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使用安排情况表

单位：亿元

地区 项目名称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玉带河水系截污提升工程 一般债券 2.0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梅湖景区花博园及景区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0.6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象湖、抚河截污工程 一般债券 0.3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象湖·抚河截污工程—附属工程 一般债券 0.10

南昌市本级
九州高架二期延伸工程（洪都大道快速化改造工

程）
一般债券 4.30

南昌市本级 昌南大道快速路 一般债券 5.4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沿江北大道快速路工程 一般债券 1.00

南昌市本级 昌东大道南延（昌南大道—南外环高速）工程 一般债券 0.6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赣江东岸防洪堤南延工程（生米大桥-南外

环互通段）BT项目
一般债券 0.60

南昌市本级 昌西大道工程 一般债券 0.16

南昌市本级 昌东大道拓宽改造提升工程 一般债券 1.28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幸福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一般债券 0.54

南昌市本级 火车站东广场改造工程（2019） 一般债券 0.20

南昌市本级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考古研究中心、展

示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
一般债券 2.49

南昌市本级 昌九大道快速路改造二期工程 一般债券 4.33

南昌市本级 西湖区控规CY203-B04地块 专项债券 3.92

南昌市本级 西湖区控规CY103-A07地块 专项债券 1.50

南昌市本级 青山湖区洛阳东路及解放东路周边项目 专项债券 1.60

南昌市本级 青山湖区东升大道及朱桥东路周边项目 专项债券 2.57

南昌市本级 南昌县东新乡周边项目 专项债券 1.00

南昌市本级 青山湖区天祥大道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19.29

南昌市本级 西湖区北京西路周边地块 专项债券 3.84

南昌市本级 万溪地块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5.73

南昌市本级 塘山镇城中村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4.00

南昌市本级 青云谱区青云谱镇地块改造项目 专项债券 12.59

南昌市本级 南昌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 专项债券 20.00

南昌市本级 南昌市第一医院九龙湖分院建设工程 专项债券 5.00



地区 项目名称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东湖区 “白改黑”五个市政建设EPC项目 一般债券 0.20

东湖区 43条道路“白改黑”等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0.48

东湖区 百花洲景区提升项目 一般债券 0.20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航空城学校 一般债券 0.30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瑶北至鲤鱼洲公路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0.42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航空北街（航空规划一路至公园路）道路排水工程 一般债券 0.12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南昌航空科创城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10.0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儒乐湖及周边生态治理项目 一般债券 1.0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昌经开区双港大街、黄家湖东路景观提升改造工

程
一般债券 0.7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7年经开区榴云路等十三条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1.2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验小学（麦园小学）扩建项目 一般债券 0.03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昌北第一学校扩建项目 一般债券 0.03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昌北二小异地重建项目 一般债券 0.34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志敏大道下穿昌九城际铁路、京九铁路、湾里支线

框架桥工程
一般债券 0.45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海棠路（黄家湖西路至桂苑大道）工程 一般债券 0.15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拖路（昌西大道-庐山北大道）项目 一般债券 0.1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儒乐湖新城一号综合管廊（兴业大道（空港大道-

金水大道）项目
专项债券 1.5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儒乐湖新城智慧管廊 专项债券 1.5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洪都钢厂土地收储 专项债券 13.10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三键电器、润田、拓扑、大众重工收储 专项债券 0.90

南昌临空经济区 临港北片区土地收储开发项目 专项债券 3.00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杨家湖及临江绿化带景观工程 一般债券 0.50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一级消防站工程 一般债券 0.12

南昌临空经济区
南昌临空经济区智慧园区数据大脑（智慧园区管

理）
一般债券 0.15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二期富强大道工程 一般债券 0.30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二期路网金水大道北延工程 一般债券 1.60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二期路网创业大道工程 一般债券 0.76

南昌临空经济区 赣江新区临空组团二期路网建园四路工程 一般债券 0.57

湾里区
湾里区岭秀湖市民公园及周边提升改造、亮化工程

项目
一般债券 0.30



地区 项目名称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湾里区 湾里区城区污水管网改造（修复工程） 一般债券 0.12

