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坪山区 2020 年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
公开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现将坪山区 2020 年

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相关信息公开如下：

一、坪山区地方政府债券总体情况

2018 年至 2019 年，市政府代我区发行了六期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分别为：

（一）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

（二）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三）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

期）；

（四）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治水提质专项债券(一

期)；

（五）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水污染治理专项债券（一

期）；

（六）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

期）。

二、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

该债券发行规模 5 亿元，所募集的债券资金用于坪山高

新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及城投智园项目建设（2019 年 10 月

我区按程序将该期债券全部调整用于坪山高新区综合服务

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高新区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深圳市



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

（一）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高新区项目已实际使用债券资金 5 亿

元。

（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高新区项目已竣工，项目包含会展中

心和附属酒店。会展中心暂未营业，附属酒店已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开业，城投公司已委托深圳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

（三）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项目收益方面，项目营业收入 4,371.80

万元，利润总额-1,628.22 万元，期末资产总额 4,277.82 万

元；项目对应形成资产方面，项目已形成开发成本约

185,059.12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工程进项税）约 13,143.53

万元。

三、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和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安排用

于坪山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器园区及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区项目 5.2 亿元

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发行规

模 15 亿元，所募集的资金安排用于坪山生物医药产业加速

器园区及坪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项目（原名生物医药企业

加速器二期项目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中部启动区项目，

以下简称加速器项目和新能源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深圳



市坪山区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服公司）。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发

行规模 15 亿元。2019 年 10 月，我区按程序调整 2019 年深

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用途，安排加速

器项目和新能源项目使用债券资金 5.2 亿元，项目实施单位

为产服公司；坪山区水污染治理（二期）项目使用债券资金

1 亿元，项目实施单位为坪山区水务局；深圳市平乐骨伤科

医院业务用房购置项目使用债券资金 8.8 亿元，项目实施单

位为坪山区卫生健康局。

因此，2018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二期）

和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安

排用于加速器项目和新能源项目（5.2 亿元）相关情况如下：

（一）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专项债券资金支出共 60,954.78 万元，

其中加速器项目支出 21,852.95 万元，新能源项目支出

39,101.48 万元，手续费支出 0.35 万元。

（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1）加速器项目。产服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竞得加速器项目土地使用权，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开工建设，项目土方共计约 150 万 m³，累计完成 123.53

万 m³，占总量的 82.35%。基坑支护系统，除预留坡道下方没

有施工外，全部施工完毕。（2）新能源项目。产服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成功竞得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中部启动区

内 G14301-0111 和 G14301-0112 地块，用于规划建设新能源



项目。G14301-0111 宗地将向北京理工大学提供 10 万平方米

载体空间，用于北京理工大学深圳汽车研究院项目。该项目

建设方案采用市政府出资采购设备和区政府注资，产服公司

负责建设的方式。现已完成项目围挡、清表、初勘、现状航

拍、管线探测、地形测量等前期工作。G14301-0112 宗地已

完成项目围挡、清表、初勘、现状航拍、管线探测、地形测

量等前期工作。

（三）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加速器项目及新能源项目均处于建设

期，暂未形成收益。加速器项目和新能源项目已形成在建工

程约 167,271.91 万元，其中，加速器项目 106,379.7 万元，

新能源项目 60,892.21 万元。

四、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治水提质专项债券(一期)、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水污染治理专项债券（一期）和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安排用

于水污染治理二期项目 1 亿元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治水提质专项债券(一期)发行

规模 3.5 亿元，用于治水提质项目；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

水污染治理专项债券（一期）发行规模 5 亿元，用于水污染

治理项目。治水提质项目和水污染治理项目包含 12 个相同

的子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坪山区水务局。

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调

整用于水污染治理（二期）项目 1 亿元。水污染治理（二期）

项目包含 33 个子项目，与治水提质项目和水污染治理项目



包含的子项目均不同，项目实施单位为坪山区水务局。

（一）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债券资金支出共 95,000 万元。资金使

用情况详见《2017 年-2019 年末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收

支情况表》。

（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项目涉及的各子项目均还在建设中。

各子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情况详见《2017 年-2019 年末发行

的新增专项债券情况表》。

（三）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项目关联的用于保障项目还款能力的

地块未出让，暂无项目收益。治水提质、水污染治理项目已

形成在建工程约 223,200 万元；水污染治理（二期）项目已

形成在建工程约 94,600 万元。

五、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产业园区专项债券（一期）

安排用于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业务用房购置项目使用债

券资金 8.8 亿元

深圳市平乐骨伤科医院业务用房购置项目实施单位为

坪山区卫生健康局。

（一）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平乐骨伤科医院业务用房购置项目债

券资金支出共 8.8 亿元，安排该项目的债券资金全部使用完

毕。

（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坪山区卫生健康局已和出让方签订收

购协议，支付第一笔购置款，并将该业务用房移交建设部门

进行改造装修，暂未投入运营。

（三）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项目未投入运营，项目未取得收益。

项目已形成在建工程约 88,009.9 万元。

六、2019 年深圳市（坪山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

该债券发行规模 10 亿元，所募集的债券资金用于坪山

土地储备项目（包括田心社区树山背居民小组土地整备利益

统筹项目和沙田二期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以下简称树山

背项目和沙田二期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坪山区城市更新

和土地整备局。

（一）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坪山土地储备项目使用债券资金共计

10 亿元（其中树山背项目使用 2 亿元、沙田二期项目使用 8

亿元），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树山背项目安排使用的 2亿债券资金已全部用于轨道交

通 16 号线及高新南田心较大面积产业空间拆迁补偿，沙田

二期项目安排使用的 8 亿债券资金已全部用于轨道交通 14

号线及高新北较大面积产业空间拆迁补偿。

截至 2019 年底，树山背项目已完成整备土地约 0.72 平

方公里，签约建筑 669 栋（处），建筑面积约 31.98 万平方

米；沙田二期项目已完成整备土地约 0.51 平方公里，签约



建筑 1,289 栋（处），建筑面积约 54.3 万平方米。

（三）项目收益及对应形成的资产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该项目关联的用于保障项目还款能力

的地块未出让，暂无项目收益。树山背项目已形成资产 10.58

亿元，完成整备 0.72 平方公里；沙田二期项目已形成资产

15.33 亿元，完成整备 0.51 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