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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债券 2022 年度 

不定期跟踪评级公告 
 

海南省政府于债券市场发行过多期债券，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评

定“16海南债 10”、“17 海南债 05”、“17海南债 06”、

“17海南债 11”、“18海南债 04”、“21 海南 03”、“21

海南 04”、“21海南债 06”、“21 海南债 09”、“21 海南

债 13”、“21 海南债 18”、“21海南债 19”、“21 海南债

21”、“21海南债 25”、“21海南债 26”、“21海南债 27”、

“21 海南债 28”、“21 海南债 30”、“21 海南债 31”、

“21海南债 32”和“21 海南债 33”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

（五）》，为加快债券项目支出，海南省政府拟对上述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见附件 1。 

本次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包括对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

调整，涉及大公所评债券合计 22 只
1
。债券收入和本息偿还

资金均纳入海南省政府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或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 

一、一般债券 

大公所评海南省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包括对省

本级债券和转贷市县债券的调整。详见附件 1-1至 1-6。 

2018～2020年，海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 752.7

                                                        
1
 “18 海南债 01”已于 2021年 6 月 25 日到期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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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814.1 亿元和 816.1 亿元，逐年增长，对调整后的一

般债券还本付息仍能够形成良好保障。 

二、专项债券 

大公所评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包括对省

本级、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

下简称“琼中县”）的债券的调整。根据相关专项债券资金

调整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变更后专项债券募投项

目预期收益对拟使用专项债券的覆盖情况如下： 

（一）省本级 

本批债券资金调整涉及债券为 2016～2017 年海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2017～2019 年海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其中，

2016～2017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基础设施项目，2017～2019年海南省土

地储备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省级土地储备项目，由于上述

部分项目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一些情况发生变化，需对相关项

目进行资金调整。 

调整后，项目包括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省道 S203铺文线

铺前至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和 G360 文昌至安定高速公路，

三个项目投资支出合计 290.95亿元，其中政府资本金 58.19

亿元，债券融资 51.57 亿元
2
，其余资金为 181.19 亿元，由

海南省政府预算统筹安排其他财政资金、债券融资等方式补

足。

                                                        
2
 债券本金包含 2019～2021年已发行的海南省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资金合计 40.40亿元和本次调整的专

项债券资金 11.1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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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批债券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拟调整项

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通车里程

（公里） 
建设工期 

建设

进展 

调整安

排资金

规模 
小计 

其中：债

券本金 

政府资

本金 

其余 

资金 

海南环岛

旅游公路 
167.00 41.40 33.40 92.20 997.90 

30 个 月

（ 2020.07

～2022.12） 

在

建 

10.00 

省道 S203

铺文线铺

前至宋氏

祖居段改

建工程 

11.90 2.00 2.38 7.52 71.50 

24 个 月

（ 2020.11

～2022.10） 

0.50 

G360 文昌

至安定高

速公路 

112.05 8.17 22.41 81.47 120.34 

36 个 月

（ 2019.11

～2022.11） 

0.67 

合计 290.95 51.57 58.19 181.19 1,189.74 - - 11.17 

资料来源：2016～2017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2017～2019年海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调整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本批债券资金调整用于公路项目建设，其偿债来源为海

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2018～2020 年，海南

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382.0 亿元、455.8 亿元和 522.6

亿元，其中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分别为

24.27亿元、24.83 亿元和 19.01亿元。 

根据《2016～2017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2017～2019

年海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调整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间，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每年预算安

排优先将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用于债券还本付息。2021～

2028 年专项债券及已有债务融资还本付息支出合计 192.46

亿元，同期预计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214.95 亿元，扣除债券

发行费用 0.03 亿元后，可用于偿还专项债券本息的资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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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214.92亿元。本息覆盖倍数
3
为 1.12倍

4
，能够对债券还本

付息形成良好保障。 

（二）海口市 

海口市政府拟对 2021 年海口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

期）、2021 年海口市生态环保专项债券（二期）和 2021 年

海口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三期）中个别子项目的专项债券

资金额度进行调整，用于 2021 年海口市产业园区项目中的

部分子项目，调整后 2021年海口市产业园区项目于 2021年

合计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7.71亿元。 

表 2  调整后 2021年海口市产业园区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总投资 

调整前

2021年 

发债额度 

调整后

2021年

发债额度 

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

目收益 

期末项目

累计净现

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覆

盖率
5
 

本次覆

盖倍数
6
 

2021 年海

口市产业

园区项目 

122.91 16.46 17.71 28.60 6.21 23.54 1.26 1.21 

数据来源：2021 年海口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项目、2021 年海口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三期）项

