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台州市路桥区的飞龙湖生态区 PPP 项目举行了

签约仪式。该项目建设体量大、标准高、周期长，涉及总金额200

多亿元，由当地政府联合四家资本方开发运营。这是 PPP 项目

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样的项目会越来越严格了。随着财政部、国资委相

继印发了关于规范和管控 PPP项目的通知，疾步如飞的 PPP开

始“急刹车”，不仅包括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将加强监管列入今年

的 PPP工作重点，而且作为 PPP的重要一端——银行也收紧了

信贷支持，态度转为谨慎。业内认为，尽管PPP未来落地规模会

有所下滑，但质量和规范性将会大幅提升。对于一些打着 PPP

名义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投资者需高度警惕并防范风险。

本报记者 林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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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加码 PPP迎规范“大考”

“目前有些公司把PPP项目包装成政府背书的

项目，这些其实都是过度营销。”杭州某金融公司

一位高管坦言，PPP 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泛化滥用

PPP、项目运作规范性不足、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

逐渐暴露出来。

2017 年 11 月，财政部印发了 92 号文《关于规

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库管理的通知》，要求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 PPP 从

入库项目中移出，明确PPP项目集中清理的完成时

限是2018年3月31日。

此后，国资委发布 192 号文《关于加强中央企

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强调从项目准入、规

模实施、会计核算等方面加强央企开展PPP业务风

险管控，明确PPP业务重大决策实施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国家发改委印发 2059 号文《关于鼓励民间

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指导

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民生证券 PPP 研究中心主管朱振鑫认为，92

号文最大的威慑力是全面清理入库项目，不合规的

入库项目将会退出项目库。“项目入库是社会资本

和金融机构筛选项目的重要考量因素，入库后，涉

及的财政支出会更有保障，退出后，原则上不得通

过预算安排支出责任，本金和收益难以保证。”