湾里区 南昌绿谷湾里罗亭段秀美乡村试点线 一般债券 0.13

湾里区 矿山复绿工程 一般债券 0.10

湾里区 心远学校 专项债券 0.06

湾里区 熊家唐家地块 专项债券 0.34

湾里区 敏利来 专项债券 0.30

湾里区 新经济产业园地块 专项债券 0.50

湾里区 南堡文化设施地块 专项债券 0.66

湾里区 南堡商住 专项债券 0.76

湾里区 招贤镇周边棚户区（港下村片区）安置房项目 专项债券 0.78

红谷滩新区 红谷滩新区绿地国际博览学校 一般债券 0.20

红谷滩新区
九龙湖新城区市政基础设施三期工程（萍乡大街2

标段）
一般债券 0.10

红谷滩新区 九龙湖新城城市综合管廊一期工程（一标段） 一般债券 0.15

红谷滩新区 九龙湖新城城市综合管廊一期工程（一标段） 一般债券 0.15

红谷滩新区 南昌市九龙湖新城九龙湖南延工程 一般债券 0.35

红谷滩新区 南昌市红角洲路网二期工程 一般债券 0.05

新建区 长征路（乌石桥-陆军学院） 一般债券 0.83

新建区
南昌市新建区“美丽南昌.幸福家园”六改提升项

目
一般债券 0.71

新建区 新建区旧城改造长堎村肖家花园项目 专项债券 2.80

新建区 新建区宏发花园小区及青山新苑小区安置点 专项债券 4.00

新建区
新建区2018-2020年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专项债券 0.53

南昌县 河洲路南延新建工程 一般债券 0.94

南昌县 雄溪河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1.50

南昌县 银三角万湖村二期安置房 专项债券 2.16

南昌县 小蓝雄溪一期安置房 专项债券 0.60

南昌县 清湖一期小区安置房 专项债券 0.97

南昌县 320国道一期安置房 专项债券 0.66

南昌县 幸福雅苑二期安置房 专项债券 1.44

南昌县 整体收储江西国药厂 专项债券 3.16



地区 项目名称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南昌县 江铃股份富山新能源汽车基地 专项债券 0.21

南昌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专项债券 1.85

进贤县 新农村建设项目精品示范线路项目 一般债券 0.55

进贤县 青岚湖水环境综合治理 一般债券 0.37

进贤县 进贤县2018年度新农村建设项目 一般债券 0.52

进贤县 进贤县前后万棚户区改造土地收储项目 专项债券 1.00

进贤县
进贤县2018年统筹整合资金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
专项债券 0.21

进贤县 进贤县凤岭前后李安发用地建设 专项债券 0.86

进贤县 进贤县云桥车家垅杨家安发用地建设 专项债券 0.64

安义县 安义县前进路综合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0.45

安义县 安义县北门路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0.03

安义县 安义县戴坊大桥拓宽工程 一般债券 0.08

安义县 凤凰山湿地公园 一般债券 0.16

安义县 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板溪小学 一般债券 0.16

安义县 潦河南岸高压线下地路网（朴树路和联溪路）工程 一般债券 0.06

安义县
安义县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潦河南岸旧城二期阳

光丽景小区、湖安枫景小区）
专项债券 1.31

安义县
安义县仕桥彭家和北溪张家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工程

（一期）
专项债券 0.18

安义县 中洲港湾、玫瑰园安置房 专项债券 0.50

安义县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专项债券 0.48

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会展中心周边道路智慧照明5G示范应

用工程（一期）
一般债券 0.05

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提升（一期）工程—环线城市形

象提升
一般债券 2.40

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提升(一期）工程—桑海湾中医

药文化公园提升改造工程
一般债券 0.60

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提升（一期）工程—桑海大道高

速出入口周边生态公园景观提升工程
一般债券 0.95

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一期项目 专项债券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