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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4 年以来，财政部完成了三批 PPP 示范项目的申报、遴选和推广工作[1]。根据明树数据统计，财政

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和规模不断提升，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明显，体现在以下方面： 

 规模大且分布领域广 

通过统计，财政部前三批 PPP 示范项目共计 700 个、总投资额约 1.7 万亿元，分布在全国七大区域 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台湾、香港、澳门和西藏），涉及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等 18 个一级行业和 58 个

二级行业。 

 区域发展特征显著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多集中在华东、西南和华北三个地区，占项目总数量的 58%、总投资额的 69%。

东北、华南和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总体发展较慢，尤其华南地区，只有 48 个示范项目，投资额仅有 561 亿元。 

 行业分布比较集中 

财政部前三批 PPP 示范项目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共计 307 个，占总数量的 44%；投资额 6710 亿元，

占总投资额的 39%。交通运输行业 PPP 示范项目平均投资额最大，平均每个项目投资约 74 亿元。 

 示范引领作用渐显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前两批 PPP 示范项目全部落地，第三批项目中标率[2]63%，58%的示范

项目成立了项目公司；而非示范项目中标率仅 14%，项目公司成立比例仅 9%。按区域分析，山东省已中标

的 PPP 项目总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中标的非示范项目投资额平均较低。河北省和北京市中标的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较高，贵州省和云南省中标的 PPP 非示范项目投资额较高。 

按行业分析，市政工程领域 PPP 项目在数量和投资额上均占比较高，其次是交通运输领域。示范项目

在社会保障性质较强的领域中标情况优于非示范项目，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创新和经营性较强的领

域，示范项目中标情况弱于非示范项目，反映出示范项目寻求稳妥的整体策略。 

三批示范项目的落地时间呈下降趋势，随着 PPP 示范项目的推广，PPP 项目执行效率不断提高，全部

PPP 项目的落地时间与 PPP 项目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保持一致。示范项目中的政府付费项目数量有减少趋

势，可行性缺口补助和使用者付费项目数量有所增加，政府今后可能会加大经营或准经营性 PPP 项目的推

广。 

 

1.第一、二批次示范项目由财政部推出，第三批次示范项目由财政部等 20 家部委联合推出。 

2.本报告所述“中标率”是指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以具有中标信息的示范或非示范项目数量为基础进行统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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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情况分析 

1.1 全国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分布 

2014 年至今，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推荐，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已完成第一、二、三批示范项目评审与确定工作：其中第一批 22 个示范

项目总投资约 714 亿元、第二批 162 个示范项目总投资 4846 亿、第三批 516 个示范项目总投资 11621 亿

元，三批共计 700 个示范项目、约 1.7 万亿元。项目数量和总投资均有大幅增加，如图 1 所示。 

图 1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与总投资额统计图 

1.2 各省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分布 

全国各省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总体分布如图 2 所示，各省之间数量上呈现较大差异。其中，华中

地区的河南、西南地区的云南和华东地区的山东省项目数量位居前三，分别为 58、57 和 51 个。而西藏没

有示范项目，天津和上海仅有 1 个示范项目，其次是重庆仅有 2 个。 

全国各省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总体分布如图 2 所示，各省分布也存在较大不同，其中，西南地

区的云南、华北地区的河北和北京项目投资额最多，分别为 2441 亿元、1994 亿元和 1564 亿元。除西藏外，

上海和天津项目投资额最少，分别仅有 14 亿元和 20 亿元；青海虽然有 10 个示范项目，但是总投资额仅有

47 亿元，说明单个项目规模都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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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省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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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分布分析

总体上，第一、二、三批示范项目分别覆盖了全国 11、28 和 29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天津仅

