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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咸阳路污水处理厂管网配套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近年来，天津市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本市实际情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中

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等要求，制定了《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一基地三区"的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五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千载

难逢，发展潜力巨大。《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的具体内容见附件，各专项规划的详细内容参见天津市

政务信息公开网和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一、基本情况 

天津市地处海河、滦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湾，是环渤海地区

的经济中心。天津市的建设和发展一直坚持人口、经济、社会、环

境和资源相对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增强城市功能，充分发

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努力把天津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

科教发达、设施完善和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

的经济中心。近年来，天津市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综

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应发展。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和提标工程的建设对于加强天津市区内

水资源的保护，治理区域水系及渤海湾的污染，推广生态农业，防

止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工程的建设势在必行。 

再是单按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污水处理厂提标建设

以后，污水厂不应一的污染物削减中心，而是水资源中心，还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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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能源中心和营养中心，为改善水环境，补充水资源，提高本地区

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污水处理厂应由生态“负资产”成为生态“正资产”，污水厂

不应再是新的污染源，而是要最大限度的消除“邻壁效应”，实现

环境友好，提升自身生态景观价值及周边土地价值。 

同时为了解决缺水问题需要同时采取节流和开源措施。节约用

水、降低工、农业用水量，无疑将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水资源策

略，但节水毕竟是有限的，从长期来看用水是呈稳定增长趋势，因

此解决缺水问题最根本的还要靠开源。人们对污水是一种可再利用

的水源，是一种不随季节变化的稳定水源的观点已经达成共识，污

水回用势在必行。我市已经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根据国家标

准，最大限度的利用处理后的污水，扩大再生水的应用范围，扩建

再生水厂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厂外配套管网工程的建设是实现污水收集处理和再生水输送至

用户的先决条件，是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及再生水厂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1）是保证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及再生水厂工程稳定运行的需要。

近几年天津城区发展快速，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污水量随之增

大。为解决城市发展和建设带来的污水量增加的问题，必须增加城

市污水处理能力，本工程建设收集环内部分及西青环外污水的污水

管道，将污水送至新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同时污水经深度处理

成为再生水后经再生水管道送至回用水用户。 

（2）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 

为保证人民生活，包括污水处理、污水收集、再生水处理、再

生水输送设施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

工程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同时为人民的城市生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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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便利。 

（3）本工程建设完成后，改善了人民居住环境，提高了生活质

量，促进城市对外招商引资、促进地区的发展，有利于保持经济持

续稳定的增长。 

（4）改善城市水环境的需要  

厂外配套管网工程的建设为河道补水、促进城市水循环、改善

城市水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方保证。 

单位：亿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已使用专项

债券资金

规模

2019 年计划

使用专项债券

规模

计划使用本

期债券资金

规模
1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及再

生水厂迁建工程及厂外
49.49 0.00 23.67 6.00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建设情况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是国家环保部督办重点项目，配套管

网工程自现状咸阳路污水厂至规划新建污水厂（独流减河与陈台子排

水河夹角处），其中一条污水管道长 20.78Km（管径 d2800-d3200）；

两条中水管道（管径 DN1000、DN1200）长 34.788Km；全线设一座污水

泵站，一座中水泵站。污水泵站（8.3m3/s）占地面积约 4145m2，泵站

主体为 8250m3，设有管理用房、变配电间、设备间；中水泵站（0.972 

m3/s）占地面积约 9600 m2，清水池 20306m3，设有泵房、设备间、加

氯间等。管道路径沿线从起点至终点依次穿越的道路或地铁为：万卉

路、海泰北道、津静公路、规划地铁 11号线位、海泰南道、地铁三号

线（学府工业区站和杨伍庄站区间）、津沧高速、赛达大道、津涞公

路、津文公路、荣乌高速津文站进出口道路、毛条路、团泊大道、荣

乌高速、南环铁路。（12条道路，2条地铁，1条国铁）。管道路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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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从起点至终点依次穿越的河道为：东西排总渠、西大洼排水河、自

来水河、南丰产河、程村河、津文公路南侧河道、陈台子排水河及独

流减河（8条河道）。 

（二）项目投资情况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提标工程总投资 241,005.54 万元，资金

来源为国内银行贷款 72,305.54 万元，自筹及其它资金 168,700 万

元。 

咸阳路再生水厂迁建工程总投资 22,843.52 万元，资金来源为

国内银行贷款 15,900 万元，自筹及其它资金 6,943.52 万元。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总投资 231,094.78 万元，资金

来源为国内银行贷款 161,766.346 万元，自筹及其它资金

69,328.434 万元。 

（三）项目融资计划 

该项目总投资约 494,943.84 万元（包含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迁建

提标工程 241,005.54 万元、咸阳路再生水厂迁建工程 22,843.52 万

元、咸阳路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总投资 231,094.78 万元），其

中自筹资金 148,482.84 万元，计划筹资 346,461.00 万元，现阶段

已使用银行流动贷款 109,735.00 万元， 2019 年计划使用专项债

券资金 236,726.00 万元（本期债券拟发行 60,000.00 万元）。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2016 年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第 51 次）》中规定：咸

阳路、东郊两厂迁建提标工程、配套再生水厂及污水、再生水管

网工程，由市政府授权城投集团作为建设主体筹资实施，测算原

厂址土地出让金扣除周边集体土地征地补偿费、土地补偿收益、

四项政策性成本和政府净收益 36%刚性支出后，用于资金平衡，

剩余资金用途另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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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地块北至紫阳道，东至万卉路，南至海