目、2021 年海口市生态环保专项债券（二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仍为幼儿园学费收入、小学

住宿费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2018～2020年，海口市政府性

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213.1亿元、245.1亿元和 274.1亿元；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分别为 191.5 亿元、217.1 亿元和

253.3亿元，逐年增长。 

根据《2021 年海口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项目、

2021年海口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三期）项目、2021 年海口

市生态环保专项债券（二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3
 本息覆盖倍数=（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债券发行费用）/（已发行债券还本+已发行债券付息+已有债务融

资还本+已有债务融资利息+本期债券本金+本期债券利息）。 
4
 本息覆盖率未在《2016～2017 年海南省政府专项债券、2017～2019 年海南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调整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中披露。 
5
 本息覆盖率=期末净现金流量/债券本息+1。 
6
 本息覆盖倍数=项目总收益/债券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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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现金净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

本金的支出需求，本息覆盖率为 1.26 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

息形成良好保障。 

（三）三亚市 

三亚市债券资金调整项目包括 2021 年三亚市产业园区

专项债券（二期）-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2021 年三亚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二期）项目和 2021 年

三亚市民生事业专项债券（三期）项目。 

2018～2020 年，三亚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51.83亿元、102.09 亿元和 110.21 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分别为 40.67 亿元、86.97 亿元和 90.12 亿元，

增长较快。 

1、2021年三亚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三亚市政府拟对三亚市 2021 年批次个别子项目资金额

度进行调整，用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

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 354.78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279.03

亿元，债券融资 75.75亿元。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仍为项目运营收入和土地出

让收入，其中运营收入包括医院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幼儿

园学费收入、日常租赁收入、会展活动收入、青少年培训收

入、停车场收入。 

根据《2021年三亚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债券资

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现

金净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且项

目在债券到期还本付息后，期末资金余额为 26.75 亿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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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覆盖率为 1.24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良好保障。 

表 3  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总投资 

发行额度 
期末项目累

计净现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

覆盖

率 

本次

覆盖

倍数
7
 

已发行额度 调增发行额度 

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基础设施

及配套项目 

354.78 74.00 1.76 26.75 110.18 1.24 - 

数据来源：2021 年三亚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债券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2、2021年三亚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二期）项目 

三亚市政府拟对 2021 年三亚市部分发行项目资金额度

进行调整，用于三亚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包括三亚市东岸村

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三亚市天涯区西瓜、芒果片区

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和三亚市榆亚路一号危旧房改造项

目。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资 168.76 亿元，包含债券利息以及

债券发行费用后，项目计划总投资 171.46亿元，本次调增债

券资金 0.41 亿元。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为项目对应的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2021年三亚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二期）资金

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现金

净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本息覆

盖率为 1.92 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良好保障。 

表 4  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总投资 

2021年 

调整后 

发债额度 

调整后 

债券 

发行总额 

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

目收益 

期末项目

累计净现

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

覆盖

率 

本次

覆盖

倍数 

三亚市棚

户区改造

项目 

171.46 9.04 28.04 60.11 30.00 32.77 1.92 1.83 

数据来源：2021 年三亚市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二期）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7
 该指标未在《2021 年三亚市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债券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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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年三亚市民生事业专项债券（三期）项目 

三亚市政府拟对 2021 年三亚市部分发行项目资金额度

进行调整，用于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保障项目和三亚市抱

坡新城片区（南区）保障性住房项目。调整后项目计划总投

资 58.53 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57.03 亿元，债券融资 1.50亿

元，本次调增债券资金 0.62 亿元。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为项目运营收入，即住宅出

租收益及商铺出租收益。 

根据《2021年三亚市民生事业专项债券（三期）资金调

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现金净

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本息覆盖

率为 2.18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良好保障。 

表 5  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总投资 

2021年 

调整后 

发债额度 

调整后 

债券 

发行总额 

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

目收益 

期末项目

累计净现

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

覆盖

率 

本次

覆盖

倍数 

三亚市海棠

区创业人才

保障项目和

三亚市抱坡

新城片区（南

区）保障性住

房项目 

58.53 1.50 1.50 4.26 2.34 1.97 2.18 2.16 

数据来源：2021 年三亚市民生事业专项债券（三期）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四）文昌市 

