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财政厅PPP项目库项目情况一览

随着 5月 9日新的一批项目筛选
入库，截至 2017年 5月 31日，累计有
952 个项目纳入河南省财政厅 PPP
项目库，总投资需求 11007 亿元，其
中已确定社会资本方项目 205个，总
投资需求 3397 亿元。相较于 2016
年年底，我省 2017 年新增推出项目
195个，投资额 1617.98 亿元，新增已
确定社会资本方项目 68 个，现从区
域、领域等分布上将有关统计信息公
布如下。

按地域统计：洛阳市、新乡市、平
顶山市、南阳市、许昌市居入库项目个
数前五名，分别为 85个、82个、80个
56个、55个，合计358个，占入库项目
总数的37.61%；郑州市、洛阳市、新乡
市、南阳市、平顶山市居投资需求前五
名，分别为1604.02亿元、985.4亿元、
779.2 亿元、678.7 亿元、648.89 亿元，
合计4696.21亿元，占入库项目总投资
需求的42.67%。

按领域统计：市政工程、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片区开发、保
障性安居工程领域居入库项目数前五
名，分别为 233个、141个、114个、74
个、65个，合计 627个，占入库项目总
数的65.86%；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片
区开发、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领域居投资需求前五名，分
别 为 2867.29 亿 元 、2000.98 亿 元 、
1327.3亿元、1196.25亿元、1133.03亿
元，合计8524.85亿元，占入库项目总
投资需求的77.45%。

按已确定社会资本方统计：洛阳
市、郑州市、濮阳市、商丘市、平顶山市
居已确定社会资本方项目个数前五名
分别为 27个、23个、16个、12个、12
个，合计 90个，占已确定社会资本方
项目总数的43.9%；按投资需求排序，
郑州市、洛阳市、驻马店市、南阳市、周
口市居前五名，分别为 756.65 亿元、
479.61 亿元、245.14 亿元、193.73 亿
元、186.49 亿元，合计 1861.62 亿元，
占已确定社会资本方项目总投资需求
的54.8%。

按已确定社会资本方的财政部示
范项目统计：按项目数排序，洛阳市、
开封市、濮阳市居前三名分别为 13
个、5个、5个，合计23个，占已确定社
会资本方的财政部示范项目总数的
44.23%；按投资需求排序，洛阳市、郑
州市、开封市居前三名，分别为286.35
亿元、284.69亿元、124.31亿元，合计
695.35亿元，占已确定社会资本方的
财 政 部 示 范 项 目 总 投 资 需 求 的
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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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的推广是一个探索的过
程，相应的机制建立也是一个逐步完
善的过程。省财政厅自2015年以来，
在“四个体系”建设的总体架构下，从
引导规范项目实施的角度，着力建立
相关工作机制。

第一是项目筛选推介，财政厅
建立项目筛选论证机制，对省直、市
县机构申报通过 PPP 模式运作项
目，根据其价格调整机制是否灵活、
市场化程度高低、投资规模大小、需
求稳定性等特点以及合作期限、风
险分担清晰程度等要求，联合相关
专家进行筛选论证其 PPP 模式适宜
性；在内部筛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
公开筛选，根据项目成熟程度将 PPP
项目分阶段推出，包括意向项目库、
备选项目库、推介项目库，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对初具意向项目的关注与
接洽，让政府方更早认识到市场对
项目的接受程度，以此让市场对项

目进行滤选，不成熟的项目要及时
调出省级项目库。

第二是信息公开透明，2015 年
初，我厅即在河南省财政厅网站设立
了PPP专栏，旨在推进项目信息的充
分公开化。PPP专栏除了作为河南省
财政厅PPP项目的发布平台外，对项
目从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到
项目执行进展情况，以及项目合作中
介机构、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等信息
都予以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促
进项目在市场中充分竞争。在此基础
上，充分利用财政部PPP网站和其他
报刊、电视媒介，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我省PPP相关政策法规和PPP重点项
目等方面的信息，发布我省咨询机构、
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方、PPP推介专家
等信息，促进我省各级PPP项目规范
运作。