有第三批的 1 个示范项目、上海仅有第一批的 1 个示范项目。第三批示范项目中，除上海和西藏项目数量

均为 0 外，仅有河南的第三批示范项目数量相比第二批有所减少，减少 10 个；其余地区均有所增加，其中

山东的第三批示范项目数量比第二批增加 43 个，增幅最大，如图 3 所示。

图 3 各省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从华东、华中、西南、华北、西北、华南、东北七大区域对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项目数量位居前三名，分别为 189、126 和 117 个，如图 4 所示；华北、华东和西南

地区项目投资额位居前三名，分别为 4569 亿元、3721 亿元和 3488 亿元；华东地区的第三批示范项目数量

相比第二批增加 120 个、投资额增加 2280 亿元，增长幅度位居各地区之首；以山东为首的华东地区 PPP 示

范项目发展迅速，而华南和东北地区 PPP 示范项目发展仍然较为缓慢。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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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七大区域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5 七大区域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分布图

以下从各区域项目数量和投资额两个角度分别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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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东北地区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东北地区黑龙江、辽宁和吉林 3 省 PPP 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较小，其中吉林

示范项目数量最多（22 个），投资额最大（697 亿元）。但是 3 省示范项目平均投资额相差很小，分别为 36

亿元、36 亿元和 32 亿元。东北地区示范项目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领域，如图 8 所示。

图 6 东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7 东北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8 东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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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华北地区

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华北地区的河北 PPP 示范项目数量最多，共 43 个，且发展迅速；其次为内蒙古，

共 35 个。从投资额来看，河北的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规模最大，且第三批示范项目增幅明显。北京的 PPP

示范项目数量较少，三批共计 10 个。但是投资额都较大，尤其第二批示范项目，仅有的 4 个项目总投资额

就达到 1140 亿元，平均投资额 285 亿元。但第三批示范项目规模有所减小，平均每个项目 71 亿元。天津

仅有 1 个第三批 PPP 示范项目，且投资额仅有 20 亿元。华北地区中，北京的示范项目平均投资额居首，为

156 亿元；其次为河北，为 46 亿元。华北地区示范项目也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及医疗卫生领域，如图 11 所示。

图 9 华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10 华北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11 华北地区示范项目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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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华东地区

如图 12 和图 13 所示，华东地区中，山东的 PPP 项目发展起步较晚，在前两批示范项目中仅有第二批

的 4 个项目，但是第三批迅速增加为 47 个，位居华东地区之首。山东项目数量虽然最多，但是总投资额却

低于安徽。尤其第三批示范项目中安徽的 32 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 774 个，平均投资额为 24 亿元，高于山

东省的 15 亿元。浙江和江苏示范项目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平均投资额较大，均约为 27 亿元。华东地区示

范项目同样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养老以及城镇综合开发、科

技领域，如图 14 所示。

图 12 华东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13 华东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14 华东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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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华南地区

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华南地区 PPP 项目发展起步较晚且数量较少，各省均无第一批示范项目。广东

与海南示范项目数量相同，但是广东的投资额略高于海南，为 273 亿元。华南地区示范项目平均规模较小，

平均约 10 亿元。华南地区示范项目同样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领域，如图 17 所示。

图 15 华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16 华南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17 华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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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华中地区

如图 18 和图 19 所示，华中地区 PPP 项目发展起步也较晚，第一批示范项目中仅湖南有 1 个项目，但

是示范项目总的数量和投资额均远高于华南地区。华中地区 3 省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相差均不大，其中

河南省项目数量最多、投资额最大，但是第三批示范项目规模有所减小。华中地区示范项目平均规模也较

小，平均约 17 亿元。该地区示范项目同样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水利建设、医疗卫生和养老领域，

如图 20 所示。

图 18 华中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19 华中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20 华中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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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西北地区

如图 21 和图 22 所示，西北地区 PPP 示范项目发展也较晚，均无第一批示范项目，且第二批示范项目

数量和投资额也都很小，第三批示范项目规模才有所增加。总体上，陕西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居首，共

24 个项目、投资额 422 亿元。该地区示范项目平均投资额差别较大，甘肃示范项目投资额平均 30 亿元、青

海平均 5 亿元、陕西平均 18 亿元。该地区示范项目同样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以及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如图 23 所示。

