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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01：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上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本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小计                 227,534                 317,339                262,479 

  一般债务                 190,682                 280,357                228,927 

  专项债务                  36,852                  36,982                 33,552 



报表02：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一、202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227,534 

  其中：一般债务                             190,682 

        专项债务                              36,852 

二、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277,339 

  其中：一般债务                             240,357 

        专项债务                              36,982 

三、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决算数                              65,324 

  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                              40,000 

  再融资一般债券发行额                              25,324 

  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                                   - 

  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额                                   - 

  置换一般债券发行额                                   - 

  置换专项债券发行额                                   - 

  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 

四、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决算数                              30,379 

  其中：一般债务                              27,079 

        专项债务                               3,300 

五、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决算数                               8,402 

  其中：一般债务                               7,081 

        专项债务                               1,321 

六、2021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决算数                             262,479 

  其中：一般债务                             228,927 

        专项债务                              33,552 

七、2021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317,339 

  其中：一般债务                             280,357 

        专项债务                              36,982 



报表03：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发行时间（年/

月）

合计 40000

教体局 盐池县第六幼儿园 学龄前教育 一般债券 900 2021年7月

教体局 盐池县第二中学建设项目 义务教育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7月

卫生健康局 盐池县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公立医院 一般债券 800 2021年7月

住建局 惠安堡高铁站站前广场及道路建设项目 其他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住建局 盐池县大水坑镇公共租赁住房一期项目 保障性租赁住房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7月

文广局 宁夏盐池县张家场考古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文物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7月

盐池县兴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大水坑石膏产业扶贫基地配套现代物流综合服务区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 一般债券 3000 2021年5月

住建局 盐池县再生水管网建设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600 2021年5月

住建局 2021年盐池县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 地下管廊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住建局 盐池县元华街道路及排水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11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古玩书画市场巷道硬化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15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第六幼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 停车场建设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第五幼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 停车场建设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城区基础设施零星维修改造项目 道路 一般债券 14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盐林路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35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盐州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34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鼓楼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26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福州路人行道维修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29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文化街区道路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26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振远街道路两侧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31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永清路街道整治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130 2021年7月



报表03：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发行时间（年/

月）

住建局 盐池县安居巷及其它道路部分破损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68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城区新建及改造垃圾转运站项目 垃圾处理（城镇） 一般债券 280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振兴社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其他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7月

交通局 盐池县马儿庄至雨强农村公路路面改造工程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400 2021年7月

交通局 盐池县灵应寺至井沟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7月

交通局 盐池县G211线（姚古塘）至杨儿庄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阎小口经余记梁至王圪垯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方山至南梁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186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大马线至李新庄村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110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钱家塬经汪家塬至王代夫掌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144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英雄堡至陈记壕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249 2021年5月

交通局 盐池县G338线至十六堡农村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311 2021年5月

农业农村局 2021年盐池县青山乡月儿泉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效节水）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般债券 313 2021年7月

盐池滩羊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盐池县滩羊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其他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5月

乡村振兴局 盐池县“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2021年发展项目 其他 一般债券 1212 2021年7月

乡村振兴局 盐池县2021年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库井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般债券 329 2021年7月

乡村振兴局
盐池县2021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巷道
和村道查漏补缺工程

其他 一般债券 2046 2021年7月

住建局 盐池县第五幼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 停车场建设 一般债券 14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第三小学西侧停车场工程 停车场建设 一般债券 11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青年创业园室外铺装维修改造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2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福州路巷道等提升改造项目 道路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盐州路沿街围墙、台阶等维修改造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40 2021年12月



