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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明树数据 

一、全国 PPP 项目成交情况 

本报告中 PPP 项目成交分析[1]，分为两个口径： 

（1）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数据（下称“财政部”），主要指项目管理库中进入采购阶段或执

行阶段并公布了成交信息的项目，若管理库中准备阶段项目及储备清单中识别阶段的项目实际已公开中标

信息，则纳入成交项目分析范围； 

（2）市场全口径 PPP 项目数据（下称“全口径”），包括明树数据观测的全国所有公开采购的 PPP 项目，

包含了财政部入库项目中的执行阶段项目，以及未入财政部项目库的成交项目。 

本报告中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受 92 号文、54 号文、资管新规等从严监管政策的影响，相比于 2014 至 2017 年，2018 年 PPP 项目成

交数量和规模均呈现下降趋势。2018 年财政部口径共成交 2185 个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2.73 万亿；全口径

共成交 2513 个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3.16 万亿。 

 

图 1 2014-2018 年 PPP 项目年度成交情况统计图 

2014 至 2018 年，财政部口径共有 5032 个项目成立了项目公司，落地率[2]为 73%；全口径共有 6165 个

项目成立了项目公司，落地率为 68%。财政部 PPP 项目落地率相对较高，合作谈判效率较高。 

                                                        

[1]. （1）财政部入库项目的成交情况中不考虑分标段招标和打包招标的情况，成交项目入库即纳入财政部口径； 

（2）财政部入库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和项目公司情况统计时加入了分标段招标中各标段项目和打包招标项目包的中标

社会资本和项目公司情况，并剔除了分标段招标中的总项目和打包招标项目包内的各项目； 

（3）全口径的成交情况、中标社会资本情况和项目公司情况统计时剔除了分标段招标中的总项目和打包招标项目包内的

各项目。 

（4）财政部入库项目中未公布成交信息，但实际上该项目已发布正式中标公告，则以中标公告信息为准，并将该项目纳

入为成交项目。 

[2]. 本报告中的“落地率”是指项目公司成立数量在成交项目数量中的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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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2018 年 PPP 项目公司成立情况统计图 

项目公司成立历时情况反映了 PPP 项目中各参与方沟通谈判、签订合同的效率。2014 至 2018 年，PPP

项目公司成立历时集中在 30-60 天，财政部 PPP 项目以 41-50 天为数量占比最大的历时区间，全口径 PPP

项目以 21-30 天为数量占比最大的历时区间，整体历时分布以 100 天以下为主；在全口径下 PPP 项目公司

成立历时 300 天以上的现象也相对显著，各参与方的沟通历时较久，项目的边界条件有待进一步清晰和完

善。 

 

图 3  PPP 项目公司成立历时情况统计图 

2018 年的 PPP 市场中，无论是项目规模还是项目数量，建筑承包商都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此外，综

合环境服务商在 PPP 市场的参与度也较大，这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项目在 2018 年受到市场关注相关。 



                                                                            明树数据 www.bridata.com 

3 

 

2018 年国有企业仍在中标社会资本中占据较大份额。国有企业当中，地方国企和央企下属公司占据份

额较大。民营企业作为 PPP 市场的重要参与方，财政部口径 PPP 项目中成交项目规模和数量占比分别为

29.75%和 47.14%，全口径 PPP 项目中成交项目规模和数量占比分别为 29.93%和 47.95%。 

 

图 4  2018 年中标社会资本类型统计图 

 

图 5 2018 年中标社会资本性质统计图 

二、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变化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项目库（包含项目管理库和项目储备清单）在库项目总计 12553 项，

总规模 17.55 万亿，其中，管理库在库项目 8556 项，规模 12.90 万亿。92 号文发布之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减少项目共计 2137 项，储备清单减少项目共计 4217 项。 

管理库减少项目中，内蒙古、山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减少项目数量较多，内蒙古、湖南、山东

等地减少项目规模较大；减少项目主要集中在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领域；此外，使用者付费类项目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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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大。 

 

图 6  2018 年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月度减少项目统计图 

三、示范项目规范情况 

根据对示范项目 8 种变动情况的统计，发现一、二批次示范项目合规性较低，92 号文发布之后评选的

第四批次示范项目合规性较高。在库并保留示范级别的 989 个示范项目中，地区分布方面，云南的示范项目

数量最多；行业分布方面，市政工程领域的示范项目数量最多。 

 

