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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融资成本分析报告

（第 5 期）

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运用 PPP 模式，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一项牵动全局的重大改革部署。规范有序推进 PPP 模式，对于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基础设施补短板和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厅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

中，着力推动项目融资成本信息共享，促进融资对接，提高融资

效率，净化融资环境，取得较好效果。现将全省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融资成本1相关情况分析报告如下：

1
项目融资成本：项目公司或社会资本方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多种渠道筹措的项目资本金以

外部分资金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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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全省 PPP 项目库（财政部综合信息

平台）管理库 334 个项目签订融资协议，总投资 7355.55 亿元，

融资协议金额 4310.03 亿元。其中：执行阶段项目 325 个
2
，总

投资 6566.79 亿元，融资协议金额 3708.08 亿元。采购阶段项目

9 个，总投资 788.76 亿元，融资协议金额 601.95 亿元。

从实际效果看，在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财政部门及实施机

构等各方共同努力下，完成融资项目数量再次突破 100 个，由上

期 106 个增加至 112 个。

本报告以新增完成融资协议签署的 112 个项目（以下简称

“新增 112 个项目”），融资协议金额 1066.04 亿元进行分析。

本期项目融资成本最低3.70%
3
，最高8.50%，平均融资成本5.63%。

综合前四期平均融资成本 5.84%、5.92%、5.67%、5.38%看，我

省 PPP 项目平均融资成本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对融资成本的分类分析如下：

（一）项目区域分布。

新增 112 个项目中，成都平原经济区项目 43 个，占 38.39%，

融资协议金额 419.28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44%；川南经济区

项目 21 个，占 18.75%，融资协议金额 198.83 亿元，平均融资

成本 5.79%；川东北经济区项目 32 个，占 28.57%，融资协议金

2
3 个上期已部分完成融资的执行阶段项目，本期新签融资协议，融资协议金额 138.05 亿元。
3
本期金融机构采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点方式确定的融资利率均按 2021 年 3 月 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即 4.65%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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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168.13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6.08%；攀西经济区项目 16 个，

占 14.29%，融资协议金额 279.80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02%。

从项目区域分布看：成都平原经济区融资协议数量最多、金

额最大。攀西经济区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获金融机构强力

支持，平均融资成本依然最低。

图 1-1 基本情况-从项目区域分布看（112 个项目）

（二）实施主体层级。

新增 112 个项目中，市（州）本级项目 29 个，占 25.89%，

融资协议金额 544.18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37%，较上期 5.03%

上升 0.34 个百分点；区县项目 83 个，占 74.11%，融资协议金

额 521.86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72%，较上期 5.54%上升 0.1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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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施主体层级看：区县平均融资成本与市（州）本级差值

较上期 0.51 个百分点进一步缩小为 0.35 个百分点。本期区县

83 个项目中，29 个项目位于我省原贫困县，项目融资实现对助

力当地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图 1-2 基本情况-从实施主体层级看（112 个项目）

（三）社会资本属性。

新增 112 个项目中，国有企业牵头项目 92 个，占 82.14%，

融资协议金额 981.83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51%，较上期 5.38%

上升 0.13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牵头项目 20 个，占 17.86%，融

资协议金额 84.21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6.17%，较上期 5.77%上

升 0.40 个百分点。新增 112 个项目中，民营企业参与项目 19 个，

占 16.96%，平均融资成本 5.95%，较上期 5.69%上升 0.26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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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资本属性看：新增完成融资项目中民营企业牵头项目

占比较上期 16.26%上升 1.60 个百分点，反映我厅支持民营企业

参与 PPP 项目政策的出台及向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定向推介项目

等措施对助力民营企业参与项目实现融资发挥了一定效应。

图 1-3 基本情况-从社会资本属性看（112 个项目）

（四）项目行业领域。

新增 112 个项目中，市政工程领域项目 51 个，占 45.54%，

融资协议金额 269.63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74%；交通运输领

域签订融资协议项目 26 个，占 23.21%，融资协议金额 469.00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51%；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项目 7 个，

占 6.25%，融资协议金额 62.97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60%；教

育领域已签订融资协议项目 7 个，占 6.25%，融资协议金额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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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6.23%；其余行业领域 21 个，占 18.75%，

融资协议金额 249.30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5.31%。

从项目行业领域看：新增完成融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市政工程

中的垃圾、污水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教育等污染防治与绿色

低碳领域，合计 46 个，占本期新增融资项目数量的 41.07%，合

计融资协议金额 193.45 亿元，反映 PPP 模式在助力我省高质量

绿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1-4 基本情况-从项目行业领域看（112 个项目）

（五）项目融资期限。

新增 112 个项目中，平均融资期限 12.64 年，最长融资期限

30 年。其中：融资期限 20 年以上的项目 4 个，占 3.57%，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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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金额 202.75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4.50%；融资期限 10~20

年（含）的项目 72 个，占 64.29%，融资协议金额 624.07 亿元，

平均融资成本 5.41%；融资期限 5~10 年（含）的项目 27 个，占

24.11%，融资协议金额 92.94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6.24%；融资

期限 5 年（含）内的项目 9 个，占 8.04%，融资协议金额 146.28

亿元，平均融资成本 6.06%。

从项目融资期限看：融资期限 10 年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

83.04%，与我省库内 50%以上项目合作期限基本一致，表明项目

总体实现融资期限与项目全生命周期合作匹配。

图 1-5 基本情况-从项目融资期限看（112 个项目）

（六）金融机构类型。

新增 112 个项目中，由银行业金融机构
4
提供融资项目 107

4
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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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均融资成本 5.60%。其中：由银团
5
提供融资项目 19 个，