第三是加强调研与培训，对省级
推介项目，每半年召开分片区项目推

进会，掌握项目情况，实地查看项目进
展，分析项目存在问题。同时，对已落
地项目进行核查，审查项目是否存在
明股实债、政府承诺、政府兜底等违规
行为，确保项目运作的规范性。在培
训工作上，先后多次通过不同形式开
展培训。一是联合省委组织部对各省
辖市、直管县（市）领导和财政局长开
展集中培训，通过政策讲解、案例解读
等内容培训，促进各级对PPP政策的
认知与理解。二是联合省直部门，对
市县行业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PPP业
务骨干进行培训，重点解决项目运作
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项目规范实施。
三是联合行业协会召开了培训交流
会，并组织召开全省财政部门PPP基
金、课题研究座谈会，通过多种形式促
进PPP工作参与各方提高思想认识，
增强操作能力。

第 四 是 着 力 推 进 政 策 研 究 支
撑。一是与上海财经大学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联合成立 PPP 研究中心，
加强在政策研究，人才培养、案例编
写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我省 PPP 从
业人员业务能力。二是承担国家课
题研究，对国家对 PPP 模式的支持
政策进行深入挖掘研究，结合我省
实际情况，分析目前我省 PPP 发展
现状、存在的问题和疑难点，切实提
出研究成果和工作建议，指导我省
PPP工作规范开展。三是组织市、县
开展 PPP 重点环节和难点研究。协
调相关 PPP 专家，组成课题研究小
组，协助相关市县开展 PPP 课题研
究，力争取得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解决工作难点和困惑，促进工作
规范开展。

河南省财政厅PPP管理中心作为
PPP省级服务平台，会一如既往地为
PPP参与各方搭建信息互通体系，在
PPP规范路上，希望社会各方多提宝
贵意见，携手共赢。

省财政厅PPP管理中心李新建：

建立机制 加强引导 规范推进PPP工作

弹指挥间，笔者在中国 PPP新阶
段操作的第一个PPP项目——洛阳市
政道桥工程PPP项目中标落地已经两
年，即将进入运营期。洛阳市政道桥
工程 PPP 项目是国内率先按照《PPP
操作指南（试行）》（财金 [2014]114
号）等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
序严格执行并顺利签约落地的项目。

该项目在国内首先尝试在编制实
施方案之前进行了物有所值评价和财
政承受能力论证，并完全按照资格预
审、公开招标等全部采购流程进行操
作。依法合规、遵循程序是这个项目
成功的关键，也是其成为财政部首批
PPP示范项目案例选编十大案例之一
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在多种场合讲过，洛阳市政
道桥工程PPP项目能够顺利落地签约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2013年
洛阳市就接受了亚洲银行关于PPP的
相关培训学习，并在2014年 2月率先

成立了市级PPP领导小组。因此对于
国家最新推行的 PPP基本理念，包括
风险分担、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等，
以及 PPP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
财政制度等的重要手段，能够深入理
解、消化并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洛阳市 PPP 项目是河南省整体
PPP项目的一个缩影，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河南省属于最早发布和开展
PPP 项目政策和工作的三个省份之
一，总结河南省推广运用 PPP模式近
三年的发展轨迹，根据笔者从事的包
括洛阳市在内的多个河南省PPP项目
的经验来看，正是因为按照“依法合
规、遵循程序、理解内涵、规范运作”
的原则操作项目，河南省的 PPP模式
工作硕果累累，同时也使其在财政部
第二批PPP示范项目评审中的示范项
目数量和落地率独占鳌头、名列前
茅。 (北京财指南咨询有限公司总经
理 徐向东)

河南省PPP模式实施三年来，从无
到有，不断壮大，PPP工作走在了全国前
列，已经确立了PPP项目大省的地位。
在各地市大力推广PPP模式的背景下，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苗头，需要在实践中不
断规范，提高我省PPP项目的运作水平。
同时，PPP项目建设中融资贷款困难的问
题依然存在，需要全面拓宽融资渠道。结
合本人在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工作
中的实践，谈一谈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一是金融机构要严格规范融资管
理，加强风险识别，落实项目准入条件，
按商业化原则审慎评估举债人财务能力
和还款来源。在为PPP项目提供融资服
务时，要以项目公司为融资主体，不能要
求也不能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
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
担保，承诺按时还本付息。

二是在审查项目公司的贷款申请
时，要按照PPP项目协议的约定，要求
社会资本方投入的项目资本金按时到
位。对于基金公司参股进入的 PPP项
目，不能由政府承诺在未来按固定价值
回购或承诺最低收益等，基金公司提前

