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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 9月底，
郑州市落地 PPP
项目 42 个，总投
资1795亿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月 29日，在 PPP助力中部地
区崛起论坛上，作为国务院表彰市县之一，针对PPP项目领
域的运营情况，郑州市相关负责人作了发言。

在推广运用PPP模式相关工作中，郑州市在学习借鉴
外地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在“快”字、在“实”字上做文
章、求突破，通过强化保障机制，聚焦项目实施，注重规范运
作，积极推进PPP工作高质量发展。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
拟采用PPP模式的项目57个，
总投资2139亿元，占全省入库
项 目 总 投 资 1.32 万 亿 元 的
16.2%；全市落地 PPP 项目 42
个，总投资 1795亿元，占全省
签约落地项目总投资 6777 亿
元的 26.5%，涉及市政工程、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障性安
居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
发等13类行业。

郑州市的主要做法包括：
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着力加
大资金支持；着力提升服务效能等。

郑州市制定相关文件，明确了各部门各单位在推广
PPP模式中的主要职责和推进机制，完善了特许经营、价
格调控、资金补助等配套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

同时，全力打造PPP模式精品示范工程，成功申报107
辅道快速化工程、荥阳市人民医院、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新郑产业新城、登封市民文化中心项
目等6个PPP项目入选财政部示范项目。

在部门预算编报中，明确PPP项目的资金保障渠道，并将
政府负担资金足额纳入财政预算，确保政府资金落实到位。

另外，积极发挥投资基金引导作用，设立“郑州市 PPP
融资支持基金”，总规模50亿元，按照行业和推进情况分批
设立，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专门用于郑州市PPP项目库的
新建、在建和存量的PPP项目。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月 29日，在 PPP助力中部地
区崛起论坛上，作为国务院表彰市县之一，洛阳作为典型代
表进行了发言。

洛阳市相关负责人在发言中说，该市灵活运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这种市场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
模式，坚持规范运作，在百城建设提质、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项目多点开花，结出累累硕果。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64个 PPP项目纳入财政部项目库，总投资978.2亿元，其中
财政部示范项目 16个，总投资 300.9亿元，涵盖市政工程、
水利建设、文化旅游、交通运
输、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等多个
领域。47 个项目成功引入社
会资本，社会资本投入、银行融
资规模累计达618亿元。

聚焦重点工作，破解民生
难题。围绕“一中心六组团”城
市发展战略，推动新伊高速、洛
吉快速通道、洛新快速通道等
一批总投资 360.7亿元项目入
库实施，支持城区互动、协调发
展。落实“四河同治、三渠联
动”总体方案，支持涧西区“四
河同治”项目，偃师、新安、洛宁洛河生态治理工程等项目落
地实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支持重大交通和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王城大道快速路、古城快速路、洛北城区
基础设施等项目，基本形成市域内“十字加外环”快速路网
结构。大力推进 5个县（市）总投资 65亿元的国家储备林
项目。推动孟津县沿黄旅游带通景线建设及沿线景区综合
提升工程，依托小浪底、黄河等自然景观带动周边村落乡村
旅游。

规范实施运作，获得各方认可。2013年，洛阳市获得
12.5万美元赠款，成为财政部、亚洲开发银行推进PPP模式
试点城市。2015年，市政道桥项目入选财政部《PPP示范
项目案例编选》首批十大案例。截至目前，该市 10个项目
获得财政部以奖代补资金、补短板资金3.4亿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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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月 29日，
在PPP助力中部地区崛起论坛上，省财
政厅副厅长赵庆业介绍了PPP在我省的

实践发展以及给中原大地带来的显著变
化，同时表示，我省将在四个方面更好地
发挥PPP的作用，助力河南高质量发展。

我省PPP将向四个方面发力

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A

办好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所急、
所需、所盼的民生实事，既是政府义不
容辞的责任，也是PPP应有所作为的重
点领域。我省将充分学习借鉴外地成

功经验和好的做法，探索创新项目具体
运作模式，加强政策支持，释放 PPP机
制活力，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民生领
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③8

河南是全国农业大省，农村基础
设施补短板任务十分艰巨，在广大农
村地区推行 PPP意义更加突出。我省
将加大 PPP 模式在乡村的推广力度，
把 PPP 工作重点、力量资源优先向乡

