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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PPP新入库“两新一重”项目346个、投资额8012亿元

引导民间资本 扩大有效投资

12月 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会议强调，积极扩大
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如何支持有效投资，激发市
场活力至关重要。PPP（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政府资金
的引导和带动，能更好支持民间
资本参与补短板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今年以来PPP项目投资情
况如何？未来如何继续发掘其拉
动社会投资的潜力？

关键指标“有降有升”，市场
发展更稳健

PPP综合信息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 2021年第三季度，2014年以
来累计签约落地项目 7528个、投
资额124409亿元，签约落地率（签
约项目投资额占在库项目总投资
额的比例）78.2%。累计开工建设
项目 4628个、投资额 71933亿元，
开工率（开工建设项目投资额占
在 库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的 比 例）
45.2%。

今年前三季度，PPP新入库项
目 442个、投资额 9165亿元，投资
额同比下降 32.38%。与此同时，
签约落地项目 437 个、投资额
9929亿元，同比增加 310亿元、增
长3.2%。

关键指标有升有降，原因何
在？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中心主任焦小平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PPP市场已逐渐进
入规范平稳发展阶段。

他分析，“降”主要因为项目
管理更加规范，以及政府投融资
渠道多元化。PPP中心对项目入
库信息合规性、完整性核查更严
格，各地更加注重项目质量管理，
申报入库更加谨慎，“严把入库
关，拦住了不达标项目。”焦小平
说。此外，目前部分地区 PPP项
目财政支出责任占比已接近本级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0%红
线，申报项目数减少。再有，随着
政府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比如专
项债的发行，形成公共服务领域
项目分流。

“升”则主要有3方面原因。
一是 PPP市场更加成熟。7

年多的实践，促使各参与方对PPP
政策要求的理解运用更加熟练，
项目前期准备和市场测试越来越
充分，采购和实施流程日益顺畅，
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各地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推动项目落地效率
持续提升。

二是 PPP 发展预期渐趋稳
定。“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要规
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这为市场稳预期增强了信心。

三是越来越多在库项目完成
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并进入运营
期。“这符合项目开发规律，也说
明 PPP 市场发展趋于稳定、理
性。”焦小平表示，短期内新入库
的数量有所下降是正常现象，总
体来讲，PPP市场越来越成熟稳健
并富有韧性。

“十四五”开局之年，落实重
点任务干劲足

山东省潍坊市昌邑市柳疃现
代农业产业园，利用 PPP项目打
造潍河引水、群井汇流和海绵村
庄工程，已建成的4万亩高标准农
田每年节约种植成本 1800多万
元，目前小麦、玉米等作物亩均产
量较此前实现翻番。与此同时，

项目调动了农民参与土地市场化
流转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的土
地租金收入，还提供了 1.45万人
次的就业岗位。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作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的重要抓手，PPP模式通过引
导社会资本投向，激发民间投资
活力，在助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支持有效投资，助力“两
新一重”。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
构增后劲的新型基础设施、新型
城镇化和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等
重大工程建设。今年前三季度，

“两新一重”新入库项目346个、投
资额 8012亿元，占全部新入库项
目投资额的87.4%。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
续改善环境质量。PPP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改善和环
境保护治理。前三季度新入库污
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项目236个、投
资额 2255亿元，占全部新入库项
目的24.6%。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促
进三产融合发展。2021年，有 7
个脱贫县首次采用PPP模式支持
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入库
项目 8个、投资额 53亿元。前三
季度，脱贫县乡村振兴新入库项
目104个、投资额806亿元。

——切实改善民生，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前三季度，
教育、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体
育等领域新入库项目 69个、投资
额596亿元。

完善制度设计，加强风险管控

“政策要不断适应新发展新
要求的需要。”焦小平介绍，2021
年以来，财政部印发《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4号》，修订《PPP信息
公开管理办法》并持续完善 PPP
综合信息平台功能，进一步规范
PPP项目会计处理，提升PPP项目
监管、服务和信息披露能力，强化

履约责任并保障政府支付能力。
地方在制度和实践创新方面

积极突破，强化引领示范。比如，
江苏省出台政府督查激励政策，
赋予 PPP 改革成效明显的市县
PPP项目优先入库审核权，对列为
省级试点和示范项目的给予相关
奖补资金。

未来，如何让 PPP更好发挥
撬动民间投资的杠杆作用？

——继续完善制度规范，优
环境、拆藩篱。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周兰萍认为，应尽快从
法律层面明确 PPP的内涵外延、
职责分工、规范要求等，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吴
卫星指出，应进一步优化PPP发展
的营商环境。“当前仍然存在政出
多门、衔接不畅等问题，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有待加强。此外，当前
PPP投融资渠道仍主要依靠传统
信贷，二级交易市场也不发达，融
资机制尚未完全适应市场需求。”

