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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示范项目出炉，指引 PPP 规范

后发展趋势 
■事项：财政部网站 2 月 6 日发布《财政部关于公布第四批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财金„2018‟8 号），确定财政部联合

有关部门共同筛选出北京市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北京段）PPP 项目

等 396 个项目作为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涉及投资额 7588 亿元。 

 

■第四批示范项目数量、投资额及入选率降低，更加注重规范性和高质

量：从财政部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的数量和总投资额来看，分别比第

三批示范项目减少了 120 个（入选项目数量，-23.3%）、4120 亿元（入

选项目投资额，-35.2%）。第四批示范项目的入选率从第三批的 44%降

至 32.3%。入选项目数量、投资额及入选率的降低体现出第四批示范项

目在 2017 年 50 号文、87 号文、92 号文等系列 PPP 规范文件出台后愈

加严格和审慎的评审原则，更加强调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高质量，项

目规模亦更为合理。根据此前财政部 PPP 中心发布的第 9 期全国 PPP

项目信息季报显示，前三批 PPP 示范项目共计有 697 个，总投资额为

1.8 万亿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底落地投资额为 1.5 万亿元、落地率为

85.7%（第一、二批已全部落地，第三批落地率为 80.5%）。尽管此次示

范项目规模较上次有所缩减，但我们认为优中选优的第四批项目凭借

其扎实的质量条件更能获得 PPP 参与各方的青睐，快速落地有望成为

大概率事件（据财政部数据入选项目已有近 6 成落地），并基于示范项

目一直以来的引领和标杆作用，将对整体 PPP 入库项目起到良好示范

效应。 

 

■交通运输、市政工程仍为主要领域，向重点领域、民营企业倾斜显著：

从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的行业领域类型来看，市政工程、交通运输、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入选项目数量最多，分别为 163 个（占比

41%）、41 个（占比 10%）、37 个（占比 9%）；而交通运输、市政工程、

城镇综合开发领域入选项目投资额最高，分别为 2375.99 亿元（占比

31%）、1999.27 亿元（占比 26%）、1112.09 亿元（占比 15%）。农业以及

旅游、教育、文化、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入选项目共 91 个、投

资额 861 亿元，占比分别为 23%和 11.3%，较第三批分别提高了 5.3 个

和 4.6 个 pct，体现出示范项目对于重点领域倾斜的导向。从地区分布

来看，山东、云南、湖北项目数排名前三，分别为 38 个、36 个和 32

个；浙江、云南、四川投资额排名前三，分别为 807.51 亿元、746.36

亿元和 629.04 亿元。从回报机制来看，可行性缺口补助类入选项目数

量及投资额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 267 个（占比 67%）、5383.70 亿元（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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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71%），其次为使用者付费类项目和政府付费类项目，体现出 PPP 项

目规范后对于运营端的重视。需要强调的是第四批示范项目中，连片

特困地区项目 68 个、占比 17.2%、投资额 1855 亿元，PPP 已成为扶贫

脱贫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同时根据财政部 PPP 中心数据，此次入选

项目中民营资本参与数量为 143 个，占全部已落地项目数量的 58%；

投资额为 2428.97 亿元，占全部已落地项目投资额的 51%，高于前三批

落地项目 46.9%的民营资本参与率，体现出发改委 2059 号文 PPP 向民

营企业倾斜的政策成效显现。 

 

■第四批示范项目指明发展方向，PPP 规范后有望迎来发展新机遇：我

们仍然维持我国 PPP“起飞转平飞”尽管在增长边际变化上有所减弱、

却是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PPP 市场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上述第四

批示范项目中体现出的明确导向和重点倾斜已为后续 PPP 发展指明方

向。如不夯实基础、挤出水分、排除风险，势必动摇未来我国 PPP 可

持续发展的确定性和领先性。我们始终认为 2017 年以来系列 PPP 监管

文件的出台是更加关注 PPP 发展质量和中长期效益，并未改变 PPP 的

发展趋势，更没有否定 PPP 的商业逻辑和投资价值。相反，在顶层设

计和制度体系逐渐清晰完整之后，作为国内公共项目投融资体制的发

展方向及结构化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PPP 必将在助推我国经

济转型发展、破解地方债务难题、提供基本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中发

挥巨大的作用。PPP 发展市场空间依然广阔，规范之后的中长期投资

更加有保障。 

 

■投资建议：我们仍然坚定看好 PPP 规范后的发展新机遇，判断未来

更为均衡的“投建营一体化”PPP 发展模式或将成为主流；社会资本

或将更加慎重权衡 PPP 项目中建安与运维部分的利润分配比例。PPP

项目的盈利变现周期或将被拉长，运营将成为新的盈利贡献源。建议

重点关注相关 PPP 龙头企业在监管政策出清后的投资价值和支柱地

位，以及对于 PPP 扶贫脱贫、民企参与的政策激励导向，推荐中国建

筑、中国交建、葛洲坝、安徽水利、东方园林、铁汉生态、蒙草生态、

东珠景观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大幅波动风险，PPP 项目推进不达预期风险，资

金利率大幅提升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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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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