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私合作手册





致谢

本《手册》初稿由克劳斯·费尔辛格（Klaus Felsinger）撰写，克劳斯曾就职于亚行区域

和可持续发展局（RSDD）、特别计划工作组（RSOD-SI），现为创新和效率行动（IEI）
小组成员。编写工作由亚行中西亚局局长兼IEI小组组长朱昂·米兰达（Juan Miranda）
直接监督指导。希瑟·斯基林（Heather Skilling）与卡特勒恩·博特（Kathleen 
Booth）负责相关信息的研究、汇总和加工工作。其他亚行员工在审校初稿时提出的

意见对《手册》的完善至关重要。埃尔茜·阿拉内塔（Elsie Araneta）、玛利亚·安娜·比
尔肯（Maria Anna Birken）、萨莉·佩德森（Sally Pedersen）与斯蒂芬·爱德华兹

（Stephen Edwards）提供了有用的建议和信息。伊恩·伍德沃德（Ian Woodward）
也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和编辑意见。弗吉尼亚·埃雷拉（Virginia Herrera）、马

热拉·坎佐恩（Majella Canzon）和阿尔德温·苏塔瑞兹（Aldwin Sutarez）在出版

前的阶段给予了大力支持。最后，特别计划工作组的纳里曼·曼纳普贝科夫Nariman 
Mannapbekov为本《手册》的最终完成做了大量工作。





目录

引言     iii

1 公私合作（PPP）——概述     1

 1.1 公私合作的定义     1
 1.2 参与PPP的动机     3
  1.2.1 调动私人资本     3
  1.2.2 PPP是提高效率的工具     3
  1.2.3 PPP是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改革的催化剂     5

2 基础设施私有化和PPP的近期经验     7
 2.1 1990—2004年间基础设施私有化和PPP的水平和形式     7
 2.2 吸引本地和地区投资     8
 2.3 吸收社会优先项目     10

3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11
 3.1  要求和期望     11
 3.2  技术事项     12
 3.3 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13
 3.4 机构安排与能力     14
 3.5 商业、财务和经济事项     15
 3.6 利益相关方协商     19
 3.7 清晰的行业战略与路线图     23
 3.8 明确的政府承诺和主导者     25

4 选择PPP结构：可选项     27
 4.1 服务合同     29
 4.2 管理合同     31
 4.3 承租合同或租赁合同     32
 4.4 特许权     34
 4.5 建设—运营—转让（BOT）和类似安排     36
 4.6 合资企业     40
 4.7 混合安排     41

5 选择PPP结构：确定方案     43



6 PPP准备工作     45
 6.1 建立适当的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45
 6.2 技术准备     46
 6.3 机构设置和能力建设     48
  6.3.1 公私合作单位     48
  6.3.2 项目实施单位     50
  6.3.3 技术援助     50

 6.4 商业、财务和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     51
  6.4.1 项目融资     51
  6.4.2 资费设计     52
  6.4.3 资费调整     55
  6.4.4 补贴设计     57

 6.5 员工问题     58
 6.6 邀请本地合作伙伴     59
 6.7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59

7 PPP项目的实施     61
 7.1 收集潜在投标方的意见反馈     61
 7.2 公告和资格预审     61
 7.3 定义采购流程     64
  7.3.1 非应标建议书或直接谈判     64
  7.3.2 竞争性谈判     65
  7.3.3 竞争性投标     65

 7.4 定义评标流程     66
  7.4.1 初步入围结果     66
  7.4.2 技术和商务评估     67

 7.5 一揽子投标     68
 7.6 合同     68
 7.7 谈判与合同生效     70
 7.8 主要实施事项     70

8 PPP中的特定扶贫项目     71
 8.1 PPP方案的扶贫特征     71
 8.2 PPP背景下的扶贫措施     72
 8.3 产出导向型援助合同     73

9 测量、监测和报告框架     75



10 资源与工具     79
 10.1 网站——PPP概况     79
 10.2 网站——PPP组织和单位     80
 10.3 网站——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81
 10.4 文献——PPP概况     81
 10.5 文献——基础设施建设PPP     82
 10.6 文献——扶贫项目PPP     87

尾注     91



缩略语

ADB 亚洲开发银行

BOO  建设—拥有—转让

BOOT 建设—拥有—运营—转让

BOT 建设—运营—转让

CBO 社区组织

IFC 国际金融公司

IFI 国际金融机构

LIG 低收入群体

NGO 非政府组织

OBA 产出导向型援助

ODA 政府开发援助

PIU 项目实施单位

PPIAF 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机制

PPP 公私合作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PSP 私营部门参与

 

注：

本手册中，“$”表示美元。 

 

译文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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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公私合作（PPP）手册》专为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员工及其发展中成员体准备。

它概述了基础设施发展中的角色、设计、架构和PPP执行等内容。

本手册参考了政策和交易专家的意见，可解决与PPP有关的各类问题，如政策考量和具

体实施问题等。本手册共十章，每章集中讲述PPP的一个方面。

• 第一章：PPP的定义，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性金融中采用PPP的背景。

• 第二章：举例说明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PPP积累的经验。

• 第三章：描述PPP项目诊断和规划活动。

• 第四章：介绍PPP主要类型，包括管理与服务合同、特许权以及建设—运营—

转让。

• 第五章：针对为项目选择适合的PPP类型时需考虑的因素。

• 第六章：描述PPP项目为吸引竞标人在设计和准备阶段须完成的主要任务。

• 第七章：讨论了与实施PPP相关的内容，包括投标方的参与和选择、采购流程、 
尽职调查和订立合同。

• 第八章：讨论“益贫式增长”标准与PPP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关系。

• 第九章：突出PPP项目的监测和评估要求。

• 第十章：为PPP实践者提供更多信息，包括获取PPP政策、设计和实施事项等  
信息的途径。

本手册主要在开发性融资的背景下介绍了PPP战略及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1 公私合作（PPP）——概述

本章介绍了公私合作（PPP）的概念、主要特征和理论依据。

1.1 公私合作的定义

“公私合作”一词描述了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其他服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实体之间可能建立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描述此类活动的术语还包括私营部门参与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PSP）和私有化。虽然这三个术语经常互换使用，但

它们是有区别的：

• PPP接受私营部门的参与，但该框架承认发挥的作用并加以组织，以确保政府履行

社会责任，实现行业改革和公共投资。

稳定的PPP能够在公私合作伙伴之间对任务、责任和风险进行最优化配置。PPP中
的公共合作伙伴指的是政府，包括部委、司局、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私营合作

伙伴可以是本地的或国际的，如具备与项目有关的技术或金融领域专长的企业或

投资者。PPP还可引入非政府组织（NGO）和（或）社区组织（CBO），它们可

代表直接受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方。

有效的PPP能够明确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履行特定任务时各自的优势。政府对

PPP的贡献包括提供资金（来源于税收）、资产转让、其他承诺或实物捐助等形

式，这些都可支持公私合作。此外，政府还可履行社会责任、培养环保意识和提

供本地知识，而且有提供政治支持的能力。私营部门的作用是利用其在商业、管

理、运营和创新方面的专业知识，实现项目的高效运营。在一些特定的合同中，

私营部门也为项目提供资金。

设计合作框架时，应将相关风险分配给风险管理能力较强的一方，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成本，提高绩效。