——切实加强风险防范，拉
红线、严底线。

严格项目管理，实现规范发
展。一方面，按现行政策确定 30
项入库标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建立线上智能审核机制，做好入
库审核信息核查，严把“入口关”；
另一方面，要加强动态管理，防范
隐性债务风险。

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9月
底，全国 2758个有 PPP项目入库
的行政区中，2716个行政区 PPP
项目合同期内各年度财政承受能
力指标值在 10%红线以下，整体
风险可控。

“应建立 PPP项目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数据的年度更新长效机
制，避免预测数据与经济发展周
期出现较大背离。”焦小平认为，
还可以继续升级全国PPP综合信
息平台，推动与债务监测系统的
联动，提高项目各参与方系统性
风险防控能力。

据《人民日报》

核心阅读

今年前三季度，PPP新
入库项目 442 个、投资额
9165亿元。其中，新入库
“两新一重”项目346个、投
资额8012亿元。

作为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抓
手，PPP模式通过引导社会
资本投向，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在助力落实国家重大战
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日报记者曲哲涵

这是12月8日拍摄的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玉门昌马风电场的
风机。

甘肃省风、光、热资源富集，有着广袤的戈壁沙漠，发展新能源产业条件得
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积极推进新能源项目，据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统计，截
至2021年10月，甘肃省新能源装机总量达2520.12万千瓦，预计到2025年有
望突破8000万千瓦，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共同发展，为甘肃的戈壁沙漠地区披
绿添金。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甘肃：新能源项目为戈壁沙漠披绿添金

12月9日，在济南火车站附
近，中铁十局的工作人员进行郑
（州）济（南）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
程京沪四线拨移作业。

当日，由中铁十局承建的郑
（州）济（南）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
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京沪四
线拨移施工圆满完成。本次施工
要在180分钟内完成890米线路
拨移，工务、电务、电牵专业立体
交叉施工，同时相应的接触网和
电务信号设备根据线路也要同步
完成改移。

据悉，郑济高铁引入济南枢
纽工程建成后，将构建起胶济客
专、济青高铁、京沪高铁沿线与中
原及西部地区联系的快速客运通
道。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郑济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程完成京沪四线拨移作业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 9日发布数据，主要
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影响，11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 2.3%，涨幅比上月扩大 0.8个百分
点；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食品价
格同比由上月下降 2.4%转为上涨
1.6%，其中猪肉价格下降32.7%，降幅
比上月收窄11.3个百分点；鲜菜价格
上涨 30.6%，涨幅比上月扩大 14.7个
百分点；鸡蛋、淡水鱼和食用植物油价
格分别上涨20.1%、18.0%和9.7%。

11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
点。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
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 36.7%和
40.6%，涨幅继续扩大；服务价格上涨
1.5%，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受季节性因素、成本
上涨及散发疫情等共同影响，CPI上
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 0.3个百分
点。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2.4%，
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食品
中，受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及短期肥
猪供给偏紧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由
降转涨，上涨 12.2%；各地多措并举
保障“菜篮子”供应，随着蔬菜上市量
逐渐增加，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大幅
回落9.8个百分点。

据测算，1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
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1月
份，随着保供稳价政策落实力度不断
加大，煤炭、金属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
快速上涨势头初步得到遏制，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涨幅有
所回落。 11 月份，PPI 同比上涨
12.9%，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11月份CPI同比上涨2.3% 环比上涨0.4%

新华社南宁12月9日电（记者
陈露缘）记者9日从广西实施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 11月 30日，广西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 191项改革任务已完成 131项。
今年1月至11月，广西国资委系统国
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015亿元、利
润总额 26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9%、44%。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主任
李杰云介绍，广西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深入实施，有效增强了国有企业
综合实力。截至 10月底，广西国资
委系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 4.49
万亿元。今年 1月至 11月，广西柳
州钢铁集团、广西投资集团、广西
交通投资集团、广西北部湾投资集
团利润总额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47.8 亿元、12.65 亿元、12.48 亿元、
4.17亿元，企业经济效益创历史同
期新高。

今年以来，广西国有资本布局结
构进一步优化，配置效能整体提升，
今年区直企业计划总投资2698.42亿
元，主业投资比重达 97.88%。同时，
企业重组整合有序实施。

据介绍，广西加大对国有企业科
技创新支持力度，自治区国资委对承
担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团队的工资总
额列入其他工资管理，将研发费用全
额视同业绩利润，企业核心技术攻关
研发投入加倍视同业绩利润。今年
1月至10月，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
累计实现新产品产值 205.9亿元，同
比增长35.1%；科技研发投入达64.16
亿元，同比增长44.1%。