村下沉和倾斜，强化政策统筹，鼓励引
导各地持续抓好农村交通、农田水利、
安全饮水、物流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补齐乡村发展和民生短板，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着力推进城镇公共设施提质增效B
5年来，我省在污水和垃圾处理设

施、市政路桥、高速公路等城镇设施建
设领域实施了大批 PPP项目，目前，这
些项目大多已建成投用或即将建成，
如何做好项目运营这篇 PPP的核心文

章，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紧迫课题。为
此，我省将把 PPP 项目作为实行全面
绩效管理的重点领域，加快研究建立
PPP项目绩效评价机制，着力提高项目
运营质量和效率。

大力提升生态治理效能C

我省将持续抓好已实施的国家储
备林、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黄河小
浪底北岸灌区等生态环保项目，鼓励
引导各地创新生态保护治理模式和投
资回报机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

与。我省将指导支持黄河流域市县深
入谋划一批 PPP 重点项目，将黄河生
态治理与黄河文化保护、黄河旅游、沿
黄乡村振兴等有机融合，服务我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更好保障和改善重点民生D

▲10月 29日，2019第五届中国 PPP
发展（融资）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现场展台前嘉宾不时驻足观看。⑨6

◀嘉宾在认真聆听⑨6

▼工作人员向嘉宾介绍发展成果⑨6

◀精心布置的展台吸引了嘉宾的
目光⑨6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0 月 29 日下午，2019 第五届中国
PPP发展（融资）论坛活动之一——PPP助
力中部地区崛起论坛在郑州举行。论坛主
要围绕 PPP助力中部地区发挥区域优势、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等内容
展开讨论。

与会嘉宾认为，在中部地区大力推行
PPP既是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
崛起之路的难得机遇。PPP助推了中部地
区六省城镇化进程，加快了中部地区崛起
步伐，中部地区已成为 PPP推行的主阵地
之一。下一步，中部地区要着力发挥区位
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营商环境等，为
PPP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庆业在
发言中说，推广运用PPP模式，是在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
趋紧的大背景下，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
举措。随着国家对中部地区政策叠加效应
的持续释放，中部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将
更加凸显，强劲的崛起势头和发展后劲，必
将为包括PPP项目社会资本方在内的各类
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竞相发展提供更广阔
的空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一级巡视员宋秋玲
表示，规范推广 PPP模式已成为推动中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下一步，财
政部将紧紧围绕新形势下中部地区在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及特点，
有针对性地支持中部地区规范运用PPP模
式，实施交通、粮食、能源等重点领域重大
项目，提高财政政策效率，更好助力中部地
区崛起。

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表
示，目前中部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和新思想相对匮乏，成
为影响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限制因素。因
此，中部地区运用PPP应把教育扶贫放在首
位，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坚实的智力基础。

安徽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罗建国
提出，在PPP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方面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依
法依规，积极发挥 PPP在补足公共服务等
领域短板方面的作用。二是坚持统一规

范，多渠道引导撬动更多市场主体
投资PPP项目建设。三是坚持公平

公开，保证诚信履约。四
是 坚 持 财 政 可 承
受，促进 PPP 健康
可持续发展。

江西省财政厅
副巡视员程继强认

为，PPP对
江 西 省 在
助 推 中 部

地区崛起中的作用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与重大项目建设相结合，助力经济发展登
上新台阶。二是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助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是与民生领域相结
合，尤其是探索做好医疗、养老等领域的
PPP项目，助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四是与
文化旅游相结合，助力旅游强省取得实质
性突破。五是与污染防治相结合，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助力实现美丽江西。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江建端表示，在地方政府财力
受限的情况下，更应注重优选项目，要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充分做好 PPP项目可
行性研究和物有所值评价，切实使财政资
金发挥最大效用。同时，要加强前期工作
策划，避免实质性启动后实施受阻，对政企
双方造成损害。

论坛主持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认为，近几年 PPP
的实施有力促进了中部地区崛起，现在中
部地区的PPP项目数已达2752个，总投资
额达 3.3万亿元。中部地区推进 PPP模式
有很多优势，比如说产业优势、区位优势、
发展优势、城镇化空间优势等，下一步要着
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好现有
优势；二是加强沟通和协作；三是着力改善
营商环境。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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