• PSP常与PPP替换使用。但是，PSP合同将义务转移给私营部门，而非强调合作机

会。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基础设施领域公共和私营部门签订的合同出现下降，

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由私营部门而非公共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反应激烈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PSP与私有化。部分PSP计
划过于雄心勃勃，忽视了社会发展进程，所以引发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的。此后，

各方对PSP进行分析，并设计出新一代交易模式，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PPP。

• 私有化是指出售国有公司的股份或所有权，或者出售公共部门拥有的运营资产或

服务。在那些传统上不被认为是公共服务的行业，私有化最为常见且能被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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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比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而对基础设施或公用事业部门进行私有化时，为

应对资产交易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和政策方面的关注，以及保证资产继续为提供公

共服务而运营，通常会同时出台针对该领域的特定监管安排。

以下领域已在全球范围内采用了PPP：

• 发电和配电，

• 供水和卫生，

• 垃圾处理，

• 地下管道，

• 医院，

• 校舍和教学设施，

• 体育场馆，

• 航空管制，

• 监狱，

• 铁路，

• 公路，

• 计费和其他信息技术系统，

• 住房。



公私合作（PPP）——概述  3

1.2  参与PPP的动机

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采用PPP的三个主要动机是：

1. 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通常是为了补充公共资源或将公共资源用于满足其他公共

 需求）；

2. 提高效率，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以及

3. 通过职能、激励和责任的再分配推动相关行业的改革。

下文将详细探讨以上三点。

1.2.1 调动私人资本

为发展和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的基础设施，政府面临的融资压力也越来越大。推

进城镇化，修缮老旧设施，满足新进入城镇的居民的公共需求，以及完善公共服务缺

失或供给不足地区的基础设施等，都是政府部门面临的挑战。此外，由于基础设施的

运营经常产生赤字，只能靠财政补贴，这也增加了公共资源的支出。 

面临上述压力，大多数政府的财力有限，融资压力巨大，成为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基础

设施建设的主要原因。若PPP设计合理，则可调动此前闲置且正在寻求投资机遇的本

地、地区或国际范围内的私人资本。

私营部门进入PPP项目是为了利用其管理能力和经验（特别是公用事业）获利。参与

PPP的私人资本通过提供服务获得政府补偿，从而获取适当的投资回报。

1.2.2 PPP是提高效率的工具

如何有效利用稀缺公共资源，是政府部门面临的重大挑战，许多政府都未能实现这一

目标，原因是公共部门缺少或根本没有提高组织内部运作和项目流程效率的动力，因

此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效率较低。在僵化的公共部门采用激励措施提高效率非常困

难，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新加坡政府在公共领域提供多种关键服务的同时，有效

提高了政府部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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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私营运营商进行投资或取得业务机会的目标很明确，即实现利润最大化，而

利润主要通过提高投资和运营效率来获得。如果PPP的设计允许运营商实现这一目

标，那么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很可能得以提高。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也意味

着即使在满足了私人运营商的赢利需求后，也通过合理的收费使得公共服务供给在

经济上可持续。

PPP允许政府将运营职能转移给高效的私人运营商，同时保留和完善监管及监督等公

共部门的核心职能。这种框架如果得到正确实施，可减少政府的现金支出，并能向消

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即使政府承担部分投资或运营成本，也能实现控制成本支

出、提升服务质量的目标，因为政府的成本义务的目标、总量和结构是在一个合理的

整体融资战略下确定的。

2005年，中低收入国家私营基础建设项目投资额达960亿美元，同比增长率

逾30%。

图1：1990—2005年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参与的基础建设项目投资

据世行估计，当前有70%的基础建设投资来自公共部门，8%来自政府开发援助，22%来自私营部门。

来源：http://ppi.worldbank.org/features/sept2006/currentFeatureSept2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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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PPP是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改革的催化剂

政府有时会将PPP当作启动行业改革议程的讨论和做出改革承诺的催化剂，PPP只是其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的关键始终是行业重组和明确职能。具体来说，它要求重新审

视和分配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和服务供应商的职能，特别是前文所述的动员资本和提升

效率。包含PPP框架的改革计划会提供重新分配部门职能，以消除潜在矛盾，并考虑允

许私营实体参与特定行业的项目。

因为要重新定位行业的职能，特定PPP项目的实施通常会推动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如通过某项法律和成立独立监管机构。重新审视监管和政策安排对一个PPP项目的成

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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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设施私有化和PPP1 的  
 近期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PPI）项目数据

库，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共同编写的《私营部门公共政策指南》对20世纪90年代以

来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跟踪调查，对私有化和PPP的分析揭示了若干趋势。

2.1 1990—2004年间基础设施私有化和PPP的水平和形式

• 200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有私营企业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额达到640
亿美元，为2000年以来首次增长。然而分析表明，此次增长主要由通信行业带

动，仅该行业的投资额就达到450亿美元。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有发展中

地区的通信业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独立移动运营商吸引的投资约占

整个行业的50%。

• 近年来，基础设施私有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收益 2 在不断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

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48%上升至2000—2003年的55%。

• 2000—2003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私有化收入3 是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420次
交易，总额达660亿美元）。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占该地区总收入

的近90%，而这一比例在20世纪90年代仅为50%。通信和能源股使中国成为

2000—2003年间收入最高的发展中国家。

• 新建项目占总投资的56%，占2001—2004年总项目数量的60%。这是基础设施

建设领域最常见的私有化/PPP形式，但供水项目仍倾向于采用特许权的方式。新

建项目在发展中地区最为常见，但欧洲和中亚地区主要通过资产剥离的方式进行

私有化。

• 根据1990—1999年的统计数据，新建项目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低收入国

家。在低收入国家，新建项目占65%，而在全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37%，反

映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起点较低。

• 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PPP项目增长逐渐放缓，低风险合同更受青睐。同时，

管理合同更加常见，在项目总数中的比例从1990—2000年的2%增至2001—2004年
的7%（根据世界银行PPI项目数据库统计）。在所有的地区和行业，管理合同的

数量都有所增加，但大多集中在供水领域。此外，租赁合同在上述两个时期的比

例始终保持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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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04年有14个租赁合同进入实施阶段。相比之下，资产剥离和特许权项目

无论是投资额比例还是数量比例均呈下滑趋势。在此期间，用于资产剥离项目的资

金主要流向20世纪90年代财务就已冻结的项目。2003—2004年以前，新的资产剥

离项目仅限于东亚、欧洲和中亚地区。

•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实施了私有化/PPP项目，这些项目在1990—2003年间

产生4,000亿美元的收益。1997年，项目规模达到顶峰，之后有所回落，但2001
年再次回升。私有化项目产生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巴西、中国、

印度、波兰和俄罗斯联邦，1990—2003年间这五个国家获得的收益占项目总收

入的比例超过40%。

• 1990—2003年，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发电、输电和配电，天然气输配，交通以

及供水）产生的收益占发展中国家私有化 4 / PPP项目收益的一半。收入紧次于基础

设施领域的是竞争性行业（制造业、服务业、旅游业和其他企业）、能源（石油、

天然气、其他烃类化合物和石化产品）、金融和基础工业（采矿和金属加工业）。

表1显示了按行业、地区分类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表1侧重于可以量化的指标，由于许多PPP项目旨在提高运营效率，其收益不反映为直

