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位：万元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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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托马斯实验学校新建工程 P16310107-0001 普通高中 普陀区教育局 普陀区教育局 一般债券               16,000 2019/2

2
真华路（铜川路-曹杨路）工程（二
期）

P16310107-0009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5,170 2019/2

3
武威路（真南路-祁连山路）道路改扩
建及配套工程

P17310107-0011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8,025 2019/2

4
常和路（真南路-祁连山路）道路改建
及配套工程

P18310107-0004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5,305 2019/2

5 万里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P17310107-0001 其他社会保障 普陀区万里街道办事处 普陀区万里街道办事处 一般债券                 4,000 2019/2

6 架空线入地工程 P18310107-0006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6,000 2019/2

7 长风5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P17310107-0002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6,500 2019/2

8
凯旋北路（光新路-光复西路）架空线
入地工程

P18310107-0012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9,000 2019/2

9 长风6A公共绿地建设工程 P18310107-0001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4,000 2019/2

10 金昌绿地建设工程 P18310107-0002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2,000 2019/2

11
桃浦智创城水系综合整治工程（一
期）

P17310107-0007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6,000 2019/2

12
桃浦路（定边路-三源路）道路整治工
程

P16310107-0014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一般债券                    313 2019/2

13 兰田路景观道路建设工程 P19310107-0053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650 2019/2

14 木渎港景观人行桥工程 P19310107-0054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500 2019/2

15 景观道路建设工程 P19310107-0041 其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一般债券                    800 2019/2

16 兰田路架空线入地及道路整治工程 P19310107-0038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管理
中心

一般债券                 2,500 2019/2

17 截流井雨污混接改造 P19310107-0059 污染防治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
设中心

一般债券                 2,000 2019/2

18
光复西路（丹巴路-大渡河路）架空线
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

P19310107-0057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
设中心

一般债券                    160 2019/2

19
远景路（光新路-恒丰路）架空线入地
和合杆整治工程

P19310107-0056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
设中心

一般债券                    700 2019/2

20
武宁路（长寿路-普雄路）架空线入地
和合杆整治工程

P19310107-0058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普陀区市政水务工程建
设中心

一般债券                    170 2019/2

21 桃浦西路（古浪路-区界）新建工程 P17310107-0022 道路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水务
工程建设中心

一般债券                    500 2019/2

22
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寿路桥）架空线
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

P19310107-0039 其他地下管线
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
通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普陀区市政水务
工程建设中心

一般债券                    250 2019/2

23 环境整治工程 P19310107-0021 其他保障性住房
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住宅建设
发展中心

一般债券                    400 2019/2

24
阳光威尼斯二、三、四期小区雨污混
接改造工程项目

P19310107-0043 污染防治
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上海市普陀区住宅建设
发展中心

一般债券                    844 2019/2

25 消防实事工程 P19310107-0055 其他
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

一般债券                    213 2019/2

           82,000

1 海生涂料地块土地收储项目
XMWH3101070003
18009000518010
8165516

土地储备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
中心

上海桃浦科技智慧城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

                9,971 2019/6

2 乐凯纸业地块土地收储项目 P18310107-0018 土地储备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
中心

上海桃浦科技智慧城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

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

                8,030 2019/6

3 曹杨粘合剂厂等地块土地收储项目 P18310107-0016 土地储备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
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土地发展
中心

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

              85,000 2019/6

         103,000

         185,000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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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一般债券项目

小计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

小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