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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业务蓬勃发展

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发展展望
■ 王力 /文

┌

2016年12月26日，发改委联合证监会发布《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2698号）（以

下简称“《通知》”），拉开了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序幕。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是指以PPP
项目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资产的结

┘

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现状

构化产品。其中，PPP（Public-Private（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推进情况

Partnership）模式 1，指的是政府采取竞争
性方式择优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
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
同，明确责任权利关系，由社会资本提供公
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
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
合理收益。
资产证券化，指的是以基础资产所产生
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设立特殊目的载
体，采用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此
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业务活动。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对盘活PPP项目存量资产、
加快社会投资者的资金回收、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参与PPP项目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连接PPP项目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桥
梁，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可拓宽PPP项目融
资渠道，并为社会资本退出指明新方向，受
到发改委、证监会的高度重视，在过去的几
个月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16年12月26日，发改委联合证监会
发布《通知》，标志着我国PPP项目资产证
券化的开启；2017年1月9日和2017年1月
17日，发改委、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在北京
先后举办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座谈会和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业务专题培训，为PPP项目
资产证券化落地做准备；2017年2月8日，

1
PPP模式目前没有统一定义，本文采用的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2号）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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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对《关于实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

印发《通知》，这是国务院有关部门首次正

建议》进行了答复，表示将与发改委加强合

式启动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通知》明确

作，并建立绿色通道促进首批PPP项目资产

了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范围和标准，并对

证券化产品落地；2017年3月10日，上交所

后期推进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工作进行了详

发布公告称首批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

细部署。但是，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并非首

证券化正式落地。

次提出，在此前发布的相关政策中，多次提
到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这些政策文件的发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从开启到落地，前

布为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行打下了

后不到3个月时间，发改委、证监会和基金

基础。

业协会通力合作，使得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2014年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首批落地的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

[2014]43号）（以下简称“43号文”），43

目证券化产品共有四单，基础资产均为公共

号文在提出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剥离

事业类PPP项目。四个产品均采用了优先/

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

次级的分层结构，优先级均已通过合格投资

不得新增政府债务的同时，要求推广使用政

者完成资金募集，次级为原始权益人自行持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投资者或特别目的

有。优先级信用等级均为AAA级，四个产品

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举债

发行规模合计27.14亿元，优先级发行利率

并承担偿债责任。

从3.70%到4.15%，其中三个在上交所发行

其后，2014年11月16日国务院印发的

上市，一个在深交所发行上市。

《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政策

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2015
年4月25日发改委和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发

2016年12月26日，发改委证监会联合

图表１ 首批落地ＰＰＰ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概况

落地项目

产品
规模
（元）

优先级
规模
（元）

基础
资产

优先级
信用
级别

中信证券-首创股份污水处理
PPP项目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

5.3亿

5亿

污水
处理
收益权

AAA

上交所

华夏幸福固安工业园区新型城镇
化PPP项目供热收费收益权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

7.06亿

6.7亿

供热
收费
收益权

AAA

上交所

中信建投-网新建投庆春路隧道
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11.58亿

11亿

隧道专营权合
同债权

AAA

上交所

广发恒进-广晟东江环保虎门绿
源PPP项目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3.2亿

3亿

污水
处理
收益权

AAA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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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0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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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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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此外，在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政策文件

法》（第25号令）、2015年5月5日交通运

中，2014年12月24日，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输部发布的《关于深化交通运输设施投融资

会发布《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清

改革的指导意见》（交财审发[2015]67号）

单指引》，将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和2015年8月10日银监会《关于银行业支持

（PPP）下应当支付或承担的财政补贴排除

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建设的指导意见》（银监

在负面清单之外，表明PPP项目中政府对社

发〔2015〕43号）等政策文件中，分别提

会资本支付的付费和补贴款项可以进行资产

出在PPP项目领域“大力发展资产支持计划

证券化。而2016年5月13日，证监会发布的

等融资工具”“鼓励特许经营项目公司进行

《资产证券化监管问答（一）》则提出可以

结构化融资”，“特别目的公司可以通过资

开展资产证券化的PPP项目的范围：“原则

产证券化的市场化方式举债”，“积极推进

上需为纳入财政部PPP示范项目名单、国家

资产证券化，盘活重大项目信贷资产，针对

发展改革委PPP推介项目库或财政部公布的

PPP项目的特点，创新金融服务，拓展重大

PPP项目库的项目。PPP项目现金流可来源

工程建设的融资渠道和方式”。

于有明确依据的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政

2016年8月30日，发改委发布的《关
于切实做好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

府补贴等。其中涉及的政府支出或补贴应当
纳入年度预算、中期财政规划。”

资本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

二、PPP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2016]1744号）则称得上发改委开启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的前奏。它明确提出：“要

（一）PPP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构建多元化退出机制，推动PPP项目与资本

PPP模式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

市场深化发展相结合，依托各类产权、股权
交易市场，通过股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
式，丰富PPP项目投资退出渠道。”