接、迅速产生的收入和投资，因此表1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出此类项目的价值。

2.2 吸引本地和地区投资5

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机制6（PPIAF）将发展中国家中的投资者作为参与基础

设施工程的新的和主要的私人资本来源。比如，在1998—2004年间，这些投资者在

发展中国家交通领域的投资额高于发达国家投资者。此外，本地和地区投资方也开始

承担更重要的管理和运营职能。

  
  



表1：按行业和区域划分，1995—2004年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参与投资的基础设

施项目（十亿美元）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行业 
能源 21.7 30.0 46.3 29.3 21.1 27.4 15.6 19.2 17.6 12.7 
 电力 18.2 27.4 43.3 23.3 18.3 24.9 14.1 10.3 14.7 12.1 
 天然气 3.6 2.6 3.0 6.1 2.7 2.5 1.5 8.9 2.9 0.6

电信 17.2 24.6 39.9 51.8 36.1 48.9 45.2 33.0 33.2 45.0

交通 8.2 15.7 19.4 17.5 8.2 9.1 8.1 3.6 5.0 4.5

供水和污水排放 1.5 1.7 8.4 2.2 6.5 4.8 2.4 2.0 1.4 1.9

区域 
东亚和太平洋 18.8 28.0 34.9 9.7 13.1 14.3 11.0 9.7 13.0 8.7

欧洲和中亚 8.1 10.5 14.2 12.1 9.4 25.0 12.3 16.8 12.2 12.5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 17.1 25.8 49.3 71.2 37.3 38.7 33.7 19.6 15.8 17.4

中东和北非 0.1 0.3 5.1 3.1 3.0 4.1 4.4 1.6 6.2 10.9

南亚 3.8 5.8 6.3 2.3 4.6 4.4 4.6 6.0 3.4 9.6

撒哈拉以南非洲 0.8 1.7 4.3 2.5 4.6 3.7 5.3 4.2 6.5 4.9

总计 48.7 72.1 114.1 100.9 72.0 90.2 71.3 57.8 57.0 64.1

注：表中的日期指在1990—2004年期间项目财务冻结的时间。（世界银行与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

询机制 [ PPIAF ]，私营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数据库。）

来源: 伊萨格里，埃达·卡琳娜，2005。私营基础设施：新兴市场出资方主导私营部门投资。《私营部门

的公共政策简报》，第299期。

随着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化和拓展，可以预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用于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会更多，因为这类投资者/运营商变得更加专业，且政府也意识到类

似企业的优势（包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风险有更好的理解），将对项目进行重新设

计（特别是资格预审和评估标准），以增强对本地参与者的包容性。

根据PPIAF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者在1998—2004年间在特许权项目中贡献了超过

50%（54%）的私人投资，对新建项目的投资贡献率略低于50%（44%），对资产剥

离项目的贡献率则较低（30%）。同期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贡献了交通设施投资的52%，

通信投资的46%，能源和供水投资的投资贡献率较低，分别为27%和19%。

基础设施私有化和PPP1的近期经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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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4年间，南亚地区本土投资占比最高，达到投资总额的55%。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的本地投资者表现也很活跃，占同期私人投资总额的42%，主导了36%的项

目。通信依然是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本地投资者贡献了65%的投资），其次是交通，

占比为48%。

2.3 吸收社会优先项目

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是，PPP的设计将更加注重低收入消费者的需求，相关内容

将在第8章讨论。当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完善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增长的一项驱

动力），并且这些国家的主要特点是高贫困率时，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基于其贫困现

状来制定能够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战略。

在设计交易方式时更多地采用产出导向型援助（OBA）战略，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具

体表现。OBA战略旨在使私人和政府资金相互补充，把社会优先项目纳入PPP框架。



3 选择PPP结构：
 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3.1 要求和期望

PPP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和合同格式（详见第四章），然而，所有PPP都有三个重要特征：

• 合同须界定各方的职能和责任，

•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以合理的方式共担风险，

• 私营部门取得事先规定的业绩后应获得相应的资金汇报。

PPP为决策者在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改革方面提供了有效工具。若得到其他改革的配合

和支持，提高改革的可持续性，PPP将更加有效。成功的PPP要充分考虑到实施背景，

以及建立和维持伙伴关系的环境。当运行环境得到改善，更有利于实现PPP目标时，

这一要求得以满足。当外界因素不能改变时，要根据现有条件对PPP设计进行调整。

因此，在设计PPP流程和选择PPP形式时，充分考虑改革目标、政治环境、法律法规和

政策框架、行业融资需求和资源、政治约束，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等因素，是十分

重要的。在解决部分行业问题方面，PPP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但它也不是万能的。

只有建立在行业诊断基础上的PPP才可能成功。行业诊断对该行业存在的约束条件进行

务实的评估。具体来说，行业诊断的对象包括：

• 技术事项；

• 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 机构和能力；

• 商业、财务和经济事项。

行业诊断有助于政府评估现状，找出差距和劣势，并制定行业改革战略或路线图，确

定改革所需的工具和活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像财务或技术领域那样，

存在可靠且全面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收集有限但十分关键的指标更为有效，这些

指标往往能反映行业的总体状况。

行业诊断很可能需要当地或者国际范围内的包括工程师、律师、经济学家、财务分析

师、政策和事务专家的团队协助完成。行业诊断对于合理确定交易结构至关重要，因

此，预留足够的诊断时间是很有必要的。行业诊断需一至两年时间，主要取决于行业

的复杂程度、数据可用性，以及咨询服务采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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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诊断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与利益相关者协商，并确定一个政府部门领导准备

和实施工作。

根据行业诊断的结果，政府能够明确现有环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实施PPP，以及在PPP
实施前须采取何种行动来创造相应条件。行业诊断对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i) 明确

行业优势和劣势，以及最有可能提高效率的领域；(ii) 定期评估和报告改革进度；和

(iii) 根据需要调整改革计划。

行业诊断的后续工作是制定路线图以及确定PPP各项活动，图2描述了行业诊断的各个

环节。

3.2 技术事项

根据分析流程，政府应该评估将进行改革的行业面临的（已知的）技术约束，包括系统

效率、设施操作和客户响应能力。它应该判运营过程中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投资不

足、投资规划不合理、维护不利、管理低效、缺乏操作经验以及其他问题将引发的。

如果相关信息与改革相关，并且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进行，应对正在进行的和

计划中的投资，以及现有资产进行分类。

行业诊断还要考虑到不同基础设施之间的连通性、联系和相关性（例如发电与电力输送

设施的关系，不同运输方式的衔接、票据/收费凭证是否通用，须遵循的技术标准等）。

 



图 2：普通PPP项目顺序

来源：希瑟·斯基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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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行业诊断的对象还包括现有的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 适用法律、有关管理权分配和业绩标准设定的现行制度；

• 监管安排、监管机构、法规；

• 与行业相关的重要机构和政府部门；

• 收费、补贴政策和制度安排；

• 是否有法定服务质量标准及其适用性；

• 对行业业绩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要求；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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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和健康方面的规定；

• 相关劳动法律法规；

• 对于外资入股/参与行业活动的限制、外汇管制，以及将利润汇回本国的限制，例

如《外商投资法》。

需特别注意的是，可能有必要改革监管制度和/或创建新的监管机构，以推动纯粹的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向私人提供模式转变。