报表03：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发行时间（年/

月）

住建局 盐池县居安小区西侧营业房等台阶维修改造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7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鼓楼街停车场等维修改造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4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后卫北路道路绿化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13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盐柳路道路绿化及生态停车场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北园街道路绿化工程 国土绿化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四小三角带空地绿化工程 国土绿化 一般债券 1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花马池街人行道改造工程（福州路-昫衍路） 道路 一般债券 4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花海巷道路及人行道提升改造项目 道路 一般债券 12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城区沥青油面修补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45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振兴路、福海巷道基础设施改造及道路维修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7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影院巷、耕读路等巷道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7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御景园、佳兴苑小区周边破损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工程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6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惠安堡高铁站站前广场及道路建设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500 2021年12月

住建局 盐池县民兵训练基地修缮改造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1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经九路延伸段道路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37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事故应急池建设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 一般债券 27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场地平整工程 产业园区基础设 一般债券 28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一混凝土道路及排水管线改造工程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一般债券 16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纬六路道路及雨污管线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70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经九路向北延伸至纬七路道路及雨
污管线改造工程

道路 一般债券 200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智慧园区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一般债券 130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三（青山）一期排水管线改造及雨污收集池建设项
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 一般债券 250 2021年12月



报表03：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债券性质 债券规模
发行时间（年/

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绿化项目 国土绿化 一般债券 1300 2021年12月

工业园区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宝塔）尾水收集池建设项目 产业园区基础设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12月

自然资源局 盐池县2018年造林绿化项目 生态储备林建设 一般债券 400 2021年12月

交通运输局 盐池县左记湾至苏步井公路 农村公路 一般债券 1000 2021年12月

教体局 盐池高级中学及第二幼儿园运动场改造建设工程 普通高中 一般债券 210 2021年12月

教体局 盐池县麻黄山乡幼儿园建设项目 学龄前教育 一般债券 160 2021年12月

文广局 盐池县革命历史纪念园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文化旅游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12月

文广局 盐池县明长城头道边（东门村至东郭庄村长城I段）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文化旅游 一般债券 120 2021年12月

县医院 盐池县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后续建设项目 公立医院 一般债券 700 2021年12月

中医院 盐池县中医医院发热门诊建设项目 公立医院 一般债券 120 2021年12月

中医院 车载PCR方舱实验室采购项目 公立医院 一般债券 300 2021年12月

农业农村局 2021年盐池县冯记沟乡叶儿庄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般债券 200 2021年12月

水务局 盐池县黎明调蓄水库工程 新建水库 一般债券 2400 2021年12月

水务局 盐池县三道井泵站机泵改造项目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一般债券 300 2021年12月

水务局 盐池县取水口计量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一期） 其他农林水利建设 一般债券 600 2021年12月

高沙窝镇政府 盐池县高沙窝镇高标准重点小城镇2021年建设项目 其他市政建设 一般债券 2000 2021年12月



说明 01：

关于盐池县 2021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
说明

2021年末，盐池县政府债务余额 262479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 228927万元，专项债务 33552万元。经自治区

人民政府批准，自治区财政厅核准盐池县 2021年末政府债

务限额 31733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80357万元，专项

债务 36982万元。盐池县政府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自治区

人民政府批准的限额内。

2021年度，盐池县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65324万

元，其中一般债务 65324万元，专项债务 0万元。



说明 02：

关于盐池县 2021 年度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
明

2021年度盐池县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40000万元，主

要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

交通等领域。具体项目如下：

盐池县第六幼儿园 900万元，盐池县第二中学建设项目

1000万元，盐池县人民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800万元，

惠安堡高铁站站前广场及道路建设项目 500万元，盐池县大

水坑镇公共租赁住房一期项目 1000万元，宁夏盐池县张家

场考古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1000万元，大水坑石膏产业扶

贫基地配套现代物流综合服务区项目 3000万元，盐池县再

生水管网建设工程 600万元，2021年盐池县城镇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项目 500万元，盐池县元华街道路及排水改造工程

110万元，盐池县古玩书画市场巷道硬化工程 150万元，

盐池县第六幼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 100万元，盐池县第五幼

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 100万元，盐池县城区基础设施零星维

修改造项目 140万元，盐池县盐林路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

350万元，盐池县盐州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340万元，

盐池县鼓楼街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 260万元，盐池县福州

路人行道维修改造工程 290万元，盐池县文化街区道路改造

工程 260万元，盐池县振远街道路两侧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310万元，盐池县永清路街道整治工程 130万元，盐池县