文昌市政府拟对 2021 年文昌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一

期）、2021年文昌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中个别子项

目的专项债券资金额度进行调整，用于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

区“三横五纵”路网工程项目（一期）-八门湾大道、紫贝大

道、音乐大道项目，调整后项目于 2021年合计使用专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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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95亿元。 

表 6  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

项目总

投资 

调整前

2021年 

发债额度 

调整后

2021年 

发债额度 

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

目收益 

期末项目

累计净现

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覆

盖率 

本次

覆盖

倍数 

文昌国际航天

城起步区“三

横五纵”路网

工程项目（一

期）-八门湾大

道、紫贝大道、

音乐大道项目 

8.22 1.89 1.95 3.50 0.61 2.89 1.21 1.21 

数据来源：2021 年文昌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一期及二期）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为项目周边地块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2018～2020年，文昌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分别为 6.20 亿元、10.47 亿元和 12.80 亿元，增长较快；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分别为 3.29 亿元、7.62 亿元

和 10.44 亿元，增长较快。 

根据《2021 年文昌市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一期及二期）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内，各年现金

净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求，本息覆

盖率为 1.21 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良好保障。 

（五）琼中县 

琼中县政府拟对琼中县 2021 年批次个别子项目资金额

度进行调整，用于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础及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调整后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20.94 亿元，其中自筹资

金 10.75 亿元，债券融资 8.39 亿元，其他融资 1.80 亿元，

本次调增额度 0.2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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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调整后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

目总投资 

发行额度 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

目收益 

期末项目

累计净现

金流 

债券 

本息 

本息

覆盖

率 

本次

覆盖

倍数 

已发行

额度 

调增发

行额度 

湾岭农产品加工

物流园基础及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 

20.94 8.12 0.27 16.79 5.42 12.75 1.43 1.32 

数据来源：2021 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基础设施专项债券（二期）-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础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债券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 

调整后，项目债券偿债来源为项目运营收入和土地出让

收入，其中运营收入包括租金收入、管理费收入、停车场收

入。2018～2020年，琼中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分别为 1.33

亿元、1.42亿元和 2.41亿元，逐年增长。 

根据《2021 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基础设施专项债券

（二期）-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债券资金调整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债券存续期内，

各年现金净流量可覆盖各年利息及到期偿还本金的支出需

求，本息覆盖率为 1.43倍，能够对债券还本付息形成良好保

障。 

综合来看，海南省政府债券收入和本息偿还资金均纳入

其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海南省政府一

般预算收入逐年增长，仍对调整后的一般债券还本付息形成

良好保障，同时，调整后的各专项债券募投项目预期收益仍

对相应专项债券本息形成良好覆盖。因此，大公维持“16 海

南债 10”、“17海南债 05”、“17 海南债 06”、“17 海南

债 11”、“18海南债 04”、“21海南 03”、“21海南 04”、

“21 海南债 06”、“21 海南债 09”、“21 海南债 13”、

“21 海南债 18”、“21 海南债 19”、“21 海南债 21”、

“21 海南债 25”、“21 海南债 26”、“21 海南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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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南债 28”、“21 海南债 30”、“21 海南债 31”、

“21海南债 32”和“21 海南债 33”信用等级为 AAA。 

特此公告。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评审委员会主任： 

 

2022 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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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1-1 一般债券（省本级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前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项目名称 
建议调

减金额 

1 18海南债 01 秀英门诊及内科楼项目 0.27 

2 21海南 03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0.50 

临空经济区物流产业配套路网（原临空基础设施配套

三期） 
0.63 

江东新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一期）-空港环路地下综

合管廊项目 
1.70 

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厂房 0.46 

海口国家高新区新药创制产业创新园（原美安产业加

速器）项目二期 
0.20 

临高金牌港园区起步区两条道路拓宽工程 0.10 

临高金牌港园区起步区大雅路等三条路网工程 0.26 

临高金牌港园区起步区外环路等四条路网工程 0.51 

临高金牌港园区南片区周边路网项目 0.08 

华能东方电厂南侧规划支路市政工程项目 0.17 

东方市疏港大道跨罗带河桥梁改建工程 0.17 

东方市海陆特勤消防救援站建设工程项目 0.20 

3 21海南 04 

东盟合作教育综合楼 0.11 

专家公寓楼 0.18 

科研综合大楼 0.19 

大学生活动中心 0.38 

4 21海南债 13 

全球消费精品中心项目征拆补助 4.00 

乐颐大道一期道路工程(1标段、2标段及 3标段） 0.30 

博鳌乐城先行区至九曲江排水管道工程 0.04 

合计 - - 10.45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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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一般债券（省本级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后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议安