有利的法律、监管和政策环境对于PPP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支持私人参与公共领

域的法律环境是最基本的条件。法律环境应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还必须足够可靠，

以鼓励私人参与和投资。如果法律和司法环境不明确，投资者和项目参与人能够意识

到项目的不可预测性和高风险性。专题1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案例。

也就是说，潜在投资者相信法律和合同会得到尊重，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庭或仲裁手段

强制执行。

经济方面的监管框架也需同样明确。这可能需要创建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该机构可

以隶属于某个政府部门），或采用其他监管形式。还可以将监管规则整合进合同，这

时对外部监管力量的需求仅限于有效的监督能力和业绩审计。合同条款应明确各方职

责、绩效目标、资费水平和结构、资费调整规则和争端解决程序等内容，这有利于私

营部门更好地预测项目的赢利能力，并决定是否值得参与竞标。基本原则是所需服务

水平与产生的成本相匹配，同时设计提高效率的激励措施。

3.4 机构安排与能力

PPP需要政府内外的利益相关者承担新的职能，或更好地履行现有职能。通常会建立新

的机构，如监管机构或PPP机构，以管理项目。政府须理解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以了解改

革的制度需求，这些问题可能包括：



专题1：法律和监管的不明晰对建设—拥有—转让（BOT）污水项目的影响：

中国的案例

目前，中国没有全面的私有化立法，BOT污水项目和其他PPP战略遵循的是一些政策
文件的规定。

制定BOT污水方案很复杂，需要考虑从土地使用到供水公司管理，从投资机制到税收、
会计体系、开发银行信贷政策等众多问题。现行的土地使用、税收政策和其他规定并不
适用该行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在该案例中，佛山的16个污水处理厂项目中有50%以上因与现行土地使用政策冲突而
无法实施。

来源：杜埃尼亚斯，Ma.克里斯蒂娜，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水行动：利用私营资本获得更清
洁的水——BOT在中国污水处理领域的应用》。2月。本文基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钟丽锦和瓦格宁根
大学环境政策研究组傅涛共同论文，由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撰写。

• 现行体制和立法框架是否有利于行业改革和PPP，管理机关、用户和公共事业还

面临哪些障碍。

• 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和可靠程度是否与其将要承担的责任相匹配。

• 相关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准备好放弃部分权力或者调整自己的定位。

• 相关各级政府部门是否会根据既定政策和监管要求将特定权力委托给私营部门。

• 每个机构是否有资金、人员、培训和相应设备来实现其目标。

• 每个机构是否都明确其职能，以及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任务。

• 是否存在一个有相应能力和政治意愿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或主导者来领导或推动改

革进程。

机构职能最迟需在PPP流程完成前确定。然而，PPP流程中机构职能的不确定性越大，

潜在投资者就会认为风险越大。同时，随着行业不断发展和成熟，还需要保持一定程

度的弹性，以完善和更新机构的职能。随着分权程度的提高，政府需承担更多责任来

明确各级政府部门是否有效地履行了其职能。

开展机构分析时，切记不能忽略投标、谈判、合同合规和监控方面的能力。在这方面，

政府对自身机构可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采购流程将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

3.5 商业、财务和经济事项

作为诊断的一部分，应了解和评估该行业当前的商业、财务和经济状况和产出。对现

状的了解有助于确定该行业的期望产出，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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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因素涉及可能参与PPP提供基础设施的私人企业的商业定位。在筹备PPP时，可能

有必要初步完善计费系统和客户数据库，使应收款和资金安排更加合理。私人供应商在

进入PPP之前，须充分了解上述事项，以保证自身财务状况。

财务因素包括设计具体、可行的定价策略（包括收费标准、包销协议等）。目标是提

供价格合理的服务，鼓励消费，同时保证私人参与方能获得足够收入以保障正常的商

业运作。有时，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或其他形式的补偿，甚至持续提供补贴

等方式应对这一问题。

财务模型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建立财务模型需要评估现有数据，保证相容的假设

支持进入模型的所有数据，识别关键的反应节点，且通过不断的评估检验与更新关键

假设和模型分析结果。

1. 财务分析及建模的第一步就是收集、分析历史数据，除财务信息，还应包括机构信

息（例如员工数量）、运营信息（例如产量和销售量），以及技术信息（例如运营资

产的类型和产能）。所需数据包括：

•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当前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以及计划/预算；

• 资费标准——历史数据和现行标准；

• 雇员——人数和类型（例如操作人员、管理人员、正式员工、合同工）；

• 客户数据库；

• 债务结构和资本成本；

• 营运资产结构（包括产能、历史产量、营运成本等信息）；

• 正在运行/规划中的资本投资项目明细。

2. 除了行业数据，重要宏观经济数据（例如通胀率、GDP、汇率和利率）以及人口统

计信息（例如人口增长率）等也十分重要。这些宏观经济和人口统计数据可用于预测

总需求、必要的资费调整、营业成本、收入、投资及资本成本等关键信息。

3. 财务模型的结构。财务模型通常是一个标准的电子表格（例如Excel表格），一般

包括下列内容：

• 输入数据和假设，例如：

–  经济数据（通胀率、税收水平等）；

– 工程数据（工程造价和未来各期的投资额等）；

– 持续的资本支出（包括维护和新建支出）；

– 资本总量和类型（股权、信贷、债券、补贴等）；

– 财务数据（例如融资工具条款）；

– 运营数据（运营成本、需求预测、费率、转让价格等）。



• 项目公司的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 成果和汇总表。这些工作表显示了不同假设条件下项目的现金流状况。这些结果

通常以财务指标的形式表述，例如：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
这个指标代表项目的收益，与融资结构无关。项目内部收益率（r）计算公式

如下：

Ri - Ii - Ci 
(1 + r)i

= 0

 
其中：

Ri——第i年营业收入

Ii——第i年投资额

Ci——第i年运营成本

较有吸引力的IRR实际值（即综合考虑国家、部门、行业和风险预期等因素后得出

的IRR值。很多PPP潜在投资者用股权收益或调整后IRR值来衡量其投资收益）应超

过7%至8%，随国家和金融市场的不同而变化。

项目的股东权益收益率（ROE）
该项指标指获得股息的股东的投资报酬率。ROE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Di——第i年股息

Ii——股东第i年的投资额

r值越高，表示项目的收益越大。

年债务成本覆盖率（ADSCR）
该指标反映某一运营年份项目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ADSCR计算公式如下：

 

Di - Ii 
(1+r)i

= 0

ADSCRi = CBDSi 
                  DSi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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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Ri = NPV (CBDSi  end) 
     DSi   end            

其中：

CBDSi——第i年还本付息前的现金流（即项目公司支付营业成本和税金之后剩余

的现金）

DSi——第i年的债务余额（本金和利息）

若ADSCR在项目存续期内每一年都高于1，对贷款方来说该项目是可行的。或者

说即使某一年的项目收入低于财务模型的预期，项目公司仍能够偿还债务。通常

来讲，ADSCR最低值应大于1.1或1.2。

贷款期限内债务成本覆盖率（LLCR）
该指标反映项目公司在某一运营年份应对可能导致其无法在项目结束年份偿还贷

款本息的现金流短缺的能力。LLCR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NPV（CBDSi-end）——第i年至债务偿还期末还本付息前现金流的净现值

