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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PP 市场总体成交情况 

本月全国共成交了 184 个 PPP 项目，共计 1837.14 亿元，截止至 2018 年 8 月底，全国

范围内公布中标的 PPP 项目已达到 11.66 万亿元，总个数为 8048 个。8 月 PPP 落地项目个

数较上月略微有所增加，但项目规模有所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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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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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区域成交情况 

从区域成交的情况来看，本月山东省、湖北省和山西省成交的项目金额排名前列，分别

成交了 384.3 亿元、281.8 亿元、171.6 亿元。截止至 2018 年 8 月底，云南省、河南省和贵

州省占据了累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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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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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行业成交情况 

本月城镇综合开发行业以 482.4 亿元的成交金额占据了行业成交榜的首位，市政工程和

交通运输行业也贡献了较大的成交份额。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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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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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度十大项目 

本月中标规模最大的项目为潍坊站南广场片区综合开发 PPP 项目，项目规模达到了

1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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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站南广场片区综合开发 PPP 项目 山东省潍坊市 133.5737 

潍坊高铁新片区综合开发 PPP 项目 山东省潍坊市 111.6892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网络安全人

才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 PPP 项

目 

湖北省武汉市 101.6653 

南梁至太白高速公路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 PPP 项目 
甘肃省庆阳市 52.5473 

武汉开发区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 PPP 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     45.5011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湖生态保护及基础

设施提升项目 
山东省青岛市 36.8905 

金山大道（九通路至机场路）改造、张柏公

路改建工程 PPP 项目 
湖北省武汉市 35.6024 

四川省资阳市中国牙谷 PPP 项目 四川省资阳市 34.1104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北京市延庆区 28.0000 

海湾大道（海江大道—16#码头）PPP 项目 福建省泉州市 2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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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度十大社会资本 

本月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以累计 2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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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265.3320 国有企业 非上市 

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

司 
101.6653 国有企业 非上市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 52.5473 国有企业 非上市 

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1.8151 民营企业 上市 

中国宏泰产业市镇发展有

限公司 
45.5011 民营企业 上市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

限公司 
38.2687 民营企业 上市 

武汉市汉阳市政建设集团

公司 
35.6024 国有企业 非上市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4.1104 国有企业 非上市 

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4.0727 民营企业 非上市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8.0000 国有企业 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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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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不同所有制投资人累计成交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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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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个项目，合计 675.30 亿元，本

月民企中标项目个数及项目规模均较上月有所增加。其中民营企业中标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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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树数据 www.bridata.com 

15 

 

8. 8 月重点政策文件 

1) 五部门印发《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8 月 3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国资委联合印发了《2018 年降

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发改财金〔2018〕1135 号）。文件提出要通过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

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协调推动兼并

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完善降杠杆配套政策并做好降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来加

快推进降低企业杠杆率各项工作，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

制。 

 

2) 财政部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法》 

   8 月 6 日，财政部印发了《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18〕40 号）。《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

收支管理办法》通过总则、资金收取、资金下达、资金结算和使用以及附则共六大部分对跨

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进行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

支管理办法》通过总则、调剂资金收取、调剂资金下达、调剂资金结算和使用以及附则共六

大部分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进行规范。 

3) 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弹性招标发行业务规程》 

   8 月 14 日，财政部印发了《地方政府债券弹性招标发行业务规程》（财库〔2018〕74 号）。

为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保障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顺利开展，防范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风险，文章提出了十六条针对地方政府债券弹性招标发行业务的规定。 

 

4) 财政部印发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 

   8 月 14 日，财政部印发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财综

〔2018〕42 号）。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府购买服务质量，规范政府

购买服务行为，文件通过总体要求、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共三大部分针对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第三方绩效评价工作提出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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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 

   8 月 17 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8〕76 号）。通知提出：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满足实

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强化小微企业、“三农”、民营企业等领域金融服

务；支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推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增强消费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做好进出口企业金融服务，发挥金融在稳外贸中的积极作用；盘活存量资产，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运用保险资金，切实发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规范经营行为，严

禁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建设来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推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实现金融与实体经

济的良性循环。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文件要求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强化财政投入保障，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规

范扶贫领域融资，进一步加强资金整合，赋予贫困县更充分的资源配置权，确保整合资金围

绕脱贫攻坚项目精准使用，提高使用效率和效益。 

7) 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规程》 

   8 月 20 日，财政部印发了《地方政府债券公开发行业务规程》（财库〔2018〕68 号）。通

过总则、公开承销参与方、公开承销流程、公开承销现场管理和附则共五大部分对地方政府

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进行规范。 

 

8) 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8 月 24 日，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

72 号）。文件提出通过加快专项债券发行进度、提升专项债券发行市场化水平、优化债券发

行程序、简化债券信息披露流程、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拨付使用和加强债券信息报送共六大部

分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工作进行规范。 

9) 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 

   8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环规财〔2018〕86 号）。文件提出通过加快审批制度改革，激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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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活力与动力；强化环境监管执法，营造公平发展环境；优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增强服务

高质量发展能力；推进环保产业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和健全生态环境经济政策，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生态环境的“放管服”改革。 

9. 8 月重要活动 

1)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8 月 2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由栗战书委员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

开。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进行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包括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以主动开放促深化改革，市场

活力和发展动力持续释放；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

强化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统筹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势互补良性

互动更加明显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报告对下半年工

作进行重点规划，包括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扎实有效推进三大攻坚战；加大重点

难点领域改革力度；加快落实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激发城乡区域发展新活力和做好民生保障

和社会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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