分为探索、试点、推广、调整和快速发展五
个阶段。

图表２ ＰＰＰ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阶段

时间

理论背景

现实背景

参与资本

典型案例

探索

1984-1992年

改革开放

对外开放
吸引外资

外资企业

深圳沙角B电厂

试点

1993-2002年

建设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分税制改革

外资企业

广西来宾B电厂

推广

2003-2007年

放宽非公有制
资本准入限制

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

民营企业

北京地铁4号线、
国家体育场

调整

2008-2013年

中国模式

金融危机、四万亿
计划

国有企业

江西峡江水利
枢纽工程项目

快速
发展

2014年至今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新常态

社会资本

北京地铁16号线

资料来源：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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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阶段（1984-1992年）

设施领域的重要途径，开始被政府大力推
广。同时，我国放宽了非公有制资本准入

在此阶段，PPP模式以外资参与的

限制，2002年原建设部发布了《关于加快

BOT模式为主。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

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

施，吸引外资参与我国建设逐步成为现实。

[2002]272号），“鼓励社会资本、外国资

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

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

的规定》，其中部分外资便采用BOT模式进

2003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1984年，深圳

“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

经济特区电力开发公司与香港合和电力（中

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

国）有限公司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建设沙角B

业和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各地市

电厂，项目采取BOT模式，于1988年4月正

政公用领域PPP模式的发展，这一时期外资

式投入商业运营。深圳沙角B电厂项目是我

和民营资本较大规模的参与市政公共用基础

国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BOT项目，也是我国

设施的建设，如北京地铁4号线和国家体育

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PPP项目，以此为起

场均引入了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建

点，中国开始逐渐探索PPP模式在基础设施

设运营。

等领域的应用。

4．调整阶段（2008-2013年）

2．试点阶段（1993-2002年）

2008年到2013年，我国PPP模式发展

1993年后，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

经历了一段调整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

中的作用逐渐被政府关注，并开始进行试

机后，我国实行了四万亿经济计划。2009

点。1992年末，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

年3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提出：“支持有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我国

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

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前者使得在基础设施建

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

设中实行PPP模式成为可能，后者则在基础

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地方政府组

设施建设领域为PPP模式创造了一定的需求

建的投融资平台开始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

空间。1995年，原国家计委选择了广西来

设，国有企业逐步取代民营企业，成为PPP

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广东电白高速公

模式中代表社会资本的一方。例如，2010

路等五个BOT项目进行试点。同年8月，原

年开始建设的江西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即由

国家计委、原电力部、原交通部联合下发了

中央国企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江西分公司

《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关

和地方国企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公司合作以

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提供政策依据。

PPP模式建设。

3．推广阶段（2003-2007年）

5．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持续

2014年以来，我国PPP模式进入了快

高速的发展，也带来了巨额基础设施投资

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缺口，PPP模式作为民间资本进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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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务压力，实现政府投融资制度变革，提升政

发挥政府作用”，随后我国开始全面统筹推

府投融资效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PPP

进PPP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出台了

模式已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许多规范PPP发展的政策文件。

生、防风险的重要抓手。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

（二）PPP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政部、发改委和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
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5〕42号）（以下简称
“42号文”），大力推广PPP模式，42号
文明确了要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
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
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公共

目前我国PPP模式的推广工作由财政部
和发改委负责，其中财政部统筹推进公共服
务领域深化PPP改革工作，发改委统筹负责
基础设施领域的PPP推进工作。在财政部和
发改委的支持推动下，近年来我国PPP模式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服务领域，广泛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

1．全国PPP项目入库情况

式，将PPP模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

自2016年以来，全国PPP入库项目和

度，PPP模式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落地项目均呈逐月持续稳步上升态势。截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

至2017年2月末，全国PPP入库项目11,784

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

个，同比增长65.74%，入库项目投资总额

进，原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

合计13.94万亿元，同比增长67.95%。截至

融资模式的供给能力进一步受到约束，PPP

2016年末，全国入库PPP项目中已签约落

模式成为我国政府投融资改革的重要方向。

地1,351个，落地率31.6%。

首先，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庞大的公共

从入库项目区域分布来看，项目地区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财政部预计，

集中度较高。截至2017年2月末入库项目数

2015～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

方面，贵州、山东、新疆、内蒙古、四川位

投资需求高达42万亿元。

居前五名，分别为1,794个、1,058个、940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厘
清了市场与政府关系、规范了地方政府投融
资行为，新预算法要求地方政府全部收支将
纳入预算管理，43号文则提出加强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规范融资平台融资行为，地方
政府预算约束趋紧，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趋于

个、898个和863个，合计占入库项目总数
的47.12%。截至2016年末，入库项目投资
方面，贵州、山东、云南、河南、四川位
居前五名，分别为16,034亿元、12,229亿
元、10,302亿元、9,538亿元、9,180亿元，
合计占入库项目总投资的42.4%。