安居巷及其它道路部分破损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680万元，盐

池县城区新建及改造垃圾转运站项目 280万元，盐池县振兴

社区垃圾分类示范片区 200万元，盐池县马儿庄至雨强农村

公路路面改造工程 400万元，盐池县灵应寺至井沟农村公路

500万元，盐池县 G211线（姚古塘）至杨儿庄农村公路

500万元，盐池县阎小口经余记梁至王圪垯农村公路 500
万元，盐池县方山至南梁农村公路 186万元，盐池县大马线

至李新庄村农村公路 110万元，盐池县钱家塬经汪家塬至王

代夫掌农村公路 144万元，盐池县英雄堡至陈记壕农村公路

249万元，盐池县 G338线至十六堡农村公路 311万元，

2021年盐池县青山乡月儿泉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

效节水）313万元，盐池县滩羊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200万

元，盐池县“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2021年发展项目1212
万元，盐池县 2021年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库井灌区

节水改造工程 329万元，盐池县 2021年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巷道和村道查漏补缺工

程2046万元，盐池县第五幼儿园停车场建设项目140万元，

盐池县第三小学西侧停车场工程 110万元，盐池县青年创业

园室外铺装维修改造项目 120万元，盐池县福州路巷道等提

升改造项目 100万元，盐池县盐州路沿街围墙、台阶等维修

改造工程 140万元，盐池县居安小区西侧营业房等台阶维修

改造工程 170万元，盐池县鼓楼街停车场等维修改造工程

240万元，盐池县后卫北路道路绿化工程 130万元，盐池



县盐柳路道路绿化及生态停车场工程 200万元，盐池县北园

街道路绿化工程 100万元，盐池县四小三角带空地绿化工程

100万元，盐池县花马池街人行道改造工程（福州路-昫衍

路）400万元，盐池县花海巷道路及人行道提升改造项目

120万元，盐池县城区沥青油面修补项目 450万元，盐池

县振兴路、福海巷道基础设施改造及道路维修工程 700万

元，盐池县影院巷、耕读路等巷道基础设施改造工程 270
万元，盐池县御景园、佳兴苑小区周边破损基础设施维修改

造工程 260万元，盐池县惠安堡高铁站站前广场及道路建设

500万元，盐池县民兵训练基地修缮改造项目 210万元，

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经九路延伸段道路改

造工程 370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事

故应急池建设项目 270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

沙窝北）场地平整工程 280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一

混凝土道路及排水管线改造工程 160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

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纬六路道路及雨污管线改造工程 700
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经九路向北延

伸至纬七路道路及雨污管线改造工程 2000万元，宁夏盐池

工业园区智慧园区项目 1300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

三（青山）一期排水管线改造及雨污收集池建设项目 250
万元，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绿化项目 1300万元，宁

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宝塔）尾水收集池建设项目 200
万元，盐池县 2018年造林绿化项目 400万元，盐池县左记

湾至苏步井公路 1000万元，盐池高级中学及第二幼儿园运



动场改造建设工程 210万元，盐池县麻黄山乡幼儿园建设项

目 160万元，盐池县革命历史纪念园旅游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项目 200万元，盐池县明长城头道边（东门村至东郭庄村长

城 I段）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 120万元，盐池县人民医院

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后续建设项目 700万元，盐池县中医医院

发热门诊建设项目 120万元，车载 PCR方舱实验室采购项

目 300万元，2021年盐池县冯记沟乡叶儿庄村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 200万元，盐池县黎明调蓄水库工程 2400万元，

盐池县三道井泵站机泵改造项目 300万元，盐池县取水口计

量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一期）600万元，盐池县高沙窝镇高

标准重点小城镇 2021年建设项目 2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