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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PPP条例征求意见，2000多条建议凸显业界关切

规范发展需着眼实际体现创新规范发展需着眼实际体现创新

专业加速器与高校联手打破壁垒
为环保新能源创业提供平台

◆◆本报记者崔煜晨本报记者崔煜晨

PPP（政企合作）模式得到财政部
和国家发改委的力推已有 3 年时间，财
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国已落地项目 2021 个，总投资
额 3.3 万亿元。随着 PPP 项目落地数量
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业界期待通
过出台更多政策法规来规范这一模式
发展，PPP 立法也因此被提上议程。

2016 年 7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要求加快 PPP 立法工作进度。日
前，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发改委和财政
部联合出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
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
公开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一出，随即
引发广泛讨论。有消息称，截至 8 月 22
日，已收到 2000 多条建议。

有助于从特许经营到PPP
立法的平稳过渡，但缺乏实操性
和创新性

业界期待条例更多考虑市场
因素，明确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

在日前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
会和北京采安律师事务所针对征求意
见稿联合举办的专家研讨会上，清华大
学教授、知名 PPP 专家王守清表示，征
求意见稿从实务角度来看形成了较好
的连贯性，参照了国务院、住建部、国家
发改委在特许经营管理方面的政策，以
及财政部研究起草的《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有助于从
特许经营到 PPP 立法的平稳过渡。

更多专业人士则提出更多诉求，比
如有人认为，征求意见稿不应侧重于服
务政府部门做好管理，而应更多考虑市场
规律。比如，统筹基础设施公益性和经营
性的关系问题、公平竞争问题等问题。

对此，相关专家表示赞同，希望通
过征求意见稿推动我国基础设施投融
资建设领域深化改革，打破垄断、促进
竞争，推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参
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
挥政府作用。

业界所期待的是，出台一些在实际
操作层面鼓励创新的政策，为部门规
章、操作指南等的制定指明方向，推动
各部门在 PPP 项目规划和项目程序方
面达成共识，形成机制；在平衡各方权
利义务方面，明确管理框架和责任；在
争端解决机制方面，通过仲裁、法律适
用性等手段解决问题。

然而，在行业内看来，不少重要问
题在征求意见稿中仍然没有得到明确，
缺乏实操性。比如，对部委之间各自推
动 PPP 模式的现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
的实施部门之间的机制没有理顺，对社
会资本适用范围的问题没有明晰。

北京采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万
和认为，若要从实际层面促进 PPP发展、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应更加细化条款。

以征求意见稿第四条为例，虽然规
定“国家制定和完善与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相适应的投资、价格、财政、税
收、金融、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方
面的政策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

“但只是一个总体性表述，还是没
有细化实际操作中问题的解决。”王守
清表示。也有同行担忧，征求意见稿没
有创新机制，PPP 模式中遇到的实操性
问题，很可能还是以各部委发布的意
见、通知等为准。

回避物有所值理念值得商榷

放弃行政合同和特许经营，
但“重建设轻运营”现象没有得到
本质改变

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
是 PPP 模式的两大原则，但此次征求意
见稿中并没有将物有所值列入征求意
见稿，引发热议。

王守清表示，物有所值应该是选择
PPP 模式的重要依据，整个征求意见稿
回避了物有所值的理念，值得商榷。

据了解，“物有所值”是指财政部在
2015 年年底印发的关于印发《PPP 物有
所值评价指引（试行）》，明确物有所值
评价的素材包括：（初步）实施方案、项目
产出说明、风险识别和分配情况、存量公
共资产的历史资料、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等。
目前，物有所值原则有不少应用于

PPP 项目的实践案例。为什么征求意
见稿未涉及？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薛
涛认为，这与物有所值当前的定量性分
析尚不完善，无法为筛选项目发挥足够
的作用有关。

“以后的项目中很有可能继续用到物
有所值原则来进行评估，由于征求意见稿
未涉及，可以在项目实施方案中对物有所
值评价做出要求，作为PPP可行性论证的
组成部分。”大岳咨询总经理金永祥表示。

另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是，征求意
见稿中将“政府特许”改为采用“政社合
作”，放弃了行政合同和特许经营。有
观点认为，特许经营方式下的行政合
同，可能导致社会资本方“重建设轻运
营”，改变这一提法是为了减少政社合
作中的不确定性，力图打消一些社会资
本参与 PPP 的后顾之忧。

“重建设轻运营”一直以来是 PPP
模式中存在的顽疾。随着不少大型建

筑类企业跨界拿下环保类 PPP 订单，引
发更多环保企业重视改善“重建设轻运
营”这一问题。因为环保类 PPP 项目更
看重后期运营效果，这对能够持续改善
环境质量尤为重要。

