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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之替，迅若惊雷。
在经济周期的轮转中，稳

增长迅速成为时下最急迫的任
务。从国家层面的“一带一
路”，到各省市频出的大型建设
项目。

2015年4月8日，郑州市
举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
郑州市公布了32个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1126.3
亿元。其中 7个项目现场签
约，总投资353.8亿元，并与意
向社会资本签署了10个框架
协议。

这还只是首批项目。
据2015年郑州市政府工

作报告，2015年拟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6200亿元，此次推出的
32 个 PPP 项 目 ，总 规 模 超
1100亿元，几乎占到全年计划
投资额的17%。

郑州市推广运用PPP模式
的步骤是：2015年-2016年选
取轨道交通、供水、污水处理等
收费定价机制透明、有稳定现
金流、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进
行试点探索；2017年将在智慧
城市、体育、医疗、养老服务设
施等领域引入PPP。

事实上，河南省以投资拉
动增长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晰，
当然，这也是整个国家的思路。

2014年河南省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3万亿元，占全年全
省 3.49 万 亿 GDP 总 额 的
85.96%。根据2015年河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固定资产

投资将增长16%，达到3.48万
亿。这其中，8000个重大项目
的有效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

3月中旬，河南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扩大有效投资“双
十”行动计划》，谋划实施十大
工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建设工程，加快建设郑州机
场二期工程、菜鸟网络中国智
能骨干网、富士康航空港区项
目等136个项目，全年完成投
资400亿元左右。

粮食安全保障及现代农业
促进工程，重点实施900万亩
高标准粮田、基地型农产品物
流园区等610个项目，全年完
成投资470亿元左右。

先进制造业提升工程，重
点实施宇通客车第三客车厂、
中原电气谷智能电气装备等
1579个重大项目，全年完成投
资3800亿元左右。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
程，重点实施辅仁药业郑州医
药生产基地等477个项目，全
年完成投资1200亿元左右。

高成长服务业提速工程，
加快实施郑州华南城、中国动
漫之都(洛阳)产业园等975个
项目，全年完成投资2830亿元
左右。

城镇基础设施扩能增效工
程，重点实施49万套保障性住
房、南水北调受水城市配套设
施等1186个项目，全年完成投
资3020亿元左右。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

设工程，重点实施郑万铁路、郑
合铁路、郑徐客运专线等362
个铁路、高速、干线公路、水运
项目，全年完成投资860亿元
左右。

能源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加快实施中石化洛阳
1800万吨炼油、中国移动4G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三
期等179个项目，全年完成投
资810亿元左右。

生态环保治理工程，着力
推进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丹江口库
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程
等818个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540亿元左右。

民生改善工程，深入实施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扩充城镇义务教育五年计
划、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设施建设等1626个项目，全年
完成投资720亿元左右。

同样在3月中旬，河南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2015
年河南省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
行动方案》。按照《方案》目标，
2015年河南省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8.8%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17%,服务业占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34%。

引人注目的是，《方案》中
2015年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
资计划完成 4600 亿元！而
2014 年这个数字是 4375.71
亿元。

河南多策并举驱动有效投资
经济大环境“多空”因素交织之际，投资依然被看作稳增长的最直接有效之手段

扩投资、稳增长的鼓点铿
锵而来，但与以往历次经济低
谷时，地方政府几乎是一致的

“加码基建”的动作不同，这一
次的“扩投资”，地方政府都有
鲜明的市场主导特色。

“政经学界比较一致的看
法是，国企改革看山东，投融资
改革看河南，河南这一次的投
资加速，一开始就有金融机构

从创投到银行贷款等一整条金
融产业链的支持，还是很有亮
点的。”北京鑫瑞财富管理有限
公司首席顾问李刚健教授说。

比如说，在2015年4月8
日，郑州市举行的“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推介暨签约仪
式上，闪亮登场的就有一系列
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

其中，郑州市政府分别与

中建深铁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
金、平安郑州城市发展产业投
资基金签约，而作为现场7个
签约项目中唯一同时签约两个
项目的金融机构，中信银行郑
州分行联合中信产业基金分别
与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等
机构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这
也是PPP中信模式首次在河南
落地。

“现在经济看投资，投资
看基建，基建靠政府，政府靠
融资。”一位银行高管说，尽管
在后“43号文时代”政府对于
以PPP模式加码投资的热情
高涨，但银行依然保持着足够
的审慎。