退出应取得债权人同意。
三是坚持PPP项目的各类审批要件

合法合规。土地、规划、环评、审批（核
准、备案）手续齐全，立项、可研批复手续
齐备；存量国有资产以股权等当时进入
PPP项目的应有资产评估和审批文件；
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项目转化为PPP项目
时，应坚持在实施中减少存量债务。对
于一些PPP项目中审批文件不规范、不
严谨、不完整，缺少相关要件的，金融机
构相应审慎或拒绝提供信贷服务。

四是要注重为民营社会资本方提供
融资支持。民营投资者在融资上渠道
窄、成本高、融资困难，使其在参与基础
设施建设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其投资
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积极性，而国家
一直致力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为金融机构，
应重点关注项目本身的运行风险，不唯

“身份”。对于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PPP
项目，金融机构要积极为其提供融资服
务，以增强民营资本的投资信心。(郭
城，交通银行河南省分行首席产品经理，
省财政厅PPP项目推介专家)

2017 年 3月份，财政部 PPP 综合
信息平台统计入库的 PPP 项目已达
14.6万亿元人民币，国内PPP项目体量
之大可见一斑。但是，PPP项目在运作
过程中却存在诸多违法违规的现象，
PPP项目如何才能做到合法合规，是政
府和社会资本方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PPP项目前期的识别、筛选、可研、
立项报批等相关手续的办理要合法，
前期手续合法是规范化运作PPP项目
的前提。

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
证、实施方案评审必须做到真评、实
评。实践中很多的PPP项目两论证一
方案的评审仅仅是“走过场”。由咨询
公司聘请评审专家，其中不乏很多专
家并不懂PPP，专家按照咨询公司的意
愿打分通过，这样的项目即使通过评
审也无法保证合法合规。河南省在这
方面的评审工作就做得比较好，一是
由省财政厅对PPP专家库的专家进行
规范管理；二是具体项目的评审专家
由各级政府 PPP中心聘请；三是选择
的PPP专家能够做到真评、实评，对有

问题的PPP项目坚决不予通过。
PPP项目的核心旨意就是政府合

法合规地采购到有能力、守信用的社
会资本方，依法采购是 PPP项目的重
中之重。公开招标方式能够最大限度
保障项目的公平、公正，加之法律规定
大部分PPP项目均属于必须进行招投
标的项目，故公开招标应作为 PPP项
目采购的首选方式。

PPP项目合作合同是政府和社会
资本方合作的基础，必须按照采购文
件和社会资本方的响应文件签订，条
款设置不但要合理还要合法。项目公
司是 PPP 项目的实际建设者和运营
者，项目公司的设立不但要遵守《公司
法》的规定，还要符合PPP项目运作的
特殊要求。项目公司成立时，社会资
本方联合体成员零股份介入到项目公
司等不合法现象应坚决取缔。

总之，PPP项目运作要做到依法、
合规，对政府和社会资本方才没有法
律风险！（薛起堂，北京市惠诚律师事
务所执行主任，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
PPP专家库专家）

依法合规 遵循程序
理解内涵 规范运作
——河南省规范运作PPP模式体会

PPP项目融资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PPP项目如何才能做到依法合规

专家解读

我 省 自 2014 年 推 行

PPP 模式以来，在财政部的

指导帮助和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部署下，历时近三年，从首

批 29个项目，到现今 952 个

项目，项目个数、投资需求均

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项目个

数变化背后，发生了哪些变

化呢？首先是项目类型在

变，由传统的交通、能源、污

水等行业领域为主，到医疗、

养老、教育、旅游等幸福产业

逐步登上 PPP 舞台；在社会

资本方的选择上，由对央企、

国企的百分百信赖，到民营

企业逐步迈入养老、旅游等

产业；其次是运作模式在变，

从产业新城整体开发模式的

探索，到许昌基金控股模式

的实施，再到兰考投融资企

业 PPP 股权合作的应用；再

次是认识在变、理念在变，反

映到政府部门，多部门协调

机制的建立，项目论证专家

团队作用的发挥，再到 5 月

16 日许昌 PPP 研究课题的

正式启动，都在说明一个问

题：如何让 PPP 模式应用更

专业化，工作推进更规范化，

已深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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