平均融资成本 5.23%；政策性银行
6
提供融资项目 25 个，平均融

资成本 5.78%；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7
提供融资项目 36 个，平均融

资成本 5.14%；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8
提供融资项目 3 个，平均

融资成本 5.98%；地方性商业银行
9
提供融资项目 24 个，平均融

资成本 6.36%。除此之外，信托机构提供融资项目 2 个，平均融

资成本 6.13%；保险机构提供融资项目 1 个，融资成本 4.95%；

财务公司提供融资项目 1 个，融资成本 6.22%；融资租赁公司提

供融资项目 1 个，融资成本 7.45%。

从金融机构类型看：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参与项目占比

95.54%，仍是我省 PPP 项目提供融资服务的主力；二是保险机构

首次参与我省 PPP 项目并实现全生命周期配资；三是政策性银行

主要投向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成本总体上高于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

5
银团：由获准经营贷款业务的一家或数家银行牵头，或多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组成的银行集团采用同一

贷款协议，按商定的期限和条件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融资的贷款方式。
6
政策性银行：主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7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主要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8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包括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

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
9
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E5%BC%80%E5%8F%91%E9%93%B6%E8%A1%8C/6334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BF%9B%E5%87%BA%E5%8F%A3%E9%93%B6%E8%A1%8C/6324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8F%91%E5%B1%95%E9%93%B6%E8%A1%8C/6319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7%A5%E5%95%86%E9%93%B6%E8%A1%8C/2839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9%93%B6%E8%A1%8C/2136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B6%E8%A1%8C/2453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8%AE%BE%E9%93%B6%E8%A1%8C/2850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4%E9%80%9A%E9%93%B6%E8%A1%8C/3209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82%AE%E6%94%BF%E5%82%A8%E8%93%84%E9%93%B6%E8%A1%8C/86740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82%AE%E6%94%BF%E5%82%A8%E8%93%84%E9%93%B6%E8%A1%8C/86740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F%A1%E9%93%B6%E8%A1%8C/9000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5%89%E5%A4%A7%E9%93%B6%E8%A1%8C/634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B%9B%E5%95%86%E9%93%B6%E8%A1%8C/3791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A6%E5%8F%91%E9%93%B6%E8%A1%8C/46669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B0%91%E7%94%9F%E9%93%B6%E8%A1%8C/9210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A4%8F%E9%93%B6%E8%A1%8C/6349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AE%89%E9%93%B6%E8%A1%8C/10609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4%B8%9A%E9%93%B6%E8%A1%8C/6352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8F%91%E9%93%B6%E8%A1%8C/13901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4%E6%B5%B7%E9%93%B6%E8%A1%8C/104918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5%95%86%E9%93%B6%E8%A1%8C/110005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1%92%E4%B8%B0%E9%93%B6%E8%A1%8C/764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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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 基本情况-从金融机构类型看（112 个项目）

图 1-6-2 基本情况-从银行金融机构类型看（107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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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分析

我省在规范推进 PPP 改革工作中，多措并举引导各类金融机

构加深了解、坚定信心，切实提升 PPP 项目融资效率，持续推动

PPP项目加速落地。全省PPP项目累计完成融资协议签署4310.03

亿元，较上期末 3176.15 亿元增长 35.70%，融资促进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主要原因：

（一）项目质量严格把关。

始终坚持以运营为核心、绩效为导向的管理理念，得到各方

认可，项目落地率、开工率等核心指标长期处于全国前列，特别

是开工率已连续 8 个季度稳居全国第一。工作中，财政厅会同相

关部门着力指导市县择优选择公共属性凸显、能力论证充分、实

施程序规范、算账清晰准确的项目依序组织实施，进一步提升了

项目质量。

（二）项目风险合理分担。

始终坚持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分担、收益共享，指导市县按

照“科学合理、宽严适度、积极稳妥、风险可控”的原则开展财

政承受能力论证工作。常态做好股权投资、运营补贴、风险承担、

配套投入等支出责任识别论证，将政府支出责任全部体现在财政

承受能力论证之中，进一步筑牢了项目风险防线。

（三）项目信息公开透明。

始终坚持 PPP 项目信息披露及时、完整、规范，定期梳理统

计平台项目信息，按月发布项目清单，供各方参考使用。督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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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常态做好项目信息公开管理工作，对平台各阶段必填内容定期

补充完善，进一步促进了项目推进实际与平台公开信息相一致。

三、努力方向

从本期报告反映的情况看，我省 413 个执行阶段 PPP 项目中

325 个项目完成融资，融资完成率高达 78.69%。为持续优化我省

PPP 市场融资环境，下一步财政厅将在以下方面持续用力。

（一）推动项目加力提效。

联合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下发征集储备农业农村领域

项目通知，积极支持乡村振兴、污染防治和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

项目入库管理并推进实施。做好示范项目日常监督动态管理，着

力发挥示范引领及样板作用。强化 PPP 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考核，

推动提升基金运作效率，充分发挥引导带动作用。

（二）促进项目加快融资。

积极筛选储备开展资产证券化的 PPP 项目，依托与交易所建

立的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绿色通道，持续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上

市交易，盘活存量资产的同时实现再融资。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

的融资信息交换，促进项目融资供求信息精准对接。

（三）加强项目履约保障。

定期统计 PPP 项目投入运营及履约付费情况，督促市县政府

依规将 PPP 项目合同约定的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算管理，提振社

会资本投资信心。按照中省 PPP 项目规范管理相关要求，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对全省 PPP 项目库入库项目规范运营情况及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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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情况进行梳理统计，保障库内项目依法合规有序实施。

以上，供 PPP 项目推进实施相关各方参考。

（四川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供稿）

送：省人大预算委、经济委、省人大常委会预工委；

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厅领导；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各市（州）、扩权县财政局。

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3 日印发

(共印 6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