广西国企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创新高

12月9日，唐山市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蛋鸡养殖企业的工人在鸡蛋分
装线上分拣鸡蛋。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传统蛋鸡养殖优势，采用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蛋鸡养殖，促进群众增收。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河北唐山：打造蛋鸡全产业链助增收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丽
莉)近日，记者从恒健控股公司采访
获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简称

“深合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暨民
生项目揭牌仪式于近日在珠海横
琴举行，作为省属国有资本运营公
司平台，恒健控股公司与深合区执
委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拟推进多
个重点项目，其中，横琴将打造航
空工业和通航产业集聚区成为聚
焦点。

据悉，在聚焦广东航空产业发展
方面，双方将牵头发起设立总规模
300亿元的广东省航空产业基金，吸
引澳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打
造航空工业和通航产业集聚区，推动

重点项目落户横琴。同时，恒健控股
公司还将发挥公司下属企业天合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
租赁）作为唯一省属航空产业技术平
台的优势，设立天合租赁横琴子公
司，带动深合区飞机制造、发动机维
修、公务直升机运营服务等航空产业
集聚发展。

目前，天合租赁与空中客车直升
机公司就7架直升机（6架H175、1架
H225）的采购事宜已签署意向书，涉
及金额超 15亿元，这标志着天合租
赁公务直升机采购工作进入新阶
段。据介绍，下一步，恒健控股公司
将加快推进天合租赁公司直升机采
购工作落地。

广东省设立300亿元航空产业基金

经济日报讯（记者余健）从原
料除渣除铁到烘干、焙烧、粉碎再
到精密分级……日前，当记者走
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国家稀土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上海交通大学
包头材料产业园，包头华明高纳
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正
马不停蹄地生产稀土抛光粉，热
火朝天的场景让人仿佛忘了户外
的严寒。

稀土抛光粉属于中高端产
品，主要应用于精密光学仪器玻
璃、集成电路基板玻璃等制品的
抛光。“公司今年3月份投产以来，
基本上处于连续生产状态，经营
情况良好。我们正加快技术攻
关，希望进一步释放产能。”公司
副总经理银新元说。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
创新要素加快集聚，科技创新活
动日趋活跃。科技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科技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科
技研发费用投入加大，科技创新

正成为包头稀土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动力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
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帮助我们进一步凝
聚共识，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
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包头稀
土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苗玉梁表
示，高新区将把六中全会精神转
化为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
际行动，牢记“发展高科技、实现
产业化”的职责与使命，立足产
业优势，增强创新动能，紧紧围
绕“高”与“新”，埋头苦干，勇毅
前行，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落地见
效。

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新材料研
究院党支部书记刘天龙介绍，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鼓舞人
心、令人振奋，研究院将坚持以党
建为引领，把牢政治方向，保持政
治定力，积极打造“党建+人才+产
业”招才引智新模式，全力支持创

新创业，为企业发展增加动力，助
推产业转型升级。

这段时间，内蒙古晶陶锆业
有限公司的 6条彩色粉体生产线
同样处于紧张生产状态。“前几天
刚生产了灰色、蓝色的稀土氧化
锆粉体样本，机器清洗处理后马
上得推进绿色、海蓝色粉体的样
本生产。”公司副总经理任玉成告
诉记者，公司采用高能球磨技术
生产的彩色稀土氧化锆粉体原始
粒径达到了纳米级，具有粒径均
匀、烧结活性高等特点，得到了市
场认可，“这两天我们已接到了来
自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订单，很
快就可以批量生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
‘科技自立自强’，为企业发展进
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
科技引领，注重技术创新，加强高
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专
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任玉成
说。

科技自立自强是地区发展的
战略支撑。苗玉梁表示，包头稀
土高新区将全面强化创新引领，
以“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
峰”的拼搏姿态，助力科技实力从
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力争到
2025年在国家高新区排名达到中
游以上，各级各类研发平台数量
达到200家以上。

同时，稀土高新区将做大做
强特色主导产业，加快提升有色
材料产业层级，推动铝铜产业下
游产品逐步向多元化和系列化方
向发展。加快发展“2+2+N”现代
稀土产业体系，重点推动稀土永
磁和储氢2个产业做大做强，支持
稀土抛光和发光 2个产业集群发
展，加快发展“稀土+”产业，到
2025年实现产值千亿元以上。大
力发展矿山工程机械、风电装备、
铁路装备等重点装备制造产业，
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和延伸产业链
条，到 2025年实现产值 200亿元
以上。

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全面强化创新引领——

挖掘特色产业动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