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坛速递2015年12月4日，第一届中国PPP融资论坛在上海举行。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是指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合作经

营模式。在合理有效的PPP模式下，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安排，达成
一种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发挥公私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汇
聚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主办方希望搭建起一座项目与资本的连接桥梁，推动PPP项
目落地，促进PPP更规范地整合各方参与。

财政部及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市发改委和上海市财政局等相关领导出席，国内外众多
PPP及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本版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孙竹芗

用国际经验来看，其实把英国二

十几年、三十几年的PPP案例加起来

可能也就一千来个。我们一年推出

了一千多个，各个地方快马加鞭的，

这本身有点不太正常。不可能每个

PPP项目都那么轻而易举。

我觉得 PPP 可以用另外一种说

法，即公共服务提供的合作伙伴。

如果只讲公私合作或者公私合

营，那合作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供一

些实实在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

共产品有外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就

要求回报合理，而不是暴利。围绕公

共产品提供，再去说改革方式，还有

契约精神，然后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方

式的改变来倒逼很多行政改革。

从动机来说，短期来看，PPP是为

了解决融资问题，为了解决去杠杆的

问题。如果找不到一种融资方式，让

市场恢复信心，让市场找到有效的投

资，那么就会陷入萧条和衰退，这对

中国来说不可接受。从障碍来讲，匹

配需求不对称，但是从克服障碍的资

源看，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看到的落地困难，第一是法律，

事后救济到底用民事法，还是行政法？

第二在特许经营里要不要排他性竞

争？第三是土地方面，其实很多PPP土

地收益，国土资源部那边要公开招拍

挂，短期之内是有很大的障碍。如果把

它作为一个长期事业来看，成熟一个做

一个，PPP能够在中国顺利展开。

PPP就像一场足球赛，上半场通

过科学规范、充分竞争的方式选择一

个最有能力的资本项目人，下半场最

关键的是要解决融资的问题。

目前，PPP存在着很大的挑战：

第一，很多政府部门对PPP还是以融

资为主，并没有做到一种根本的变

革；第二，政府机构能力和社会资本

机构能力都很弱；第三，PPP的市场

突然放大，专业机构对PPP新的内涵

还把握不住，理论和专业研究走在实

践的后面，包括物有所值的定量分

析、风险分配的管理架构、财政承诺

和预算管理、预算的长期财政可承受

力、融资股权、融资混合以及债券证

券化等问题。

我认为，改革可以解决活力和动

力的问题，只要改革就能促进发展。

PPP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

规范、透明、公开的PPP大市场，而且

中国在三年内会成为全球最大的

PPP市场。

政府的财政管理需要
与PPP投资机制挂钩

□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 焦小平

在PPP融资过程中，大家存在一

些困惑，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

是看不透。很多金融行业人士表示，

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模式存在信息不

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中包

括项目投资关键信息的获取较难、项

目披露不及时等。其次是看不准。

也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合理回

报、政府履约和退出难的问题。

为此，我们尝试提出几个对策：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一方

面，建议对内容披露作出明确的规

定，以此来约束地方政府主动披露信

息，保证投资人和金融机构获得全面

的信息。另一方面，建议建立地方政

府的信用评级制度，支持相关中介机

构开展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业务，为

投资人和金融机构的PPP投资奠定

良好的基础。此外，建议将PPP的履

约情况纳入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考

核，以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

同时，完善投资管理与退出的

相关机制。首先，完善 PPP 的融资

市场，积极吸引和整合金融资源，构

建涵盖股权投资、信贷、担保、保险

的多层次 PPP 融资市场。其次，拓

展社会资本的退出渠道，建议加快

PPP 融资二级市场的融资建设，形

成PPP股权、债权证券化，丰富社会

资本的退出渠道。第三，调整投资

理念，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结合

PPP 项目的特征，开发适合 PPP 项

目的金融产品，完善和修正一些风

险政策和审批标准。此外，要发挥

中介机构的专业作用，提高 PPP 项

目的融资效率。

投资者对PPP
依然心存疑惑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聂敏

兴业银行在 PPP项目方面的实

践比较早，例如：能效金融、绿色货

运、水环境治理、碳金融等方面，用的

模式与PPP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项

目由社会资本承担，改造建成以后的

收入用于偿还银行的融资，同时社会

资本也获得了利润。

我认为，商业银行参与 PPP，是
全生命周期的参与，即从项目的采

购、公司设立，到项目建设、项目移

交，都可以有相应的产品对接。

PPP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机遇，同时

也带来挑战，不过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我认为，PPP促进了商业银行自

身的转型，传统的信贷、资本市场的

不少工具，如资产管理、理财、私人银

行客户等，都可以跟PPP对接。PPP
项目促进商业银行从传统存贷向综

合服务的金融商转变，而对于项目的

管理、评估来说，也有转变。

PPP促进
商业银行自身的转型

□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 顾卫平

信托最擅长的是金融创新和整

合社会资源，具体表现为：首先，到

目前为止，信托仍然是商业银行和

保险资金对项目进行投资的重要通

道。由于国家关于金融有一系列法

律法规及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和