排金额 
资金来源 

1  博鳌乐城先行区乐城大桥 0.64 

调整秀英门诊及内科楼

项目 2,749.14 万元、

2021年省级举借一般债

券资金 3,650.86万元。 

2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综合楼 0.15 

调整 2021 年省级举借

一般债券资金。 

3  文明东越江通道片区改造 2.00 

4  国兴大道人行通道项目工程 0.30 

5  海榆东线拓宽工程（晋文互通至云龙段） 0.20 

6  海口市琼山四小改扩建项目 0.20 

7  白驹学校椰海分校项目 0.30 

8  现代美居南侧 25米规划路项目 0.15 

9  海南日用免税品公共保税仓库项目 0.20 

10  海口综合保税区智能化加工制造中心 0.20 

11  海口综合保税区钻石珠宝加工标准厂房项目 0.10 

13  国家级非人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型研发中心项目 1.30 

14  
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

建设项目 
1.10 

15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百泰生物科技园供配电工程项目 0.20 

16  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北部片区道路工程项目 0.15 

17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一期工

程项目 
0.15 

18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肯同共享教学楼改造项目 0.40 

19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实验室装修项目 0.15 

20  儋州市滨海新区配套市政道路 0.50 

21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儋州实验学校（含幼儿园） 0.79 

22  军民融合军粮保障创新示范工程 0.15 

23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35 

24  港北大桥 0.15 

25  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及新竹绿色产业基地基础设施 0.16 

26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16 

27  东方市文化广场项目 0.30 

合计  - 10.45 -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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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债券（转贷市县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1 18海南债 04 

  0.01  义务教育均衡化建设项目 11.8项目综合训练馆 

 0.00
8
  市政道路及街景立面改造项目 农村公路交通六大工程 

2 21海南债 06 

 0.10  育才生态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三亚市农垦居供水工程 

  0.17  三亚市临春区龙岭路工程 
三亚市大茅水综合治理工程

（白水桥至入海口段） 

  0.01  
三亚市学院路延伸段工程

项目 

三亚市大茅水综合治理工程

（白水桥至入海口段） 

  0.04  
三亚绕城高速凤凰机场互通

及连接线工程 

  0.01  
三亚市崖州区梅山片区渠

系改造及配套工程 

三亚绕城高速凤凰机场互通

及连接线工程 

  0.05  
文昌市城区重点区域雨污

分流工程 

文昌市龙楼镇区及铜鼓岭旅

游区污水处理工程-污水处

理厂工程 

  0.08  

海南省文昌市凌村河水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污

水截流并网二期工程 

文昌市龙楼镇区及铜鼓岭旅

游区污水处理工程-污水处

理厂工程 

  0.20  

万宁槟榔生产休闲体验融

合发展产业园规划三路市

政工程 

万宁市军田水厂供水管网工

程（二期） 

  0.03  

万宁市人民医院感染楼扩

建项目 

万宁市纵一北路连接线市政

工程 

  0.03  
万宁市环市二路第二工程段

市政工程（A段） 

  0.02  万宁市纵三路市政工程 

  0.03  万宁市兴隆区公益性公墓

项目 

万宁市龙滚镇污水管网收集

工程 

  0.02  万宁市纵三路市政工程 

  0.02  万宁市和乐镇公益性公墓 万宁市纵三路市政工程 

 0.00
9
  

万宁槟榔生产休闲体验融

合发展产业园至大茂污水

主干管工程 

万宁市纵三路市政工程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8
 用途调整金额为 6 万元。 
9
 用途调整金额为 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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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般债券（转贷市县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2 21海南债 06 

  0.01  

万宁槟榔生产休闲体验融

合发展产业园至大茂污水

主干管工程 

万宁市文化体育广场--广场

路、广场东路、广场并路市政

工程 

  0.04  澄迈县“7+3”体系工程 澄迈县永发镇配套污水管网工程 

  0.09  昌化江旅游公路 石碌河第三大桥 

  0.01  昌盛路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石碌河第三大桥 

  0.05  
环城西路、环城西一路、

环城二西路道路改造工程 

昌江县“四河一渠”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 

  0.01  
海南昌江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太坡园区工业二横路工程 

  0.08  海尾一级渔港围填海工程 

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体

育馆、展览馆等多馆合一建

设工程（一期主体部分） 

  0.03  

定安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及配套设施建

设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1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及新竹