下降。PPP模式，将社会资本引入了公共服

从入库项目行业分布来看，市政工程和

务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能提高公共服务基础

交通运输行业的PPP入库项目最多。截至

设施建设的供给效率，还能缓解地方政府债

2017年2月末，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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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３ ２０１６年以来ＰＰＰ入库项目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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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４ ２０１６年以来ＰＰＰ入库项目落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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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５ 截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末入库项目数量区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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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６ 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入库项目投资金额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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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７ 截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末入库项目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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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示范项目情况

综合开发和旅游等行业入库项目数位居前
列。其中，市政工程占比35.23%，居所有
行业之首。市政工程包括轨道交通，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供水、供气、供热、市政道
路、停车场等。市政工程领域的项目一般有
现金流，市场化程度较高，PPP模式运用较
为广泛，尤其是污水、垃圾处理等我国政府

截至2016年12月末，国家三批示范项
目共计743个，投资额合计1.86万亿元。其
中，2014年第一批22个，投资额709亿元；
2015年第二批205个，投资额6,267亿元；
2016年第三批516个，投资额1.17万亿元。

规定要强制应用PP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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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８ ２０１６年示范库项目数量阶段分布变化情况（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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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９ ２０１６年示范库项目投资总额阶段分布及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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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按全生命周期分为识别、准

从国家示范项目区域分布看，示范项目

备、采购、执行和移交5个阶段，目前国家示

数量排名靠前的依次为河南、云南、山东、

范项目均处于前四个阶段。截至2016年末，

安徽和湖南，分别为65个、58个、51个、

已签约落地的示范项目363个，比年初增加

46个和43个。而落地示范项目数量靠前的

297个；落地示范项目总投资额为9,380亿

依次为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和云南，落

元，比2016年1月末增加7,234亿元。

地项目数分别为37个、31个、26个、21个
和20个。从国家示范项目行业分布看，市政

从落地率来看，国家示范项目落地率稳

工程类项目最多，其次是交通运输类，和入

步提高，已从2016年1月末的32.70%提高

库项目分布一致。国家示范项目中，市政工

到2016年12月末的49.66%。2016年10月第

程类324个，占比43.61%，交通运输类83

三批国家示范项目入库，使得示范项目落地

个，占比11.17%；落地示范项目中，市政

率从2016年9月的58.18%降至2016年10月

工程类180个，占比49.72%，；交通运输类

的45.20%。

37个，占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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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国家示范项目落地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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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末示范库项目及落地项目区域分布情况（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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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末示范库项目及落地项目行业分布情况（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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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法工作计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发展展

项目引入社会资本条例》（以下简称“该条

望

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列
（一）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面临的

入，由法制办、发改委和财政部起草，将抓

机遇

紧办理，尽快完成起草和审查任务。因此，
2017年将成为PPP的立法之年，未来PPP

第一，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对于PPP模

的政策体系将更加健全。

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PPP项目资产证券化
有利于盘活PPP项目存量资产，开拓PPP项

（二）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挑战

目的融资渠道，是社会资本重要的退出渠道
之一，也是实现PPP项目标准化、规范化的

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面临着良好的

重要方式和金融创新，是我国PPP模式发展

发展机遇，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将面临不小

的内在需求，将成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的挑战。

投资对接资本市场的重要路径。

首先，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推广亟需

第二，PPP模式的良好发展为PPP项

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推动PPP项目资产

目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广泛的基础资产。在

证券化的标准化进程。在发改委和证监会的

PPP模式推广和调整阶段，我国已经开展了

大力推动下，首批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

3000多个特许经营项目，其中不少项目符

在短时间内迅速落地，这对于PPP项目资产

合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因此，在PPP项目资

证券化的推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产证券化的初始阶段，也不缺乏可进行资产

但是，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推广更需要法

证券化的PPP项目。而随着我国PPP模式进

律法规的指引和保障，支持PPP项目资产证

入快速发展阶段，许多PPP项目将逐步进入

券化的相应法律体系与制度规范亟待建立，

运营阶段并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未来可资产

包括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统一发行、上市和

证券化的PPP项目越来越多，PPP项目资产

交易规则，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原始权益人退

证券化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

出、资产隔离及存续期管理等细则。

第三，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

其次，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推广过程中

化改革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推广PPP模式和

风险防范不可忽视。与其他创新产品一样，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也会放大风险，而且
PPP项目本身情况也比较复杂，风险更具有

的配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多元化特征。因此，必须建立针对PPP项目
第四，未来PPP政策体系将逐步健全，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防范机制、违约处置机制

PPP模式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PPP项目

和市场化增信机制，研究完善相关信息披露

资产证券化前景广阔。当前PPP模式推广最

要求，使得资产证券化的PPP项目信息披露

主要的障碍在于PPP领域顶层法规缺失，国

公开透明，确保项目有序推进，以推动PPP

务院法制办将采取先出条例，后出法律的策

项目资产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略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国务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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