图 7 示范项目变动路径图 

四、2018 年 PPP 榜单 

本报告以 2018 年全口径 PPP 项目数据为统计基础，发布 PPP 市场年度榜单：按照总中标规模对社会资

本进行排名，反映不同社会资本的竞争力水平；按照项目规模对单体项目进行排名。 

2018 年的 PPP 市场中，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等企业排名仍旧靠前。但是，2018 年不乏一些“黑马”企业，这些企业或参与了大规模项目，或在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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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领先。 

表 1 2018 年十大社会资本投资人 

排名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总中标规模

（亿） 
2017 年企业排名 

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1538.86 1 

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央企 906.39 4 

3 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企 636.40 3 

4 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方国企 596.00 76 

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央企 408.57 2 

6 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民企 390.10 / 

7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民企 376.79 13 

8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民企 332.66 69 

9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央企下属公司 329.54 / 

10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央企下属公司 311.65 31 

五、项目推介分析 

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大力推动向民间资本推介重点领域项目，要求各地加快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

的长效机制，同时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形式规范参与 PPP 项目。国家层面在交通领域，国家发改委和民

航局联合推介 17 个拟吸引投资的民航项目，总投资额 498 亿元。 

地方层面，全国共 27 个省份开展了项目推介，推介项目总数超 4000 个，推介项目总规模超 6.5 万亿。

其中贵州省是 2018 年全国项目推介数量与推介规模均最高的省份。从项目内容看，地方多以符合产业规划

政策、市场前景好、综合效益高、投资回报稳定、项目成熟度为主要参考特征，筛选出适合民营企业投资的

项目，整体呈现投资规模适中，经营性项目占比较高，项目前期工作完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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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全国各地项目推介区域分布图 

 

 

 

 

 

 

 

查看更多分地区、分行业的 PPP 项目成交情况、项目公司设立情况， 

社会资本中各种所有制、上市背景、行业背景的企业参与情况，典型 

民营企业的 2018 年 PPP 项目参与和发展进程及 2019 发展机遇，92 号 

文后财政部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变化情况，PPP 示范项目的规范情况， 

2018 年 PPP 企业及项目榜单，以及地方项目推介的具体演进情况， 

请扫码获取【明树数据】《2018 年中国 PPP 市场年报》全文。  



 

 

Ⅱ. 明树研究 

一、城市 PPP 投资潜力指数 

PPP 模式作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管理模式，对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模式下，

各参与方均能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合作共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PPP 模式这一理论构想，需要从

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权衡利弊。本报告以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为分析对象，构建了城市 PPP 投资潜力

指数。本报告将从信用风险、PPP 市场供给情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三个维度衡量城市 PPP 投资潜

力，其中信用风险与 PPP 市场供给两个维度用于衡量当下，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于衡量未来。本报告

通过对三个维度分别构建评估体系，最终综合计算城市 PPP 投资潜力指数。 

 
图 9 城市 PPP 投资潜力指数排名分布图 

模型结果显示，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南京、成都、青岛、重庆、武汉、宁波、郑州、

荆门。排名前 50 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山东、浙江、江苏、四川、湖北等省份，分别有 6 座、6 座、5 座、4

座、4 座。按区域进行分析，前 50 名的城市在华东、中南、西南地区较为集中。排名后 50 的城市，主要集

中于甘肃、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分别有 11 座、8 座、6 座。按区域进行分析，投资潜力相对较弱的城市在

东北、西北地区较为集中，应进一步关注其投资风险。 

二、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分析 

自 2017 年 8 月以来，财政部下发一系列的文件，开展财政支出责任监管工作，严控 10%红线。2018 年



 

 

5 月 4 日，财政部金融司发布《筑牢 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 10%限额的“红线”——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汇

总分析报告》，由于部分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存在项目信息不完整，阶段更新不及时，计算方法错误，所

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测增长率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另尚有 1046 个项目无财承报告或财承报告不完整。因

此，《PPP 项目财政承受能力汇总分析报告》所统计之数据，与市场实际发生的相比，尚有部分缺失和保守

之处。 

本报告根据明树数据库，及时追踪财政部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数据，做到项目阶段的实时更

新，并由此构建地方财政承受能力预测模型。模型根据各项目的行业类型与交易边界条件，预估未来年度的

财政支出责任，同时通过结合各地历年的财政支出数据，预测未来几年财政支出期望增长与支出数据，最终

计算各省市地区财政承受能力比例与剩余空间。 

通过对 316 个地级市 2018 年至 2023 年的财政承受能力预测分析，2018 年市本级 PPP 项目的财政支出

责任近 1500 亿元，且随着 2016 年起 PPP 项目爆发式增长期间落地的项目逐步完成项目建设进入运营期，

对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的财政承受迅速加压。在行业类型维度，市政工程类项目在支出责任中占据最大份