保险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到股权投资

领域。现在，大部分的保险资金和

银行资金在进入股权投资的时候，

使用的还是信托通道。其次，这些

年来，信托公司的业务一直没有离

开过基础设施。过去十多年，信托

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主要集中

在政府的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

PPP 项目中，信托完全可以有更深

的参与度。第三，信托本身具备强

大的融资功能，可以通过信托的方

式实现一定的资金融通。第四，在

现有的法律法规下，信托本身就是

一个天然的 SPV（特殊目的机构）。

理论上，设立一个信托，可以涵盖基

金的所有功能。第五，信托还可能

会有一些税收方面的优惠。

信托是基础设施建设
“老朋友”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文桥

PPP的好处就是稳定，而且合作期

限非常长。通常情况下，带融资需求的

要二十年到三十年。因为融资现在进

一步下调了固定资本资本金的比例，所

以设计项目的时候要考虑金融机构能

不能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轮

的PPP推进中，除了社会资本也要关注

金融机构。但如何保证各方诉求的统

筹平衡？应该通过多轮市场测试摸到

实处，保证事情一做就做成和落地。这

里面，包括集团公司的财务公司、金融

租赁的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

因为 PPP的项目领域很广，每个

项目结构都不太一样，因此这里面最

难做的就是信用建设。具体来说，PPP
比较难落地，主要有以下几个困难。

第一，法律法规建设不配套。尽

管现在从发改委体系、财政部体系都

在推行，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包括税收

等有一系列法律问题。我们现在要做

一些示范性项目，通过这些案例的运

作来找到解决方案。

第二，风险控制和风险辨识还非

常困难。在全生命周期里，会出现不

可预见的风险点。这里面有政府的，

也有自然条件的，有人们持不同意见

的很多东西，风险识别会非常困难。

第三，利益分配困难。特别是没

有一个标准，怎样让社会资本得到一

个合理回报？上海的PPP中心比较齐

全，有政府部门，包括财政、发改委、商

务委，有投资施工企业，有社会资本，

有智库，有律所，还有银行等等，但是

在总体间的利益分配还比较难。政府

层面可能既想马儿跑得快，也希望马

儿少吃一点料。社会资本则想借一个

很好的风口，获得更大的回报。PPP
不仅仅是一个融资问题，它要解决一

个运营效率的问题。

第四，契约精神困难。契约精神不

足，对于政府、对于社会资本都是存在的。

第五，主体培育困难。在目前金融

界面临强大的追责机制下，与国有和央

企打交道，我们感觉更“靠谱”一点。

讲几个解决方案：第一，建立基

金。金融服务第三产业，能不能打造

一个 51%国有或者央企控股的，完成

全生命周期的主体？我个人是比较反

对退出的，当然可以设计退出的条件，

完善市场建设。第二，推广模式。建

设市场，是协会的问题，还是PPP中心

的问题？PPP物有所值，有哪些合格

的机构能够来评价？包括法律、会计

这些机构，能否为进入PPP市场提供

完整的增值服务？我们是否可以建立

一个上海模式，在PPP项目中提供金

融支持，特别是“走出去”的PPP实践

当中，以取得一些成果。

■于柢东 国开行上海分行规划发展处处长

■罗桂连 保监会投资监管处主任科员

实际上，PPP不仅是落地难，签约

以后执行更难。从很多案例，包括

PPP的老家英国来看，比如英法海底

隧道、英国的铁路改革等等，都有很多

失败的例子。上海PPP做得比较早，

1995年开始施行，在执行过程中每个

项目都有很多磕磕碰碰，因为上海政

府契约精神的意识比较强，才没有出

现鸡飞狗跳的事情。

PPP是一个机制，有的只是一些

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物有所值、全生

命周期的综合成本最优化、利益之间

的分配合理平衡，它并没有一个商业

模式。PPP的每一个项目，都要量身订

作。如此复杂的机制，推动一个项目，

从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移交要长达

二十年到三十年。所以，首先要找到

合适的人，第二要找到合适的机制。

签协议可以使项目成本、费用包

括相关的操作程序达成一致。PPP投

资者应该是一个联合体，PPP属于资

本、技术和管理密集型，必须要专业机

构支持，但专业机构全部来做重资产

的项目，是没有办法在资本市场或者

在别的地方体现价值的，所以专业机

构必定会找一些财务投资者进行合

作。第一个阶段，即建设期风险相对

比较高，这时候需要预期高风险、高收

益机构，包括有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

来做项目融资。等到项目进入稳定运

营后，就要找风险承受能力低，追求稳

定回报的合作者。

PPP其中一个“P”相当于有效政

府项目提供者，另外一个“P”是有效

的高质量公共产品供给者，还有一个

“P”是秉承契约精神的合作机制。

上海比较早开展 PPP的工作，二

十多年前，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就开

始了项目招商。这一轮PPP推进，我

们上海应该是一个转型升级期，而PPP
落地比较难，经验和教训有几个方面：

一、政府转型难。以前政府是公

共产品直接的供应者，现在要转型为

社会资本的合作者和PPP项目的监管

者，角色变化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

政府主要负责政策制定、发展规划、市

场监管和指导服务。在社会资本来

看，它也要承担一些建设、运营、维护

的相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

企业的界定就比较难。

二、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利益

划分比较难，政府应该承担法律政策，

还有最低需求的风险，特别是现在提

出供给侧的管理，对政府提出了一些

新要求。而社会资本也要承担包括项

目设计、建设、运营整个过程中的风

险，尤其用当前的形势预估未来二十

年的投资收益，在利益分配中又要划

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利益所得，也是

比较难的过程。

三、科学的评估。物有所值的判

定也比较难。比如说，物有所值到底

有哪些指标体系？国际经验在我们这

里怎么落地？而且财政还要风险管

控，现在财政开始管三年的预算计划，

要管到二十年之后，对政府也是很大

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信息

公开，对于行业管理成本的规制，还有

成本的监审也要逐渐公开，这对于公

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提出了资本判定和

资本引入的考量。所以，在PPP的过

程中，应该还是一个积极稳妥有序推

进的过程。当然敢问路在何方，我们

上海一定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张方 上海市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

■陈杰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

■济邦咨询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 徐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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