DSi-end——第i年债务余额（本金和利息）

若LLCR值在项目存续期内每年都较高，对贷款方来说该项目是可行的。它意味着

项目公司即使在短期内面临资金短缺，依然能够偿还贷款。

补贴的净现值（NPV）
若项目连续多年获得补贴，则各期资金的净现值相当于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当

前可一次性获得的实际补贴额。计算净现值需要引入一个参数，即“贴现率”。

贴现率对计算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需谨慎选择适当的贴现率。

4. 财务模型应用：财务模型通过模拟项目在不同情形下的预期现金流预测项目的财务

状况。这些模型反映了关于风险（及相关资本成本）和风险分担的不同假设，为决策

者提供项目结构和运营环境，包括不同费率（价格）、补贴水平或不同覆盖目标等方

面的信息。财务模型给出的信息让决策者能够了解贷款方、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是如何

看待项目的。

财务模型可以模拟施工成本超支、经营成本变动、预期需求变化、通货膨胀和利率变

化情况。财务模型的应用贯穿于PPP全过程（详见PPP项目序列图），不断评估不同定

价、财务和服务情景的影响，并更新或矫正关于项目结构的决策。

财务模型还常被用来评估潜在私人合作伙伴提出的建议，一旦项目启动后，它可被用

来监控项目绩效。



财务模型应附有使用手册，说明模型结构及使用方法，并列举模型的假设。

经济因素涉及拟议PPP的总成本/效益分析，及其对行业的预期影响。虽然这项分析始

于诊断阶段，但作为关于PPP结构的互动式分析，它贯穿于PPP全过程。

分析对象应包括行业资金流量、资金缺口和商业成果。当行业无法满足政府和消费者

的期望时，各方应达成一致，使利益相关者形成现实的财务预期。

诊断行业经济因素及战略时须考虑以下问题：

• 为改善行业财务状况，当务之急是提高运营效率还是吸引资金。

• 政府是否承诺弥补该行业的成本？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提高资费标准还是

提供资金补贴。

• 成本回收是如何界定的，回收期为多久。

• 该行业是否愿意并且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为消费者或经营者提供补贴。

• 是否准确地了解消费者愿意和/或能够支付更高价格。

• 价格结构或者水平方面是否存在需要解决的根本缺陷。

• 采用PPP框架之前是否调整过所有费率。

• 行业商业程序是否稳健（例如是否存在一个准确客户数据库、单据是否准确及时、

单据是否明了并及时得到支付、是否存在非法接入/盗窃）。

上述分析能够准确识别建立一个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的关键障碍，且有助于确定

克服这些障碍所需的行动和干预措施。

3.6 利益相关方协商

尽管人们已就PPP积累了长期的经验，但部分利益相关者之间仍存在分歧。部分原因

是参与PPP的利益相关方众多，很难协调他们的利益和关注点。此外，利益相关方往

往没有能够充分参与协商过程，也无法全面参与PPP。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商越来越被

重视，主要是因为：

• 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商或沟通不充分会导致反对项目的风险增加，项目进程缓慢，

导致项目延误甚至被取消；

• 此外，利益相关方对PPP可持续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合同不顾反对被通

过，若缺乏公众支持，其难度和风险将急剧增加；

• 利益相关方可以为项目设计和实施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允许利益相关方就PPP战略

提出意见可增加其责任感，引导创新；

• 公众的广泛支持和理解鼓励政治家遵守承诺；

• 信息披露有助于提高项目合作伙伴的可信度。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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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PPP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职责

利益相关方 职责
政策决策者 建立并优先安排PPP方向和目标，并向公众传达；
 批准决策标准，选择适合PPP方案；
 批准建议的PPP方案；
 批准法规框架。

公司管理层 确定公司具体PPP需求和目标，以及雇员：
 提供公司数据信息
 协助营销和尽职调查过程
 实施改变

消费者 告知其能力和支付服务的意愿
 表达质量和服务水平重点
 识别现有服务的优缺点

投资商 反馈各种PPP方案吸引力
 遵守竞标规则和流程
 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实现具有竞争力和现实的投标

战略顾问 公平评估PPP方案
 评估现有框架和建议的改革
 协助利益相关方合作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尽管这些原因令人信服，部分国家政府仍认为公开的协商存在风险，如无法达到预期、

失去对信息流的控制、无法调解分歧，或者招致反对。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充分沟通来化

解，沟通对PPP获得支持和理解至关重要。

每个位置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作

用，必须通过协商过程来协调和确定各项工作的轻重缓急，使各方最终就PPP目标达

成共识。表2列举了PPP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图3阐明其利益。



− 收入最大化

− 提供全民服务

− 确保提供可负担的基本服务

− 促进公平竞争

− 吸引投资商

− 改善公共福利

− 确保稳定，透明监管过程

− 机构重组和资产分配，

 确保高效运营

− 提供经培训过的人力资源

− 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 确保公平对待当前雇员

− 确保职业发展机会

− 完善生产力，效率和士气

− 确保公平标价

− 改善质量和服务可靠性

− 增强问责制和响应性

-利益相关方
利益

利益相关方
利益举例

政府

消费者

投资人

雇员

图3：PPP项目中利益相关方利益范围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对在PPP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不仅应能够参与讨论会，还应获得

相关信息，更有效地参与。

要通过交流为PPP争取支持，要与利益相关者充分互动。沟通活动应适应当地和PPP的
具体情况，但一般要包括下列部分或全部内容：

• 意见调查：意见调查主要是收集特定PPP的利益相关者、它们的意见及行为方面

的信息。意见调查不仅影响沟通的内容和媒介，还影响改革本身。调查采用相对

正式的方式，如问卷调查、投票等。

• 利益相关方协商：通过协商这种不太正式的形式，利益相关方可在其群体内部或

跨群体讨论他们关心的议题或政策。协商的目的是收集信息，使改革者对目前关

于改革的看法和理解以及这些意见的根据有所了解。其中的关键是管理对于将反

馈意见纳入改革进程的预期，即反馈意见也许无法直接改变PPP设计或进程，但

会产生一定影响。这可通过讨论小组或利益相关方讨论组的形式实现。

• 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工作的目的是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对某一问题的总体认识。主动

传播信息有助于了解公众对PPP项目的反应，常见的传播方式包括电视、广播、市

民大会和报纸等。示例详见专题2。
• 公共教育：公共教育是向利益相关方提供可促进其了解某一问题或承担新职能的

工具和信息的过程。与公众意识相比，公共教育更加具体和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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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提高透明度——马尼拉供水项目（菲律宾）

为了在马尼拉大都会的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中引入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PPI），菲律宾政府开始实施一个综合性战略沟通计划，并将提高PPI项目透明度设
定为目标之一。此外，政府在招标前几个月推出一项媒体宣传活动，对招标过程和相
关预防措施加以解释，使公众对确保透明度的措施有所了解。在菲律宾，由于公开采
购通常需经过抗议、国会调查和渎职调查，因此媒体重点宣传了为保护投标完整性所
采取的具体措施。此外，宣传强调了评估过程的客观性，表示不会因为技术因素而给
予积分奖励。为保证媒体充分了解招标过程，政府还准备了一个介绍招标规则和开标
流程的视频短片，向公众播放。

政府高调的沟通和公关工作促成了媒体对招标流程的强势报道。供水和污水处理项目
并没有像其他公开采购项目一样引发争议或反对。菲政府将该项目的成功主要归功于
透明的采购流程以及利益相关方对于透明采购的认可（因为媒体宣传产生的认可）。

