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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国内财经新闻的热点
聚焦在PPP开发上，这与PPP支
撑国内经济平衡运行的一支强
劲力量正被政府看好。就连二
级市场也出现了PPP概念的抢
筹现象。

9月27日，股市再一次遭遇
抛售，大盘创出阶段性新低，然
而午后，大盘雄起，支撑力量正
是PPP概念股的拉升。

在我们身边，PPP也成为政
府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有力的工
具。记者留意到9月7日，郑州
市水务局作为采购人，对外发布
了郑州市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
PPP项目资格预审公告，特邀请
有兴趣的潜在社会资本方（以下
简称“申请人”）提交资格预审申
请。

公告称，根据《郑州市贾鲁
河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本
项目治理长度合计62.77km，其
中：综合治理长49.67km，河道
疏挖长度13.1km。本项目工程

概算总投资265213.38万元。对
申请人的条件要求是，必须为依
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实体，或由不
同法人实体组成的联合体，但联
合体内的成员数量不得超过3
家。申请人净资产不低于人民
币50亿元等。

9月14日，河南省财政厅公
布了PPP推介项目库项目清单，
共有793个，涉及18个领域，总
投资额共9363.75亿元。这一规
模成为河南PPP项目对外公布
的史上最大规模投资额度。

这其中，郑州在PPP项目的
开发与实施中，走在河南的前
列，早在今年4月初，郑州市就
对外发布了32个 PPP项目，总
投资额度为1126亿元，并逐步
探索了PPP运营的制度体系。

记者从郑州市政府了解到，
郑州在推广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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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制透明、有稳定现金流、市

场化程度高的项目进行试点探
索，初步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的制度体系；2017年实现
智慧城市、体育、医疗、养老服
务设施等适宜社会资本参与领
域的“全覆盖”，形成运转流畅
的投资、建设、运营市场化体系
和投资、补贴、价格等政策要素
协同机制；2018年建立完善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制度体
系，构建形成多元化、多层面、
多渠道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新格局。

而眼下，市场正高度期待国
家财政部发布第三批PPP示范
项目，据媒体披露，这批项目预
计带来1万亿的投资增量。前
两批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别为
1800 亿元、6589 亿元，而第三
批示范项目投资总量有望超过
万亿。

眼下，正由国家、地方联手
推进的PPP项目开发工作正是
加紧实施之中。

项目类别 数量（个） 投资额度（亿元）

保障性安居工程类 89 1373.09

交通运输类 97 2385.96

教育类 40 264.03

科技类 9 126.65

旅游类 30 308.8

片区开发类 66 1327.01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 111 901.42

市政工程类 173 1519.14

水利建设类 33 264.38

文化类 20 206.48

河南PPP投资盛宴进行时
在国家加大PPP投资力度之际，河南推出近万亿PPP投资大计划

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地
方层面，基建投资正是PPP项
目开发中的主导地位。财政
部 PPP 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9 月 22 日，财政部
PPP 中心项目库中有 10313
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2万亿，
这其中就包含了即将推出的
第三批示范项目。

此外，发改委推出的前两
批示范项目中，2015 年的项
目总计 1043 个，总投资 1.97
万亿元；2016 年发改委推出
基础设施 PPP 项目 1233 个，
总投资2.14万亿元。

8月31日，记者从全省重
点项目推进工作会议上获悉，
今年我省在全面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目标的基础上，再新增
投资 1070 亿元，带动全省投
资持续稳定增长。

据介绍，今年 8 月至 12
月底，由省直有关部门和各
市、县分别牵头负责，提高
8000个“1816”投资促进计划
项目目标，在全面完成年度计
划投资目标1.6万亿元的基础
上，努力新增完成投资460亿
元；另外再新增521个新开工
项目，努力完成投资 610 亿
元，今年合计新增投资 1070
亿元。这其中，基建项目同样
最多。