泰北道，西至星光路。总用地面积 1050 亩，可用地面积 735 亩，

容积率 2，规划总建筑面积 98 万平方米。根据出让地块初步规划

情况和西青区土地市场出让情况，预计债券存续期第十年开始，咸

阳路污水处理厂地块陆续开始出让，预计可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98

亿元，扣除四项基本政策成本及政策性基金，可用于偿还项目融资

本息的收入共计 735,442.42 万元，预计土地出让收入对总融资成

本的覆盖倍数为 1.13，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保障程度较

高。出让收益情况如下： 

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当年新增

本金 

当年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东郊

污水

处理

厂及

管网

配套

工程 

2016   148,482.84   148,482.84     

2017 148,482.84  109,735.00   258,217.84 11,361.59  11,361.59

2018 258,217.84      258,217.84 11,361.59  11,361.59

2019 258,217.84  236,726.00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0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1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2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3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4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5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6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7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21,777.54

2028 494,943.84    494,943.84  21,777.54  516,721.38

  合计     494,943.84   240,498.58  735,442.42

 

可偿债资金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咸水沽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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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出让收入 980,000.00

2 四项基本政策成本 63,700.32

2.1 铁路建设费 9,800.05

2.2 市容环境管理维护费 29,400.15

2.3 平衡费 14,700.07

2.4 市政基础设施费 9,800.05

3 政府收益（1*25%） 245,000.00

4 政策性基金（3*36%） 88,200.00

5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 828,099.68

关收益（1-2-4） 

6 融资本息合计 735,442.42

7 
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1.13
覆盖倍数 

 

四、项目相关风险 

（一）自然条件风险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及再生水厂迁建工程实施难度受区域内地

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区域内水系、生物链等自然条件影响较

小。但本项目涉及范围较广、实施周期较长，若自然条件出现较

大程度的变化，将可能导致项目实施方案或实施进程进行相应的

调整，进而引起投资额度增加、项目实施周期加长等不良后果。 

（二）项目管理风险 

若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管理机制不完善、与各级管理部门

沟通协调不畅、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致项目进度慢、实

施效果不佳，将对本项目的整体开展造成影响，进而到项目收益

无法如期实现。 

（三）工程进度风险 

该项目地处西青区，此前其他项目实施期间有民扰的情况发

生，同时该项目配套管网工程需穿越配套管线密集区域，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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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单位工程切改滞后等因素将导致项目进度延缓或停滞，影响

项目施工进度。 

（四）收益波动风险 

该项目的收益完全取决于该项目出让地块未来出让土地收入。

近年来，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我

国出台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房地产政策由

此前的支持发展转向抑制投机，西青区房价虽不高，但受到整体

调控影响，如果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将对该项目未来的土

地出让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五、项目实施单位情况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贯彻国家投资体

制改革的要求，根据中共天津市委《关于组建天津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津党[2004]17 号）和天津市人

民政府《关于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批

复》（津政函[2004]180 号），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于 2004 年 7 月

23 日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 

经公司 2008 年 12 月 30 日董事会决议并经天津市国资委以

《关于同意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金的批复》（津国资产权[2009]12 号）、天津市住建委（原市

建委）《关于同意天津城投集团调增注册资本金的函》（建经

[2009]116 号）文件批准：同意公司将相关资本公积转增为资本

金，至此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61 亿元增加为 677 亿元。五洲松德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五洲

松德验字[2009]0119 号）表明：截至 2009 年 6 月 8 日止，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77 亿元，累计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677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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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7 日，经天津市国资委以《市国资委关于同意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调整经营范围及注册资

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津国资法规[2016]34 号）文件批准：

同意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对房地产业、金融业进行投资及管

理服务”和“股权投资”；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112,110 万元，至

此注册资本金由 677 亿元增加至 688.211 亿元。 

2018 年 12 月 5 日，经天津市国资委以《市国资委关于同意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

司章程的批复》（津国资法规[2018]43 号）文件批准：同意增加

注册资本 138,159 万元，至此注册资本金由 688.211 亿元增加至

702.0269 亿元。 

在工商局变更营业执照后，经营范围是：以自有资金对海河

综合开发改造、地铁、城际铁路、城市路桥、高速公路、污水处

理、供水、供热、垃圾处理、停车场（楼）、地下管网、公园绿

地等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及其配套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对房地产业、金融业进行投资及管理服务；政府授权的土地整理、

区域开发；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性建设、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

和市政公用类工程项目管理；投资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建

设开发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基础设施租赁以及公用设施项目开

发经营；经政府授权进行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建设投资咨询（以

上经营范围涉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限期限内经营，国有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六、目前进展情况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工程污水管道灌注桩完成 4453 根，

完成 99%；水泥搅拌桩完成 32.6 万延米，完成 87%；基坑完成

109 个，完成 95%；管道顶进完成 14 公里，完成 65%；管材生产



9 

完成约 18 公里，完成 85%。泵站工程部分的污水泵池底板和侧墙

均已完成；中水池完成全部灌注桩施工。 

七、下一步计划 

污水管道 3 月底全线贯通，检查井 4 月 15 日全部完成。中水

管道计划 5 月中旬管道铺设完成，检查井计划 5 月底完成。污水

泵池计划 3 月中旬完成；中水泵池主体 4 月底完成，5 月底完成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附属用房计划 5 月底完成，庭院及围墙等附

属设施计划 6 月底全部完成。陈台子排水河出水口计划 3 月底完

成主体工程；独流减河出水口计划 5 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其他附

属设施计划 6 月底全部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