来源： 迪莫，马克。2000。《马尼拉水务特许经营：一位政府官员关于世界最大的水务私有化案例
的日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沟通活动须尽早启动，从项目实施期间一直延续至项目结束。这种通过媒体与公众和

客户保持持续沟通的机制应纳入项目架构中。

与PPP项目有关的沟通计划不仅应贯穿PPP各个阶段，还应分级执行：政策或关键决策

者层面、企业层面、PPP项目利益相关方层面，根据需要还应在公众层面开展。



3.7 清晰的行业战略与路线图

基于行业诊断结果将生成有针对性的、特定的和可行的行业战略及路线图，PPP和其他

干预措施有助于完善业务，并为私营部门运营商提供关于运营环境的明确预期——这

是大型投资者投资回报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先决条件。制定行业战略可能依赖于

服务细分，如发电与配电环节可能会存在复杂的联系，类似细节应在PPP项目正式实

施前予以确认。

由此产生的综合性行业战略和路线图将就以下事项确定初步时间表和行动计划：

• 战略规划，

• 组织和管理项目过程，

• 收集附加信息，

• 确定目标，

• 突破限制条件，

• 确定项目范围，

• 选择方案，

• 确定合作伙伴，

• 为投资筹集资金，

• 成本回收战略，

• 监管战略，

• 确定合作条款，

• 招标与采购，

• 谈判与签订合同，

• 管理合同，

• 监督与评估，

• 处理纠纷，

• 过渡阶段管理。

基于第3.1—3.5节介绍的分析，PPP路线图将更加具体地描述高级别行动计划：

• 技术

–  确定和记录合作伙伴关系的预期技术成果，

–  确定衡量改进程度的指标体系， 
–  确定实现目标所需的必要投资，

–  制定投资的采购方案和流程，

–  确定和记录无需重大投资的预期成果。

• 建立法律法规监管和政策框架

– 创建PPP活动和监管政策框架；

– 启动克服妨碍完善服务/增加服务攻击的因素所需的法制改革进程，如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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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设施资产的开发、控制、融资、监管和管理进行责任划分；

–  启动为缓解PPP项目面临的潜在约束所需的法制改革进程，包括对资产所有权 
 或管理权的限制、利润转移以及成本回收限制等；

–  启动制定PPP监管的进程，包括关于服务义务的规定、服务条件的遵守、消费 
 者保护、资费调整和资产管理。

–  设计与法律和监管体系一致的PPP进程；

–  完善PPP立法，减少法律和监管框架中的认知分歧。

• 制度和能力状况

–  为行业各部门划分适当的权限；

–  可能需要设立新的机构，如监管部门；

–  使每个机构接收其新定位，培训员工以履行新的职能；

–  编制履行新职能所需的手册、流程、标准和其他工具；

–  在过渡期间提供技术援助。

• 商业、财务和经济议题

–  与利益相关方就行业改革中如何平衡成本和收益达成一致；

–  制定PPP规划，实现部门预期目标；

–  制定现实、商业上可行和可持续的PPP融资计划。

路线图介绍了PPP项目的背景，解释了如何通过PPP促进行业目标的实现，以及准备和

实施PPP要采取的步骤。明确的路线图和良好的管理流程可给予所有参与方一定程度

的确定性和信心。路线图和PPP进程应包括一份时间表，并尽可能按照该计划行动。

决策者和参与者必须对关键日期和重要阶段了然于心。接下来的章节将会描述在根据

路线图实施的PPP进程。

路线图及其定义的活动必须不断更新。随着交易的进展，实施要求变得更加清晰，对

相关活动的说明也要更加详细说明。



3.8 明确的政府承诺和主导者

私营部门期望政府成为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减轻自身在政策和改革规划、项目开发以

及合同监督等方面的负担。它们还希望政府建立恰当的法律和其他框架，以便设立目

标、监控进度、评估进展、报告进度、执行合同规定和处理纠纷。制定一份详细的路

线图可帮助私营部门管理这些预期，并对政府的实际表现进行监测和评价。

政府的战略承诺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就PPP的改革战略和预期发表公开声明；与利

益相关方协商和提高透明度；提供充足资金和支持；指定一个强有力的主导者或推动

者。指定的主导者可以是个人或机构，对项目进度负责，关注与公众的沟通和信息的

收集与发布，确保主要事项获得合理的关注，引导各方合作/达成一致，以及敦促政府

做出决策。PPP主导者的地位、信誉和实力也反映了政府对PPP项目承诺的可信度。

政治变化和强大的既得利益都可限制PPP进程。政府在启动一个PPP项目时，应采用令

人信服和透明的方式，并预见到可能的顾虑和疑问。这样就可为PPP项目争取到广泛支

持，并能承受短期政治压力。

当然，PPP能否获得广泛支持，最终取决于结果——更好的服务和更合理的成本。如果

某种行动能够增进公众福利福利，政府就应是这一行动的倡导者。

 

选择PPP结构：行业诊断与行业路线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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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PPP结构：可选项

本章将讨论PPP结构的主要选项。每个选项都有不同特点，须根据行业改革目标逐一评

估。PPP合同的基本类型有：

• 服务合同；

• 管理合同；

• 包干制委托经营合同或租赁合同；

• 建设—运营—转让（BOT）和类似安排；

• 特许权；

• 合资企业。

图4显示，目前亚洲地区已经使用了所有形式的PPP。

每个PPP选项中，私营运营商承担着不同级别的责任和风险，项目结构和合同形式也存

在差异。表3总结了各种形式的差异，具体内容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讨论。越来越多的合

同以混合形式签订，以汲取不同形式的优点，更好地满足本地需求。

BOO=建设－运营－拥有，BOT=建设－运营－转让，DBO=设计－建设－运营，ROT=修复－运营－转让。
来源：韦茨，阿尔穆德和理查德·弗朗塞斯（编）。2002。超越界限：向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服务。马尼拉：
亚行。

图 4.1  

服务合同

BOT

特许权

合同管理

ROT

部分剥离

DBO

BOO

BOT

特许权

合同管理

ROT

部分剥离

DBO

图 4.2 

8.57%

17.14%

26.67%

33.33%

1.90%
2.86%

5.71%

3.81%

45.79%

27.10%

12.15%

10.28%
2.80% 1.87%

图4：按照合同类型分类，包括（4.1）和

不包括（4.2）服务合同的亚洲PPP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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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每个选项的主要特点及其固有优缺点进行了概述。此外，决策者应慎重考虑当地

是否有能力实施更加复杂的方案。财务结构复杂和/或合同条款、监控要求较多的PPP项
目，需要提前雇用和/或培训员工。

最后应指出的是，不同形式的PPP适应不同的行业或项目类型，且已被广泛应用在这

些环境中。正如第5章列出的选择进程所描述的那样，决策者在为某一行业选择PPP方
案时，更应注意其应用经验。

4.1 服务合同

根据服务合同，政府（公共部门）雇用私营公司或实体完成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任务，

时间通常为1—3年。公共部门仍然是基础设施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且只将部分业务承

