研发中
心、检测中心、员工宿舍、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同时配套建设厂区道路工程等。总投
资6亿元，建设期限3年，项目于2020年7月开工，计划2023年6月完工。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经开区投资有限公司
达州经开区李家嘴片区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本项目总占地971.37亩。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中坝大桥及连接线道路、市政配套道路
、医养中心及科技孵化园及城市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总投资15.65亿元，建设期限3
年，项目于2021年4月开工，计划2024年3月完工。



区划名称
债券发行年

度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新增债券资金发行金额 财政部门资金拨付

项目概况

合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拨付金额 拨付进度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国鑫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达州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 3000 3000 3000 100.00%
项目占地400亩，总建筑面积44万平米，其中包括生产厂房、营销中心、研发中心、检测
中心等相关配套设施，配套建设厂区内外道路等。总投资6.5亿元，建设期限3年，项目
于2020年4月开工，计划2023年3月完工。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经开区投资有限公司
达州经开区蔡坪棚户区改造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5000 25000 25000 100.00%
拆迁1272户，拆迁面积17.36万平米，新建2050户，新建面积24.2万平米，配套建设小
区道路2693米，给排水管网2081米。总投资10亿元，现已完工。

市本级 2021年 达州茂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达州经开区石沟片区棚户区改
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项目一期
工程

8000 8000 8000 100.00%
改造棚户区住户2090户，拆迁房屋213750平方米，新建棚户区面积31.21万平方米。新
建配套道路700米，新建给排水管网约700米。总投资12.25亿元，建设期3年，开工时间
2020年10月，计划完工时间2023年10月.



表7

2021年达州市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市本级

一、新建铁路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达州段）项目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1358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1358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37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3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67

二、城市第二水源巴河取水工程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646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646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20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23

三、达州经开区蔡坪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815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815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25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7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26

四、达州经开区石沟片区棚户区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项目一期工程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262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262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8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7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28

五、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二住院大楼项目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1148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1148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35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28

六、达州经开区新材料产业园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97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97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3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23

七、秦巴数字经济和电子信息产业园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100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100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3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34

八、莲湖里·巴文化创意交流中心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467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467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13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5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59

九、达州传媒中心建设项目（一期）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359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359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10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5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59

十、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二期建设项目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742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742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20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5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71

十一、达州经开区李家嘴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359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359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10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15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59

十二、国道210线达州市过境段公路改造工程



  （一）专项债券收入

  （二）专项债券支出

  （三）还本付息 298

      其中：还本预计执行数

               付息预计执行数 298

  （四）专项收入

  （五）项目负债规模 8000

  （六）已发行专项债券期限（年） 20

  （七）已发行专项债券利率（%） 3.72



表8

2022年达州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提前下达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目 公式 本地区 本级 下级

一、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A=B+C 780.7 163.0 617.7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B 391.5 76.4 315.1 

            专项债务限额 C 389.2 86.6 302.6 

二、提前下达的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D=E+F 44.3 6.1 38.2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E

            专项债务限额 F 44.3 6.1 38.2 



表9

达州市地方政府债券十年到期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度 合计 一般债券 专项债券

2022年 66 53 13

2023年 86 64 22

2024年 49 30 19

2025年 70 57 13

2026年 55 39 16

2027年 44 26 18

2028年 69 42 27

2029年 26 3 23

2030年 55 6 49

2031年 87 3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