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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PP 市场总体成交情况 

本月全国共成交了 1681.10 亿元的 PPP 项目，截止至 2018 年 6 月底，全国范围内公

布中标的 PPP 项目已达到 11.31 万亿元，6 月 PPP 落地项目个数较上月有所增加，但总项

目规模继续下降。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1：全国 PPP 项目月度成交环比增长情况 

 

图 2：全国 PPP 项目月度成交同比增长情况（项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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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全国 PPP 项目月度成交同比增长情况（项目数量） 

2. 分区域成交情况 

从区域成交的情况来看，本月河南省、广东省和贵州省成交的项目金额排名前列，分别

成交了 296.4 亿元、189.9 亿元、157.8 亿元。截止至 2018 年 6 月底，云南省、河南省和

新疆自治区占据了累计实施 PPP 项目金额的前三位。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4：各省级行政单位本月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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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各省级行政单位累计成交情况 

3. 分行业成交情况 

本月市政工程行业以 510.8 亿元的成交金额占据了行业成交榜的首位，城镇综合开发

和交通运输行业也贡献了较大的成交份额。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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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各行业本月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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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各行业累计成交情况 

4. 月度十大项目 

本月中标规模最大的项目为清镇市产业新城 PPP 项目，项目规模达到了 97.33 亿。本

月成交规模排名前十的项目分别为： 

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项目金额（亿） 

清镇市产业新城 PPP 项目 贵州省贵阳市 97.3306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 PPP 项目

（南四环标段） 
河南省郑州市 95.5317 

重庆市垫江县东部片区新型城镇化 PPP 项目 重庆市垫江县 58.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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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所在区域 项目金额（亿） 

广西崇左市大新德天至宁明花山公路（硕龙至

天西段）工程 PPP 项目（龙州部分） 
广西自治区 51.3384 

六安市 S366 合六南通道 PPP 项目 安徽省六安市     43.3757 

广东省化州市玉林至茂名一级公路茂名段改建

工程 
广东省茂名市 41.9798 

新滩美好未来新城 PPP 项目（一期）社会投资

人采购项目 
湖北省荆州市 38.3283 

安阳市文体中心建设工程 PPP 项目 河南省安阳市 33.9000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市政基础设施 PPP 项目 四川省绵阳市 27.9308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PPP 项目 
河北省石家庄市 28.0284 

5. 月度十大社会资本 

本月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累计 97.33 亿元的中标金额在市场力压群雄。排名

前 10 的社会资本分别为（以下仅统计社会资本作为牵头人或者单独中标的业绩）： 

社会资本 
累计中标金

额 

中标社会资本 

所有权背景 

中标社会资本上市

否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

司 
97.3306 民营企业 上市 

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95.5317 国有企业 非上市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82.3113 国有企业 上市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 
58.4850 民营企业 上市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51.3384 国有企业 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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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累计中标金

额 

中标社会资本 

所有权背景 

中标社会资本上市

否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43.3757 国有企业 非上市 

中核工建设集团第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 
41.9798 国有企业 非上市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8.3283 民营企业 上市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33.9000 国有企业 非上市 

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 29.8096 国有企业 非上市 

6. 不同行业背景社会资本市场份额统计 

我们将社会资本按照行业背景和所有制背景进行了分类，不同社会资本中标金额和中标

个数数据分别如下： 

 

图 8：不同行业背景投资人累计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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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不同行业背景投资人累计成交个数 

 

图 10：不同所有制投资人累计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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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不同所有制投资人累计成交个数 

7. 民营企业专题 

本月民营企业作为单独投标方或联合体牵头方共中标 95 个项目，合计 556.50 亿元，

本月民企中标项目个数与上月持平。中标区域、行业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 12：民营企业单月中标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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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民营企业单月中标行业分布 

 

图 14：民营企业累计中标环比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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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月重点政策文件 

1)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6 月 1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银保监发〔2018〕24 号）。管理办法为抑制多头融资、过度融资行为，有效防控企业杠杆

率上升引发的信用风险。办法提出要充分认识联合授信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工作组织协调、

选好试点企业并持续监测跟踪。 

2)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范围规定的通知》 

6 月 6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

规规〔2018〕843 号）。规定明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

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铁路、公路、管道、水运，以及公共航空和 A1 级通用机场等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项目；防洪、灌溉、排涝、

引（供）水等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城建项目。 

3) 深圳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PPP）实施细则的通知》 

6 月 12 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深圳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实施细

则的通知》（深发改〔2018〕620 号）。本细则为进一步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操

作流程而制定。细则分别从总则、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储备、项目论证、社会资本

方选择、项目执行、项目移交、支持保障和附则进行规范。 

4) 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文件指出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

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

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

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5) 财政部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6 月 26 日，财政部就其草拟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文件主要涉及购买主体、承接主体、指导性目录等内容的调整。为制止地方以政府

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文件还明确了 8 项购买内容负面清单，明确不属于政府职责范

围的服务事项、服务与工程打包的项目等 8 项内容不得列入指导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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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政部发布《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6 月 27 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 2018 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70 号 ），明确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行业企业范围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

制造业和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电网企业；提出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 B 级；并明确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计算。 

7) 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 

6 月 29 日，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 2018 年第 4 号令）。此管理办法为推动市场化、法治化银行债权转股权健康有

序开展，规范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行为而制定。管理办法分为六章对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进行

规范，分别为总则，设立、变更与终止，业务范围和业务规则，风险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 

6 月 PPP 重要活动 

1) 2018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北京举行 

2018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于 6 月 18 日至 21 日在北京市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大会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交通运输部、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交通让世界更美

好”。大会内容主要分为六大板块，包括开幕式暨主旨报告、“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

学术论坛、交通科技博览会、2018 世界大学生桥梁设计大赛、WTC 智库产品发布及专项活

动。北京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交通运输 2017》报告的数据支持单位，参加 2018

世界交通运输大会。明树数据常务副总经理李飞先生参会并做主题为《回顾 2017 年交通

PPP，展望 2018 年交通 PPP》的分享。 

2) 2018 CDI 中国开发区创新发展大会在上海举办 

2018 CDI 中国开发区创新发展大会于 6 月 28-29 日在上海环球港凯悦酒店成功举办。

本次大会由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长江经济带国家级经开区协同发

展联盟主办，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龙元天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大会以“全球协同、融合创新”为主题，采用一个主论坛和三个分论坛模式，聚焦”协

同、融合、高质量发展、全球联合创新、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等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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