从全国层面看，按PPP不
同行业项目划分，项目数排在
前3位的是市政工程（26%）、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14%）、
交通运输（11%）；从项目投资
来看，仅交通运输和市政工程
这两项的投资需求就将近

4.45 万亿，占总投资需求的
53.6%。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说明了 PPP项目在基础设施
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且这部
分投资数额巨大。

从河南来看，在 9 月 14
日，政府发布的近万亿PPP项
目中，其中，交通运输类97个
项目总投资2385.96 亿元；市
政工程类 173 个项目总投资
1519.14 亿元；保障性安居工
程 类 89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1373.09亿元。三项基建项目
合计达 5000多亿元，占据了
项目总投资额度的一半以上。

对此，河南省科学院地理
研究所所长冯德显认为，基建
投资已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
撑点。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
显示，1-8月份，基建投资同
比增长 19.7%。河南省的增
速同样不低。

冯德显认为，随着河南省
大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PPP
项目加速落地，四季度基建投
资增速会进一步加快，将支撑
河南省经济平移持续运行。

有媒体报道，近期，国务
院督察组在全国各地督察保
持经济平稳发展工作。督察
组在地方开展督察工作时均
强调，督察的目的是着力推动
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履行职责，
着力推动重大政策举措、重点
投资项目、重要民生工程加快
落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任务。

显见，PPP项目在河南的
落地推进，也将加快效率。

8月15日，记者了解到，在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
心与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共同举办了“2016
年第二届中国 PPP融资论坛”
上，河南省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省
份进行PPP项目专场推介,河南
省财政厅厅长朱焕然向参加论
坛的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公开推
介项目 113 个，总投资金额
2450.42亿元，并重点推介项目
40个，总投资额1904.92亿元。

朱焕然厅长在推介会表
示，河南省此次重点推介项目
具有投资额大、行业领域分布
广、新型城镇化综合项目比重
高、项目付费机制多样等特点，
都是符合国家和河南区域发展
战略、反映各级政府较高积极
性和良好合作诚意的重点项
目，都是适合采用 PPP模式建
设运营的优质项目。

河南省能够在全国层面进
行PPP项目推介，并不仅仅是招
商引资，更为重要的是河南在

PPP项目开发与机制建立上趟
出了一条道路，走在全国的前
列。

比如，去年，记者就报道了
河南成立全国第一PPP开发性
基金的消息。这是河南在PPP
开发的融资机制性创新举措。
这只基金由省财政出资 10 亿
元，金融机构出资40亿元，设立
总规模为50亿元的河南省PPP
开发性基金。

同时，河南省还转发财政部
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
210号），支持在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领域设立基金。争取了中
国政企合作基金支持。郑州、开
封、洛阳等市的5个项目已争取
中国政企合作基金 20.5 亿元。
并通过新型城镇化基金支持
PPP项目。河南还协调了3只规
模各1000亿元的新型城镇化基
金及合作金融机构对PPP推介
项目提供融资支持。还通过政
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支持

PPP项目。河南争取国开行、农
发行对已列入国家和河南省5
年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开工
计划的PPP项目给予支持。

除了融资机制创新之外，朱
焕然还介绍，河南还建立了项目
收集推介体系。比如，省里建立
省级PPP项目库，规范引导省直
相关部门和市县政府做好项目
入库工作。按照申报项目性质
和成熟度，将储备项目库细化为
意向项目库、备选项目库和推介
项目库。将项目库申报范围、入
库条件、申报程序和评审要求进
行公开，采取季度动态调整，同
时建立了省、市、县联动的PPP
项目推介机制。

同时，省里还加强项目督
导。围绕加快推介项目落地实
施，建立项目督导机制，明确督导
责任人。并注重示范带动，省里
重点发挥入选财政部41个示范
项目的带动作用，召开示范项目
交流会和现场观摩会，开展落地
项目案例讲解，推广先进经验。

河南近期发布近万亿PPP项目清单分类表
（不完全名录）

□本报记者 李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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