图 21 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22 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23 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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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西南地区

如图 24 和图 25 所示，西南地区 PPP 示范项目发展同样较晚，仅重庆和贵州分别有 1 个第一批示范项

目，第二批示范项目中，云南的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大幅增加，并且在第三批示范项目中，云南项目数量和

投资额又一次大幅度增加。总体上，云南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居首，共 57 个项目、投资额 2441 亿元（居

全国各省之首）；平均投资额达 43 亿元，略低于投资额位居第二的河北（平均投资额 46 亿元）。西南地区

示范项目同样多集中于市政工程领域，其次为交通运输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如图 26 所示。

图 24 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25 西北地区示范项目投资总额分布图

图 26 西南地区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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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分布分析 

3.1 总体特征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分为 18 个一级行业[3]、58 个二级行业。如图 27 所示，市政工程行业 PPP 示范项

目数量最多，共 307 个，其次为交通运输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分别为 77 个和 59 个；如图 28 所

示，市政工程行业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最大，共计 6710 亿元，其次为交通运输、城镇综合开发以及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分别为 5723 亿元、1294 亿元和 1118 亿元。其中，交通运输行业 PPP 示范项目平均投

资额最大、为 74 亿元，其次为城镇综合开发、平均为 38 亿元；农业仅有 1 个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仅有

2 亿元。 

 
图 27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数量行业分布 

 

 

 

3.随着 PPP 项目库的不断丰富，项目行业分类也发生了变化。财政部第二批 PPP 示范项目分为市政、水务、交通运输、医

疗、教育、文化、养老、科技、旅游与体育等 10 个行业，而第三批示范项目行业分类增加到了 18 个（现行 PPP 综合信息平

台分类为 19 个，第三批示范项目中缺少政府基础设施）。其中，林业和农业是新增的一级行业，而其他新增行业如生态建设

与环境保护则是将原有二级行业重新组合而成的一级行业。本报告沿用了第三批示范项目的分类方式，为了便于分析，将水

务行业并入水利建设行业并归类为水利建设与水务，交通并入交通运输行业中，市政并入市政工程行业中。因而，数据分析

与官方发布基础数据略有偏差，但并不影响项目分布的大趋势，也不会影响到分析结论的可靠性，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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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行业分布

3.2 市政工程

如图 29 所示，市政工程领域的 PPP 示范项目中安徽省数量最多，共计 23 个，投资额共计 389 亿元；

北京项目数量仅有 6 个，但是投资额最大，共计 1220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200 多亿元；云南省市政工程领

域 PPP 示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均位居全国第二，共计 21 个项目 770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约 37 亿元。

图 29 全国各省市政工程领域 PPP 示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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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通运输

如图 30 所示，交通运输领域 PPP 示范项目中，云南的项目数量最多，共 9 个，投资额最大，共计 1336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148 亿元；陕西的项目数量位居第二，共 7 个，但是投资仅有 175 亿元，平均每个项

目 25 亿元；河北的项目投资额位居第二，共计 1161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193 亿元。总体上，交通运输领

域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均较大。

图 30 全国各省交通运输领域 PPP 示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分布图

3.4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如图 31 所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领域 PPP 示范项目中，云南的项目数量最多，共计 7 个，投资额 110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约 15.70 亿元；安徽的项目投资额最大，共计 257 亿元，平均每个项目 51.4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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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全国各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领域 PPP 示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分布图

3.5 养老

如图 32 所示，养老领域 PPP 示范项目中，河北和四川项目数量最多，共 4 个项目，投资额分别 415 亿

元和 102 亿元，河北平均每个项目 103.75 亿元。

图 32 全国各省养老领域 PPP 示范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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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4.1 项目中标情况 

如图 33 所示，从项目中标情况分析，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第一批和第二批 PPP 示范项目中