包给私营合作者。私营合作者必须按约定成本提供服务，通常必须满足公共部门制定

的标准。政府一般采用竞争性招标程序来签订服务合同，鉴于合同期限不长及其范围

较窄，竞争性招标通常是有效的。

根据服务合同，政府向私营合作伙伴支付预先商定的服务费，该费用可能是一次性支

付，也可能按单位成本或其他方式支付。因此，如果承包商在服务达标的同时能够降

低运营成本，其利润将增加。融资方案会涉及一个成本加费用公式，在此公式中，劳

动力等成本固定，私营伙伴参与利润分配。私营伙伴通常不与消费者互动。政府为扩

大或完善利润分配系统所需的任何资本投资提供资金。专题3介绍了马来西亚减少水

渗漏的服务合同。

选择PPP结构：可选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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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3：马来西亚减少水渗漏服务合同

山打根市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常住人口约45万。沙巴州无收益供水（NRW）量居马
来西亚最高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接近全部供水量的60％。

2003年春，沙巴水务局签署了减少NRW合同，旨在从两个方向减少实际或有形损失，
即改善和扩大当前主动的水渗漏控制活动，并更换掉爆裂频率最高的水管。合同期为
30个月，由英国Halcrow水务咨询服务公司和马来西亚公司实康工程承建。该项目于
2005年7月顺利结束。

项目发现并修复约2,100处渗漏。截至2005年6月底，实际损失减少近1,750万升/天
（17.5MLD），超过15 MLD的目标。其中，通过积极的水渗漏控制减少约11 MLD，
通过更换管道减少6.5 MLD。节省的水量占加工水总量的20％。

该项目还组织了一个培训项目，以确保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2006年，实康工程签署
了二期项目合同，合同范围包括提供核心团队和技术人员，继续负责减少NRW，如更
换管到、设立计量分区、积极开展渗漏检测、修复渗漏、更换用户水表、管理压力和
建立管道网络模型。

来源：皮尔彻，理查德， 2005。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市：制订减少水渗漏可持续战略的实用方法。
英国肯特郡斯诺德兰，罗克福德路，Halcrow水咨询服务公司，邮编ME6 5AH。

潜在优势

服务合同通常最适合以下情形：合同中可以明确界定服务内容，能合理确定需求水

平，可以随时监控执行情况。服务合同为发挥私营部门更大作用提供了相对低风险的

选择。服务合同可以对系统运营和效率产生快速和重大的影响，并为技术转让和管理

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载体。

服务合同往往期限较短，允许部门内重复竞争。鉴于只有分散的服务用于招标，准入

门槛也低。重复招标让承包商面临压力维持低成本，同时低门槛鼓励更多私营公司参

与竞争。

潜在劣势

服务合同不适合于主要目标是吸引资本投资的情形。合同可能会提高效率，从而释放

部分收入用于其他用途，但承包商并没有义务提供融资支持。事实上，如果其他资金

来源（例如政府或捐助者）未能落实，承包商的效率可能会受到影响。由于承包商的

活动分散且独立于公司的整体运营，这可能意味着除了离散和有限的改善外，系统运

营不会受到更深远的影响。公共部门仍负责制定收费标准和管理资产，这两者都具有

政治敏感性且对维持系统运营至关重要。



图5：管理合同结构

来源： 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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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合同

管理合同将外包的服务范围扩大至部分或全部公共服务（即公共设施、医院、港口管

理等）的管理和运营。虽然公共部门仍然是服务的最终提供者，但日常的管理和控制

被分配给私营合作伙伴或承包商。多数情况下，私营合作伙伴提供运营资金而不是投

资资本。图5介绍了管理合同的典型架构。

私营承包商获的预先商定的劳务费和其他运营成本。为激励承包商提高效率，承包

商完成预先设定的目标后将获额外偿付。另外，管理合同下的承包商可分得一部分

利润。公共部门承担主要资本投资的义务，特别是有关扩大或大幅改进系统的投资。

合同可规定由私营部门出资的离散活动。私营合作伙伴与用户进行互动，公共部门

负责制定收费标准。管理合同通常会完善公司的财务和管理系统，有关服务水平和

优先事项的决策可能会在更商业化的基础上进行。专题4介绍了柬埔寨初级卫生保健

部门的管理合同。

选择PPP结构：可选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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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4：柬埔寨将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承包给非政府组织（NGO）

除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合同还用于其他市政服务，如卫生保健。NGO获得了柬埔
寨12个区域初级卫生保健设施4年期的管理合同。承包商负责全程管理，且必须实现相
应目标，包括提高免疫率、产前护理、计划生育，以及为贫困者提供服务。承包商必须
免费提供某些服务（产科急救护理、小手术、严重疾病的住院治疗）。与公共管理的设
施相比，政府发现私营管理在执行、扩大覆盖范围和改善员工工作环境等方面更有效。

来源：洛文松，本杰明。2000。《柬埔寨初级卫生保健的承包：大型探索性试验的设计及初步经验》。
世界银行学院旗舰项目在线刊物。参见：www.worldbank.org/wbi/healthfl agship/ journal/index.
htm；布尚，因杜，雪莉 ·凯勒和布拉德·施瓦兹。2002。实现效率和公平双重目标：柬埔寨卫生保健服
务的外包。《经济和研究局政策简报》，第6期，马尼拉：亚行。

潜在优势

管理合同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私营部门的管理产生大部分运营收益，资产无需转移至

私营部门。管理合同较其他合同更易达成，且争议较少。管理合同成本也相对较低，

原因是私营运营商派遣更少员工到公共部门。管理合同也可以被视为临时安排，允许

在制定更全面的合同和架构的同时作出适当调整。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项目的顺

利进展，管理合同可以逐步提高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

潜在劣势

管理合同的难点在于服务义务与管理的分离，以及融资和扩张计划的分离。管理合同

下的承包商不享有实现深刻而持久变化所需的自主权（如管理员工的权力），这是有

风险的。如果向运营商支付一部分利润或激励性报酬，需要设计保障措施防止承包商

夸大成果或系统维护不足，从而增加利润。

4.3 承租合同或租赁合同

根据租赁合同，私营合作伙伴负责提供全部服务，并承担满足有关质量和服务标准的

义务。除了新的投资和重置投资由公共部门负责外，运营商提供服务并自负费用和风

险。租赁合同的期限一般是10年，续期可长达20年。服务的提供者由公共部门变更为

私营部门，运营和维护的财务风险全部由私营部门运营商承担。特别是运营商承担亏

损及消费者的未偿债务。租赁不涉及向私营部门出售任何资产。图6显示了租赁合同

的典型架构。 



图6：租赁合同结构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监管：
资费设定
服务标准
环境监控

政府

资产公司

承租人

批准投资

计划

报告

承租/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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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安排，公共部门出资建立初始系统，承包给私营公司进行运营和维护。部

分收入被转移到公共部门，用于偿还建立系统的贷款。港口的租赁合同参见专题5。

承租合同与租赁合同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租赁合同中，私营部门保留向客户收取

的款项，按规定向公共部门支付租赁费。承租合同允许私营部门从客户那里获取收

入，向公共部门支付承租费，并保留剩余收入。承租合同因降低了与低成本销售增长

相关的部分风险，更受私营合作伙伴青睐。承租费通常是出售每单位产品的约定费用。

专题5：港口的租赁合同

在亚洲，租赁合同通常用于运营机场航站楼或海港集装箱码头。印度和泰国都有持续的
租赁合同，分别用运营于喀拉拉邦柯枝市和曼谷的集装箱码头。印度的合同期为8年，
由阿联酋私营公司租赁。泰国的合同涉及本地公司，租赁期为27年。新加坡吉宝集团签
下15年期的租赁合同，运营中国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吉宝持有项目公司25％的股权。