绿色产业基地基础设施 

  0.09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提质改造工程 
- 

  0.14  
白沙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 

白沙县第一小学建设工程施

工 

  0.02  

海南省琼中县公共卫生防

控救治能力建设项目 

海南省琼中县福利中心养老

院示范升级改造工程 

  0.03  
海南省琼中县琼中中学创建

省一级学校建设项目 

  0.03  琼中县供水厂二期工程 

  0.10  
省道 S304 县城区段改线

建设工程项目 
农村公路交通六大工程 

  0.07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

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0.01  
琼中县县城生活垃圾转运站

进场道路项目 

  0.03  

琼 中 县 三 月 三 大 道

（KO+400～KO+740段）北侧

雨水箱涵项目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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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般债券（转贷市县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2 21海南债 06 

  0.02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

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海南省琼中县营河北路延长

线工程 

  0.03  

琼中县营根镇污水处理

700m
3
d 尾水深度处置及污泥

处置项目建设 

  0.02  
水土保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工程项目 

  0.02  
琼中县腰子河防洪治理工程

（腰子桥右岸） 

  0.01  琼中县供水厂二期工程 

  0.06  

海南省琼中县百花岭全民

健身康养道路工程 

体教融合产业发展（琼中女

足）示范区项目一期工程 

  0.08  
琼中县黎苗族民族文化博物

馆项目 

  0.02  特色产业风情小镇建设 

  0.02  
海南省琼中县长征学校新建

教学楼项目 

  0.04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项目 

  0.02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污水处理

厂（一期）配套支管网工程 

  0.01  四季路延长线市政道路工程 

  0.03  
琼中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项目 

海南省琼中县琼中中学创建

省一级学校建设项目 

  0.01  
海南省琼中县百花天地南侧

边坡治理项目 

  0.03  

琼中县街心公园建设项目 

海南省琼中县百花天地南侧

边坡治理项目 

  0.02  
琼中县四季路保障性住房基

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0.00
10
  县城污水处理及配套工程 四季路延长线市政道路工程 

  0.08  
临高县多文镇污水处理厂

项目 
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08  
临高县城郊电网改造电缆

沟项目 
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10
 用途调整金额为 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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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般债券（转贷市县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2 21海南债 06 

  0.05  
临高县乡镇电网改造电缆

沟项目（一期） 
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05  
临高县乡镇电网改造电缆

沟项目（二期） 
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0.08  
临高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

楼项目 
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3 21海南债 21 

  0.04  
万宁市日月湾旅游区污水

整治及连通工程 

万宁市文化体育广场-广场

路、广场东路、广场并路市政

工程 

  0.05  海南中学美伦校区 
澄迈县永发镇配套污水管网

工程 

  0.03  
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工程（一期） 
石碌河第三大桥 

  0.02  

长山村委会、进董村委会

和白沙村委会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项目 

昌江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 

  0.03  
才地村委会和万善村委会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昌江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

目 

  0.01  母瑞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 

  0.20  

白沙县交通扶贫窄路拓

宽、道路硬化、生命安全

防护工程和农村公路桥梁

建设及危桥改造工程 

白沙县第一小学建设工程施

工 

  0.15  
白沙县乡镇供水和污水工

程 

白沙县第一小学建设工程施

工 

  0.05  琼中县客运站项目 农村公路交通六大工程 

  0.02  
海南省琼中县基层医疗标

准化建设项目 
四季路延长线市政道路工程 

  0.01  

琼中县停车场建设项目 

琼中县四季路保障性住房基

础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0.01  
琼中县海富店至营北路交汇

处支路工程项目施工进度款 

  0.01  镇卫生院配套项目 

  0.03  农村公路交通六大工程 

合计 - 3.19 - -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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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1 16 海南债 10 

  2.00  

先行区内康乐路、康祥路、康

庄路、乐天路、乐园路、心怡路

等六条道路施工建设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1.0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 

2 17 海南债 05   1.00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3 17 海南债 06   1.00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4 17 海南债 11   0.50  
屯昌县屯城镇城北新区省级土

地储备项目 

省道 S203 铺文线铺前

至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 

5 21 海南债 09 

  0.01  
水南大道北段雨水管道改造及

中央绿化带提升工程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市政修复二期项目 

0.00
1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

医院项目 

  0.05  海南省南繁生物实验室项目 
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

南部片区道路工程 

  0.14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共享教学楼

改造项目 

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

南部片区道路工程 

0.00
12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

医院项目 

  0.0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7 号

路至宁远河出海口岸线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0.08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核产业园