额且增长趋势显著，2023 年预计将对 316 个城市的市本级财政产生 1800 亿左右的支出责任。从各省的市本

级平均财政承受能力分析，东部省份的情况较为乐观，市本级平均财承普遍相较 10%红线有一定的距离，

仍存在较大 PPP 运作空间。需要注意的是，2018 年云南、贵州、四川、新疆、内蒙古、吉林以及海南、河

南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红线压力，且根据今后五年各省平均财承的趋势，上述省份面临的财承风险较高。 

 

图 10 2018 年-2023 年各省市本级总体财承分布图 



 

 

 
注：图中数据由本报告模型预测各市级财承情况并取平均值后制图，各市级及区县级具体财承能力的分析及预测情况，请关

注明树数据官网（www.bridata.com）即将上线的财承工具。 

图 11  2018 年-2023 年各省市平均财承分布图 

三、地方债务情况 

在当前防风险、去杠杆的背景之下，地方债务情况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地方政府债券自 2015 年新《预

算法》施行以来，发行量呈现跳跃式增长，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专项债品种，因新增额度较大、且不

计入财政赤字，成为当前地方政府融资活动的重要补充。 

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8.29 万亿元。其中，专项债务增长速度明显更快，非政

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仅为 0.26 万亿元。2015 至 2018 年专项债券发行复合增长率达 138%，2018 年专项

债券新增规模 1.35 万亿，预计 2019 年这一额度有可能突破 2 万亿元。 

2017 年开始试点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目前含二十余种类型，包括土地储备、收费公路、轨道交通、

棚改、公办高、教育、水资源配置、乡村振兴专项债等。截至 2018 年底，项目收益专项债共发行 564 只，

总规模 1.30 万亿元。发行面额方面，不同类型的项目收益专项债券的平均面额有着较大差异，其中棚户区

改造、土地储备、收费公路三类传统类型平均面额最大，各地区创新的品种往往发行面额较小。发行成本方

面，项目收益专项债的平均发行利率为 3.97%。发行地区方面，四川省发行的种类最多，发行的总数量在各

省排名第一位。 



 

 

 
图 12 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各类型发行情况统计图 

四、绿色债券 

国内绿色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绿色项目的债券。而绿色项目通常是指有利于改善气候、空

气、水、土壤、生态、能源消耗等的项目，具体包括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

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等。 

2018 年中国大陆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 2293.99 亿元，发行数量为 128 只，包括 85 个发行主体发行

的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图 13  2018 年中国境内各月度绿色债券发行情况分布图 

http://bond.hexun.com/bond4/
http://bond.hexun.com/bon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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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nd.hexun.com/bond6/


 

 

2018 年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较 2017 呈下滑趋；2018 年的月度发行规模及数量波动较大，整体

呈现上升趋势；全年共有 24 个省份参与绿色债券的发行，北京市发行绿色债券数量最多，福建省绿色债券

发行总金额最高；2018 年绿色金融债不管是发行金额，还是发行数量均占比较大。其发行总额占比达 59%，

绿色企业债发行只数与金融债的发行只数相当，但其发行金额远远低于绿色金融债；发行主体以地方国有

企业为主，国有企业数量占比及其发行绿色债券的总体数量和规模占比均超过 60%。 

 

 

 

 

 

 

 

查看城市 PPP 投资潜力指数模型的评估框架、计算方法及最终具体城市排名， 

地方财政承受能力预测模型、2018 年及未来五年财承典型地区及承受空间， 

地方债券余额、负债水平情况，专项债券发展历程及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 

流程及 2018 年发行情况，以及中国境内的绿色债券在 2018 年发行具体情况， 

请扫码获取【明树数据】《2018 年中国 PPP 市场年报》全文。 

 

  

 



 

 

Ⅲ. 明树分析 

一、政策分析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十三五”纲要承上启下的一年，

经过 2018 年降杠杆之后，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六个稳”，稳投资被摆在突出位置。基础设施投资又在稳投

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因此仍是重中之重。2018 年底，在财政部对 PPP 项目管理库清理整顿基础上，

结合近期中共要求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一些银行开始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政策回

暖。201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要逆周期调节，要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要

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PPP 是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或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

间。 

 