地方加强清理 银行收紧信贷

目前，包括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正在对当地

PPP 项目库进行核查清理，在 3 月底大限来临前彻

底排查，对于踩“红线”的项目要求整改规范，对于

不符合相关条件的项目清理出库。在浙江公布的

2018 年 PPP 工作计划中，明确将进一步强化财政

对 PPP 的监管，推进 PPP 工作规范发展。同时，明

确继续执行支持PPP的政策措施，对地方规范开展

PPP模式给予资金支持。

近期，有报道称多家银行收紧 PPP 信贷，态度

转为谨慎。“此举是为了对 PPP 项目进行合规审查

和风险排查。”朱振鑫表示，近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

作会议，明确提到严禁地方政府以政府投资基金、

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要求各大银

行规范所有跟政府融资有关的业务，PPP是其中重

要的审查内容之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全民理财成为热

潮。不少互联网金融公司开拓投资渠道，采取PPP

模式开发理财产品。有业内人士认为，由于PPP面

临的风险相当复杂，对参与方具有较高的专业化要

求，通过互联网金融模式筹集的社会资本，一般为

民间小额投资，在专业性和服务能力方面存在一定

欠缺。然而，也有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打着PPP旗

号、泛化滥用 PPP 乱象。作为投资者，在投资互联

网金融 PPP 理财产品时，还需擦亮眼睛，警惕投资

风险。

蹄疾步稳 跑得快更要跑得稳

PPP 到底有多火爆？一组数据可见一斑。据

统计，截至 2017 年 11 月末，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

台项目管理库项目6874个，投资额10.3万亿元，落

地 项 目 数 2587 个 ，投 资 额 4.4 万 亿 元 ，落 地 率

37.6%；储备清单项目 7033 个，投资额 7.2 万亿

元。在现有的PPP庞大体量下，还有更多需求正在

不断涌现。

随着PPP监管政策频发，金融机构对PPP态度

趋于谨慎，未来PPP将走向何方？尽管PPP目前似

乎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但业内对PPP未来发展还是

十分看好。

“从总量上看，2018 年 PPP 落地规模会有所下

滑，但结构上会有所优化，质量和规范性会大幅提

升。”朱振鑫认为，未来 PPP 发展将会有三个着力

点，一是项目分布会加大满足人们需求的公共服务

领域项目支持力度，如养老、医疗等幸福产业；二是

付费机制方面会更关注市场化的使用者付费项目；

三是从社会资本性质看，鼓励和引导民企参与

PPP，提高民企参与度。

中信银行发布第3期
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了第3期“资管经理人景

气指数（AMI）”。该指数以 50%作为银行资管

行业景气度的分界点，AMI 高于 50%时，反映

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高；低于 50%，则反映银

行资管行业景气度较差。第 3 期 AMI 为 45.1，

相较于第 1 期 47.8 和第 2 期 46.5，呈现持续下降

走势，继续处于荣枯线以下，反映银行资管行业

景气度较差，行业信心持续走弱。

客户需求 AMI 为 52.1，继续保持荣枯线以

上，但呈现连续下降走势，尤其产品创新 AMI

仅为 43.6，大幅低于荣枯线，显示在严监管的背

景下，银行资管加速“回归本源”，受去杠杆、去

嵌套等监管政策影响，产品创新积极性持续疲

软。新增资产收益率指标大幅上升至 66.5，为

所有指标最高值，受市场利率持续上升，各类资

产收益率普遍走高。 王哲

银行年度百佳示范单位出炉
交行嘉兴分行榜上有名

近日, 由中国银行业协会组织的“2017 年

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评

选落下帷幕，交通银行嘉兴分行营业部榜上有

名，被授予“全国百佳示范单位”称号。

交通银行嘉兴分行秉承“真诚服务、力臻卓

越”的服务理念，在软硬件提升方面下真功、下

苦功，在服务细节优化方面精益求精、久久为

功，结合新时期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重点突出

网点功能化、人性化、科技化服务特色，着力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致力于打造成为禾城百姓心

目中“服务最佳的财富管理银行”。 曹晓燕

平安壹钱包与中粮大悦城
达成战略合作

1 月 9 日，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壹钱包与中粮

大悦城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双方将

联手探索商业地产会员智慧化运营，壹钱包将

全面向中粮大悦城近 20 个城市项目输出“会员

付”解决方案。这是壹钱包通过“会员付”，助力

商业地产盘活流量，会员精准营销等智慧运营

的最新实践。

壹钱包通过为中粮大悦城打造定制化“会员

付”解决方案，助力其转型升级。该方案以会员

电子账户为基础，为大悦城建立自有产品品牌

“Joy Pay”，提供集合基础支付交易、储值、营销、

商家权益管理、经营数据分析等一揽子服务。

梁贝贝

中国太保快速兑现阿克苏
千余户棉农90万元理赔

日前，新疆阿克苏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期

货”精准扶贫项目理赔仪式在柯坪县启浪乡举

行。现场披露了一些数据，中国太保快速兑现阿

克苏千余户棉农 90 万元理赔。这是 2017 年 8

月，中国太保产险为试点地柯坪县启浪乡的 2.7

万亩棉田提供了基于棉花期货CF1801的价格保

险，根据保险合同，按合同应赔付180元/吨，总计

赔付5000吨，给新疆人民带来保障。据了解，该

项目是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阿克苏地委农办、

柯坪县政府共同支持下开展的。后续，中国太保

将与浙商期货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完善产品方

案，积极探索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吴玲超

监管念紧箍咒 PPP严冬“遇冷”
当下很多互联网金融理财都披着它的外衣，投资者需擦亮眼睛

十年一个轮回。

2018 新年伊始，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仿佛仍在

眼前，平均每 10 年一个轮回的危机，是否会重演？

世界经济复苏为何如此乏力？美联储加息缩表对

中国企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国际国内形势如此复

杂，而对于每一位企业家来说，明势取道同样至关

重要。

日前，在2018浙江大学企业家学员返校日上，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华民为企业家学员

们做了《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主旨演讲，

华教授基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前瞻研究，为大家深

度解析了复杂宏观环境下的危与机。

“全球都在讲创新，什么是创新？”在华民看

来，目前全球的所谓“创新”其实危机重重。“复制、

转让等都不是创新，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应用层

面，而改头换面的旧创意更不是创新，引进外部技

术也不是创新。”华教授认为，“真正的创新是内生

的、本土的创新，包括新的创意、对资本与劳动要素

进行新的组合、构思和生产新的产品、最终完成生

产和销售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民建议企业家

多关注生产技术领域的创新。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虽然互

联网、资本市场吸引了全社会的眼球，但华民教授

还是中肯地表达了对企业家们的建言：企业家竞相

做金融绝对要不得，要耐得住寂寞，做实业才能带

来真实财富。

“各位企业家一定要坚持实业，在发展实业的

道路上，提升企业竞争力最重要。”华民还以海尔为

例子，建议学员们走“产业+互联网”的道路，使得

企业不断突破“信息约束”。

据了解，此次 2018 浙江大学企业家学员返校

日由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企业培训部承办，500

多位企业企业家收获了经济发展趋势的洞见。

本报记者 吴恩惠

企业家竞相做金融绝对要不得

坚守实业，拥抱技术创新才是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