标率为 100%，第三批示范项目中标率 63%，而非示范项目[4]中标率仅 14%，远低于示范项目中标率。 

 

图 33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中标情况分布图 

如图 34 和图 35 所示，对各区域和各省中标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分析，华中地区的河南省中标的

示范项目数量占比最高，达到 10%；华东地区山东省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均较高，分别为 14%

和 8%，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项目库中山东省已中标的 PPP 项目总数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和北京市中标示范项目数量占比较低，分别为 1%和 5%，但中标投资额占比较高，分

别为 15%和 12%，河北省和北京市中标的 PPP 示范项目投资额较高；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中标非示

范项目数量占比均为 4%，中标项目投资额占比均较高，分别为 7%和 9%，贵州省和云南省中标的 PPP 非示

范项目投资额较高；山东省中标的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最高为 14%，但中标的投资额占比仅为 8%，山东省

中标的非示范项目投资额较低。 

除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南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外，其余各省及自治区的示

范项目中标数量占比均高于非示范项目，整体而言示范项目的中标情况优于非示范项目。 

 

 

 

4.非示范项目是指财政部 PPP 项目库中不属于示范项目的 PPP 项目，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总数为 1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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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各区域和省份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中标数量占比分布图

图 35 各区域和省份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中标投资额占比分布图

如图 36 和图 37 所示，对行业的中标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分析，市政工程领域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

项目中标数量占比均较高，分别为 46%和 39%，相应的市政工程领域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中标投资额占

比也较高，分别为 47%和 30%，2002 年建设部鼓励在市政工程领域进行市场化试点，该领域市场化发展历

程久远、配套政策和市场环境相对成熟、市场需求较大且已培养出发展相对成熟的社会资本方。交通运输

领域中标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分别为 9%和 16%，但相应的中标投资额占比则分别高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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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交通领域项目是城镇化过程中发展良好基础设施体系和提升区域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多为大体量、

高投资额的项目，对社会资本的资金、建设、运营等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示范项目在社会保障性质较强的医

疗、养老、能源、水利、市政工程与生态环保等领域中标情况优于非示范项目，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

科技、旅游与城镇综合开发等创新和经营性较强的领域，示范项目中标情况弱于非示范项目，反映出示范项

目寻求稳妥的整体策略。 

 

图 36  各行业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中标数量占比分布图 

 

图 37  各行业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中标投资额占比分布图 

注：按行业划分时的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的数量或投资额占比为 0%，仅代表该项对应数值较小但均

大于 0，其所占比例四舍五入后取整后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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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公司成立情况 

如图 38 所示，从项目公司成立情况来看，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财政部第一批和第二批 PPP 示范项

目均成立了项目公司，第三批示范项目已有 58%成立了项目公司，而仅有 9%的非示范项目成立了项目公司。

已有 14%的非示范项目确定了中标方，但其中仅有 64%的中标项目成立了项目公司，远低于三批示范项目

的项目公司成立比率。 

 

图 38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的项目公司成立情况分布图 

4.3 执行效率 

本报告以项目中标到项目公司成立所用时间表示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落地历时，即执行

效率。如图 39 所示，第一批示范项目落地历时平均 110.5 天、最短 7 天、最长 282 天；第二批示范项目落

地历时平均 112.8 天、最短 3 天、最长 680 天；第三批示范项目落地历时平均 86.1 天、最短 3 天、最长 300

天；非示范项目落地历时平均 93 天、最短 1 天、最长 680 天。 

三批示范项目的落地时间呈下降趋势，随着 PPP 示范项目的示范性推广，PPP 项目执行效率不断提高。

中标的非示范项目涉及的时间覆盖范围包括三批示范项目的总时间，因此其落地历时分布较广，但落地平

均时长优于第一、二批示范项目，但略高于第三批示范项目的平均落地历时。第一、二批示范项目在我国有

重要的探索意义，早期推进时普遍存在速度较慢的问题，但随着这两批项目逐渐落地，很多经验被第三批示

范项目及非示范项目学习，使得后期发起的项目推进速度优于早期。整体来看，全部 PPP 项目的落地时间

与 PPP 项目不断发展完善的趋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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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落地历时分布图