有业内人士表示，有的 PPP 项目公
司拿下项目并不是为了后期运营，而是
为了赚取前期的建设利润，在项目建设
结束后，再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退
出。有的项目公司则以建设为专长，项
目运营经验不足，可能对后期运营特别
是环保类项目产生影响。

王守清也提出，整个征求意见稿没
有强调社会资本方具备全产业集成能
力，如要求社会资本方同时具备建设和
运营的产业链培育，否则会造成重建设
轻运营的思想仍然存在。

对此，清华大学 PPP 研究中心部长
助理王盈盈认为，PPP 项目中，关于社
会资本方的投资、建设、运营等能力不
应设置为同等重要，而应突出强调运营
能力，通过运营带动投资和建设。

她建议，在征求意见稿中增加对于
社会资本方运营能力的考察标准，可设
置为评分要点。尤其是目前不少大型
PPP 项目由联合体中标，应同时考察联
合体牵头方社会资本的运营管理能力，
包括资源整合能力。

本报记者崔煜晨北京报道 社
会、环保企业和校园创业者之间长
期存在隔阂，而这一局面有望在近
日拉开帷幕的环保领域“三合一”创
业加速营——“格林学社”中被打破。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
表、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创办
人李来来介绍说，目前资源和环境
自净能力的有限性值得广泛关注，
要解决这些环境问题，急需创业者
们创新的环保解决方案，因此首届“格
林学社”将专注“环保新能源”主题。

据了解，“格林学社”将以集中
辅导为主，辅以学习小组互访和导
师企业走访两种互动形式，深化辅导
效果。辅导阶段的所有课程将以案例
教学为基础，攻克创业阶段三大主题：
如何打造一个好的产品、如何完善创
业团队以及如何获得投资人的青睐。

活动主办方之一、绿色创业汇
负责人葛勇表示，环保创业是实现

未来可持续发展很有效的一个方
式，尤其是从校园阶段就激发年轻
人对环保创业的热情，不过由于环
保创业细分领域非常多，技术壁垒
又相对比较高，如何让年轻人正确
认识市场，提升实际面对市场的能
力是非常关键的。

“ 此 次 由 绿 色 创 业 汇 、清 华
x-lab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天壹训练
营联合主办活动，其中，绿色创业汇
是专注于节能环保领域创新创业扶
持的加速平台，清华和哈工大则一
直在高校环保领域创业扶持上走在
前沿。希望打通社会和校园间环保
创业的通道，让更多年轻人通过培
训，提升能力、建立人脉。”他说。

哈工大校团委书记、学生创新
创业园董事长李敬伟介绍说，哈工大
学生创新创业园从2015年初建，目前
除了能为创业者提供几千平方米孵
化场地，还建立了完善的工作体系。

大连金普新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
通过技术手段分解二噁英，实现达标排放

本报讯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
区近来不仅加紧治理金州西海垃圾
填埋场污染问题，还建设完工金普
新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有效处理当
地生活垃圾。

据了解，金州西海垃圾填埋场
是 1995 年设立的简易垃圾填埋场，
实际占地 13.6 万平方米，目前库容
已近饱和。由于设立初期场地布局
不合理、防渗处理简易、沼气和渗滤
液等配套处理设施缺失，2013 年垃
圾填埋量剧增后，环境污染问题日
益显现。对此，当地多次联合督查，
并于去年 11 月将其列为重点应急
抢险工程。2016 年 12 月，垃圾填埋
场运营管理公司被追究问责，并受
到行政处罚。

目前，金州西海垃圾填埋场污
染治理进展明显，总量 8000 立方米
的垃圾渗滤液储存池已完工；垃圾
堆体底部渗滤液导流渠已开工建
设；垃圾渗滤液处理设备也将投用。

在 生 活 垃 圾 急 需 处 理 的 情 况
下，当地新建金普新区生活垃圾焚
烧厂，全区生活垃圾全部送至焚烧
厂进行无害化处理。据介绍，这一
项目总投资 5.4 亿元，占地 4.9 公顷，
内设卸料平台、烟气处理间、渗滤液
处理站等多个处理中心。来自新区
的生活垃圾在渗滤液处理站发酵
后，经过合理分配，将倒运送至锅炉
内进行焚烧。

在锅炉焚烧间，技术人员通过
加大炉膛等技术手段，剧毒气体二
噁 英 将 被 逐 渐 分 解 ，符 合 排 放 标
准。项目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投
入使用后，日焚烧处理规模为 1000
吨/每天，年处理垃圾量 36.5万吨。

目前，金普新区生活垃圾焚烧
厂项目有效做到了垃圾处理的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金州西海垃圾
填埋场也即将进行封场，经过3年～5
年的稳定化，建成城市生态公园。

付磊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一个多月以来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一个多月以来，，
截至截至 88月月 2222日已收到日已收到 20002000 多条建议多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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