共享实验室项目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7 号

路至宁远河出海口岸线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0.1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8 号

路道路工程项目 

6 21 海南债 18 

 0.15  

三亚市仙逸园管理所迁建项目 

三亚市天涯区西瓜、芒

果片区棚户区改造（二

期）项目 

  0.05  
三亚市榆亚路一号危旧

房改造项目 

  0.04  琼中县 6所幼儿园新扩建工程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11
 用途调整金额为 45 万元。 

12
 用途调整金额为 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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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6 21 海南债 18   0.04  琼中县常年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

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 

7 21 海南债 19   0.02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养殖示范厂房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三横五纵”路网工程

（一期）-八门湾大道、

紫贝大道、音乐大道 

8 21 海南债 25 

  0.10  
桂林洋大道-空港环路联通工

程（原：桂林洋互通建设项目） 

府越路项目（原：海府一

横东路项目） 

  0.06  福创站西侧道路工程 
府越路项目（原：海府一

横东路项目） 

  0.30  
海口市美蓝学校及美兰区特殊

教育学校 

府越路项目（原：海府一

横东路项目） 

  0.20  
海口市林昌小学（含幼儿园）

项目 

顺达路（江东大道至南

渡江大道段） 

9 21 海南债 26 

  0.07  林旺卫生院改扩建工程 
三亚市抱坡新城片区（南

区）保障性住房项目 

  0.09  
海南省琼中县湾岭公益性公墓

一期（50亩）及入园道路工程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

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0.07  
海南省琼中县红色教育基地项

目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

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0 21 海南债 27   0.04  琼中县公交车站停车场项目 
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基

础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11 21 海南债 28   0.05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养殖示范厂房工程（二期） 

文昌国际航天城起步区

“三横五纵”路网工程

（一期）-八门湾大道、

紫贝大道、音乐大道 

12 21 海南债 30 

  0.20  

三亚总部经济中央商务启动区

月川单元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 

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公共

教学区宿舍楼项目 

  0.70  
三亚崖州湾大学城安置

区（一期）项目 

  0.20  

南繁科技城综合服务保

障区兴滨路片区路网项

目 

  0.45  
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

完全学校项目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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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12 21 海南债 30 

  0.15  三亚总部经济中央商务启动区

月川单元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

程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研学

大道 B段道路工程项目 

  0.01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市政修复二期项目 

  0.05  
甘农北路（南滨段）道路工程

项目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市政修复二期项目 

  0.15  

兴滨南路延长段道路工程项目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市政修复二期项目 

  0.0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7 号

路至宁远河出海口岸线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13 21 海南债 31 

  0.10  
江东新区再生水管网建设（一

期）项目 

南渡江大道项目（琼山

大道至海文高速段） 

  0.05  

观澜湖北区区外排水工程（PG7

线）（北山桥涵—桩号 A6+199

段） 

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

合治理（一期）工程 

  0.40  

江东新区环卫基地（含转运站） 

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综

合治理（一期）工程 

  0.20  
兰香园安置社区配套学

校 

  0.01  
亚沙村、体育中心周边及沿线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三亚市榆亚路一号危旧

房改造项目 

  0.05  
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三

期建设工程 

三亚市抱坡新城片区

（南区）保障性住房项

目 

  0.30  
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三

期建设工程 

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

保障项目 

  0.10  
三亚市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

工程 

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

保障项目 

  0.10  
亚沙会开幕式场地周边环境氛

围营造项目 

三亚市海棠区创业人才

保障项目 

  0.04  
亚沙村、体育中心周边及沿线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7 号

路至宁远河出海口岸线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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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情况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简称 
用途调

整金额 
调整前项目名称 调整后项目名称 

14 21 海南债 32   0.20  三亚市仙逸园管理所迁建项目 
三亚市东岸村棚户区改

造安置区建设项目 

15 21 海南债 33 

  0.43  

江东新区污水整治项目（琼山

大道中片区、琼山大道南片区、

灵山片区） 

迈雅滨河商务区配套路

网项目一期 

  0.07  

江东新区污水整治项目（琼山

大道中片区、琼山大道南片区、

灵山片区） 

南渡江大道项目（琼山

大道至海文高速段） 

合计 - 11.16  - - 

资料来源：关于调整海南省部分新增债券资金用途的公告（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