“‘43号文’成为地方政
府与商业银行关系的转折
点。从原来一个谋求经济增
长一个扩大经营规模的互惠
互利关系，转变为两者都需要
依照市场化方式来经营并维
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
样的转变过程中，博弈在所难
免。而契约精神成为促成两
者合作至关重要的纽带。”该
高管说。

中银国际编写的《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新规及银行对相
关业务的风险控制》认为，
PPP存在期限和还款两大风
险：PPP均是公益性项目，相
比一般贷款期限更长。项目
期内银行面临的政策环境、市
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将首先
对银行安全形成影响；偿还项
目贷款，一方面除了项目自身
的经营收入，还需要政府通过

“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或财
政补贴”等予以支持方能偿还
融资。但涨价需要听证会，很
多情况下政府想涨价却又因

“民生”而不敢涨价。商业银
行能否以“政府没有按约定涨
价”来要求他们履行还款责
任？

而在清华大学建设管理
系王守清教授的调查里，绝大
部分的企业家和民企，在参与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最
大的顾虑则是政府不守信
用。“在合同制定上，法律上有
两派争议，一派是特许经营合
同，到底是商务合同，是民事
合同，还是行政法。如果是行
政上的东西，作为投资者，只
能是行政复议，还是政府说了

算。如果是民事合同，那就是
我跟你政府是平等的，我们可
以打官司。这是最大的问题，
法学界也有争议。”

回头看已经实施的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失败
案例也不在少数。

比如说在廉江中法供水
厂项目中供水量和水价都未
达到当初合同规定的标准；杭
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和鑫远闽
江四桥则是由于出现了竞争
性项目而政府又无法按约定
给予补偿。

“PPP要求政府改变自身
定位，由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
者转变为项目的合作者和监
督者，并严格遵守契约精神。
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
现实的考验。”九鼎德胜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
博士对记者说。

而河南省政府亦已经意
识到了这一点。

“专项清理不利于社会资
本进入重点领域的政府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切实保护社会
投资的合法权益,创造公平竞
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开
展重点领域社会资本投资项
目外部环境专项治理,协调解
决项目实施中的征地拆迁、安
置补偿、交叉建设等重大问
题,促进项目顺利实施。减少
和规范涉企收费,严查乱收
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行为。
省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强化指导培训、组织现场交
流、推广典型经验和加强督促
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到位;对重点领域吸引社会投
资情况及存在的重大问题,要
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
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
社会投资的实施意见》的最后
这样强调！

□本报记者 刘方 文 李文波 摄影

稳增长 鼓点铿锵

投融资改革看河南

几乎在紧锣密鼓地发布
大型项目引入民间资本的同
时，3月19日，河南省政府官
网正式公布《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
制鼓励社会投资的实施意
见》。

业内人士评价，这份《意
见》是将“所有政策允许的办
法几乎都用到了”。

比如说，《意见》开门见山
地说，“在生态环保、农业和水
利工程、市政基础设施、交通、
能源、信息和民用空间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实
行统一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
投资主体创造平等机会。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的重
点领域项目,与国有投资项目
享受同等政策待遇”。

国有投资项目不再享受
特权，仅此一项，就是了不起
的进步。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排污
权、收费权、集体林权、特许经
营权、购买服务协议预期收
益、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
贷款等担保创新类贷款业
务。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开展
工程供水、供热、发电、污水垃

圾处理等预期收益质押贷款
业务,允许利用相关收益作为
还款来源。鼓励金融机构对
民间资本举办的社会事业提
供融资支持。鼓励担保公司
扩大资本金规模,加强与银行
合作,开展融资性担保业务,
促进重点领域建设项目贷款
投放。完善省、市、县(市、区)
共同参与的全省再担保网络
体系,完善再担保机制,逐步
扩大重点领域项目贷款担保
规模。”

“支持省内企业与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等金
融机构合作,在重点领域选择
流动性不强但可产生预期稳
定现金流的企业应收款、信托
收益权等财产权利,以及基础
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或不
动产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授
权通过打包、评级等手段,发
行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
为偿付支持的证券,回收现
金,再投入重点领域。”

更是将金融创新具体化
地写进文件，用金融业内人士
的评价来说，就是，“可操作性
之强，思路和视野之开阔，是
今年不多见的”。

后“43号文时代”的博弈

2015年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计划完成4600亿元！而2014年这个数字是4375.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