4.4 社会资本方

（1）牵头人所有制背景

从项目数量分析，民企中标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均在 40%以上，均多于地方国企、央企

和央企下属公司；民企中标非示范项目与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基本持平，如图 40 所示。从投资额分析，央企

及其下属公司优势明显，尤其第一批示范项目，央企中标项目数量占 9%，投资额占比达到 40%；央企下属

公司和民企中标示范项目的投资额增加趋势明显，央企和地方国企中标示范项目的投资额有下降趋势，如

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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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不同所有制背景企业中标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41 不同所有制背景企业中标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投资额占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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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背景

如图 42 所示，第一批示范项目牵头人主要为综合环境服务商，占比 31.82%；其次为建筑承包商，占比

18.18%。第二批示范项目牵头人主要为建筑承包商，占比 31.1%；综合环境服务商占比有所下降，为 15.85%。

第三批示范项目牵头人中建筑承包商占比更大，为 50.15%；其次为综合环境服务商，占比 15.9%。58.23%

的非示范项目牵头人为建筑承包商；其次为综合环境服务商，占比 10.5%。从投资额来看，示范项目和非示

范项目牵头人为建筑承包商的投资额均最大，尤其是第三批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建筑承包商牵头的项

目投资额均占 60%以上，如图 43 所示。

图 42 不同牵头人类型下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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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不同牵头人类型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与非示范项目投资额占比分布图

4.5 回报机制

如图 44 所示，从不同批次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回报机制分布情况来看，财政部第一、二、三批 PPP

示范项目中，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数量居多，分别占比 45.45%、51.22%和 47.87%；非示范项目中政府付费

项目数量最多，占比 43.68%，其次为可行性缺口补助项目，占比 31.78%。示范项目中使用者付费项目和可

行性缺口补助项目数量有增加趋势，政府付费项目数量有减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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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不同回报机制下的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数量占比分布图

4.6 政府参股情况

如图 45 所示，对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中政府参股情况分析，第一批示范项目政府参股数

量占比较低，仅占 27.27%；第二批示范项目政府参股数量占比有较大提高，为 49.39%；第三批示范项目政

府参股数量占比又有所下降，为 39.33%。而非示范项目中，政府参股项目数量和为参股数量基本持平。说

明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对政府参股与否并没有显著影响。

图 45 财政部 PPP 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政府参股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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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2014 年以来，财政部不断加大对 PPP 示范项目的推广，各省各地区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PPP

示范项目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各省各地区推动 PPP 示范项目速度和热度近年来逐年增加。从行

业分布来看，PPP 示范项目涉及行业范围广泛，但是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以及城镇综合开发等领域。从 PPP 示范项目的实施情况来看，项目中标率、项目公司成立比

例和执行效率均高于非示范项目；无论示范项目还是非示范项目，民企均参与了较多的项目，但是央企获得

了较大投资额的示范项目和非示范项目；另一方面，建筑承包商参与了最多的 PPP 示范项目；示范项目中，

政府付费项目数量有所减少，可行性缺口补助和使用者付费项目数量有增加趋势。 

为继续深入推进公共服务领域 PPP 工作，2017 年 7 月 14 日，财政部等 19 家部委联合启动第四批示范

项目的申报与遴选，项目申报工作已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完成。本批次示范项目注重激发市场活力，优先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的项目，区域上注重激励 PPP 模式成效明显地区，同时突出环境保护、农业、水利、消费

安全、智慧城市和旅游、文化、教育、体育、养老等幸福产业。期待第四批示范项目的推出，希望其能够发

挥越来越强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中国 PPP 市场的持续规范发展。明树数据将持续关注第四批示范项目的

评审工作及前三批示范项目的执行情况，敬请期待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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