图 14 2018 年基础设施及 PPP 中央重点政策时序图 

2018 年基础设施 PPP 投融资领域的政策态势整体呈现为： 

（1）PPP 项目库清理成效显著，规范管理仍为 2018 年政策主线； 

（2）资管新规重磅出台，PPP 投融资领域合规管控全面提升； 

（3）中央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PPP 项目中隐性债务的认定逐渐规范； 

（4）先抑后扬，促基建补短板，年末政策层面回暖，促进民企加速发展； 

（5）重点行业聚焦，国家政策助力文旅、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业。 

总体来看，2018 年 PPP 继续深化管理和监管的一年, PPP 进入深度调整期。PPP 市场乱象整理出清，效

果显著，项目合规监管常态化，风险管控全面提升，地方隐性债务防控加码，PPP 市场整体趋于稳定。在大

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趋势下，PPP 模式作为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的重要选择在年末迎政策回暖，释放

诸多利好信号，PPP 立法呼之欲出，或将在 2019 年为中国 PPP 发展打开全新局面。 



 

 

同时本报告根据 PPP 的发展成熟度和活跃度主要选择了江苏、山东、山西、福建、湖南、贵州以及甘

肃进行观察，对 2018 年在规范推进、拓宽投融资形式、创新发展基础设施以及 PPP 方面表现突出的七大省

份进行总结得出主要结论为：规范发展和防范债务风险成为地方 PPP 政策的核心和主线，地方融资方式在

不断创新，地方更注重 PPP 的创新，拓展发展新思路。 

二、热点话题 

2018 年是在摸索、探究中前进的一年，PPP 领域在合规整改背景下又遇上地方政府债务严控，致使 PPP

市场热度略有降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及推动民营资本发展以增强市场活力的趋势下，不

断合规化与流程化的 PPP 模式再次受到关注。 

本章节摘取 2018 年与基础设施和 PPP 投融资相关的热点话题，探讨话题源起与发展，主要包括四个话

题：棚户区改造、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棚户区改造部分通过政策演进及 2018 年讨论主题变化理清发展脉络，并解析棚改安置方式和融资途径，

重点分析棚改专项债的发行情况与趋势； 

一带一路部分通过梳理 2018 年“一带一路”主要政策推进变化，以及我国企业对外参与的竣工或投产项

目，发现 2018 年我国对外新增的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水电站、轨交、码头、道路等）为主，还包

括轻轨等轨道交通装备的输出项目、轻轨运营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签约等。我国走出去

的企业中，以国企为主力军，其中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中国电建等，是我国走出去的领军企业。

同时引入“一带一路”参与度指数、对贸易成本的影响评估，以及“一带一路”沿线 PPP 的政府监督质量评估

指数，分析“一带一路”实施产生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部分通过政策演进分析该主题的推进历程，同时重点关注乡村振兴中的土地供给问题，并重点

解析涉及的“田园综合体”概念，推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乡村建设。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部分重点关注“全覆盖”下提及的将绩效管理延伸至 PPP 领域，解析 PPP 绩效管

理的内涵、考核流程以及难点与展望。 

 

 

 

 

查看更多 2018 年中央及地方基础设施及 PPP 政策解析，热点话题 

（棚户区改造、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全 

部内容，请扫码获取【明树数据】《2018 年中国 PPP 市场年报》全文。 

 

 



 

 

Ⅳ. 明树展望 

（一）PPP 发展机制 

（1）PPP 顶层设计将出台 

（2）财承红线不能破 

（3）绩效管理进一步增强和落实 

（二）PPP 市场方向 

（1）PPP 成交量平稳提升，高速扩张不会复现 

（2）财政部 PPP 项目库趋向稳定，“能进能出”原则不会改变 

（3）可行性缺口补助将受到青睐 

（4）环保、文旅等行业开始升温 

（三）PPP 结构调整 

（1）补短板持续发力，铁路轨交势头猛 

（2）民营资本受关注，变革顺势求发展 

（3）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升 PPP 实施空间 

（4）地方政府债券优化，拓展基建发展结构 

（四）PPP 前瞻方向 

（1）PPP 二级市场发展令人期待 

（2）关注 PPP 项目可融资性 

（3）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专业投资管理机构将迎来广阔空间 

（4）数字建造与运维支撑 PPP 可持续发展 

 

 

 

 

查看更多 2018 年中国 PPP 市场总结及 2019 年中国 PPP 市场展望， 

请扫码获取【明树数据】《2018 年中国 PPP 市场年报》全文。 

 

 



 

  

http://www.bridata.com/report/detail?id=44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