来源：世界银行，2006。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库。

潜在优势

根据租赁和承租合同，私营合作伙伴的利润取决于公共设施的销售收入和成本。这类

契约的主要优点是它们激励运营商提高效率和销售量。主要风险是，为了提升利润，

管理层会降低资产的长期维护水平，特别是在合同期的最后几年。此外，私营合作伙

伴虽然不提供投资资本，但会支付资产的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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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特许权案例

来源：雷塞德斯，约安尼斯 ·N.，2004。《基础设施改革：私有化，监管和竞争：世界银行政策研究
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电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库克群岛， 几
内亚比绍，匈牙利，印度尼西，马达加斯
加岛，墨西哥

天然气交通和分布
阿根廷

配水
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几内亚，匈牙利，印度尼西
亚，澳门，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 
塞内加尔

电力
中国， 科特迪瓦，几内亚, 匈牙
利，墨西哥

铁路
阿根廷，巴西，布基纳法索，智
利，科特迪瓦，墨西哥

潜在劣势

租赁合同与服务合同和管理合同的关键不同在于承包商的收入来自客户付款，因此对

受费标准非常敏感，这可能需要建立和完善复杂的收费制度。此外，政府仍然负责资

本投资，私营部门不提供投资资本。

4.4 特许权

特许权允许私营部门运营商（受让人）在指定区域内负责全面提供公共服务，包括

系统的运营、维护，征收费用，管理，建设和修复。重要的是，运营商负责所有资

本投资。尽管私营部门运营商负责提供资产，该资产即使在特许期内也属于公共部

门所有。公共部门负责确定实施标准，并确保受让人能达到标准。从本质上讲，公

共部门的角色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服务价格和质量的规范者。表4和专题6列举了基

础设施特许权的案例。  



专题6：韩国首条机场铁路

韩国首个铁路特许权项目正在建设中。从首尔市中心至仁川国际机场 ，全长61.7公
里，将提供通勤和快速交通服务。全长 41公里的一期项目于2007年开始运营，连接
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内机场。两年半后，这条线路将延长20.7公里，一直到首尔中
央火车站。

此项目连接仁川机场、首尔和最近开通的KTX高速铁路（从首尔中央车站开往釜山），
受到韩国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韩国首个铁路特许权项目。仁川国际机场铁
路公司（Iiarco）自完工开始拥有该项目3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家具有特殊性质的公
司成立于2001年3月。

Iiarco有11个股东，包括大股东现代工程建设（HDEC）（持股27％）、浦项工程建设
（11.9％）、大林产业（10％）、东部公司（10％）、韩国铁路管理局（9.9％），以
及其他6家韩国公司。

Bechtel公司为Iiarco提供项目管理支持， 韩国顾问公司Kortech也负责协助受让人。

来源：克努顿，迈克。2004。《国际铁路学报》。5月。

受让人直接向系统用户收取费用。特许权合同通常会确定收费标准，且规定标准可能

随着时间调整。极少的情况下政府选择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受让人支付资本开支。受

让人负责筹集系统建设、升级或扩大所需的任何资本投资，并通过自有资源和用户缴

纳的费用为这些投资融资。受让人还负责提供运营资金。 特许权有效期一般为25~30
年，因此运营商有足够时间收回投资，并获得适当回报。必要情况下，公共部门可能

会负责部分资本投资，如以投资“补贴”的形式（弥补资金缺口）保证特许权合同的

商业可行性，政府可以从征收的费用中提取相应部分来收回投资。图7描述了特许权

合同的典型架构。

图7：特许权合同结构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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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PPP结构：可选项  35



36  公私合作手册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图8：BOT合同结构

政府/公用事业 私营开发商

政府

消费
（直接或经过
经销商）

最终投资回报

资本投资

收入

资费服务

潜在优势

特许权可以有效吸引私营资本， 用于新的设施建设或改造现有设施。特许权安排的一

个主要优点是它激励运营商提高效率和效益，因为效率提升促进了利润增长，最终使

受让人受益。运营和融资职责的全部转让，使得受让人能够重点考虑并创新其认为最

有效的事项。

潜在劣势

主要缺点是为界定运营商的行为所需的特许权合同会非常复杂。政府还需要提升收费

和执行监控方面的能力。此外，由于很难预料25年内可能发生的事件，合同的长期性

（为了收回高额投资成本）造成了招标过程的繁琐和合同设计的复杂。随着环境不断

变化，允许对某些合同条款的定期评估可以部分弥补这一不足。运营商在合同剩余期

限内只对预期有回报的新资产作出投资，除非合同规定了相关条款，否则会产生额外

风险。特许权合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使得它们可能在政治上存在争议且很难组织。

由于合格的重大基础设施网络运营商数量有限，因此特许权合同只存在有限的竞争，

这引发了争议。也有人担心特许权合同不规定垄断条款，而是给更多的运营商提供机

会，这符合某些消费群体的最大利益，且受让人不能提供平等的服务。

4.5 建设—运营—转让（BOT）和类似安排

BOT及类似安排是一种特殊的特许权合同。根据此特许权，私营公司或组织按照政府

设定的实施标准融资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或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图8介绍了BOT合
同架构。



BOT合同的各种变形包括表5中所引用的。本节将对其中一部分进行讨论。

根据BOT合同，私营伙伴提供项目建设所需资金。重要的是，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私

营运营商拥有项目资产，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收回投资成本。

公共部门与私营运营商协商项目产出的最低购买量，足以让运营商在运营期间收回成

本。如果公共部门高估需求，发现自己购买的产出低于规定的最低购买量（“照付不

议”），问题将会出现。作为一种替代方案，销售公司可以支付一部分产能建设费用

和消费支出，由公共部门和私营运营商共同承担需求风险。BOT合同通常要求制定复

杂的融资方案，以获取大量资金及较长的还款期（参见专题7）。

合同期满，项目所有权归公共部门，但公共部门可以选择将运营责任承包给开发商，

或与新的合作伙伴签订新的合同。

BOT安排和上文中的特许权是不同的。特许权一般涉及现有系统的扩展及其运营，而

BOT往往涉及大量的 “绿地”投资，需要从外部获得大量的股权和债务融资。但在实

践中，特许权合同可能包括开发重要系统组成部分以及扩大现有系统，BOT合同有时

也会涉及现有设施的扩展。

表5：项目交付基本方案

 所有权 设想 设计 建设 运营和维护 财务责任

设计－投标－建设 公共 公共 私营费用合同 公共 公共

设计－建设 公共 公共 私营费用合同 公共 公共

建设－运营－转让 公共 公共     私营费用合同  公共 
（BOT） 

设计－建设－融资  公共或        公共, 

－运营（DBFO）  公共 私营  私营费用合同  公共/私营，  
      或私营 

建设－所有权－ 私营 公共或           私营承包(许可权) 运营（BOO）  私营

来源：美国交通运输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参见：www.fhwa.dot.gov/ppp/op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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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7：中国香港某固体垃圾转运站建设和运营的BOT项目

中国香港发起一个建设和运营固体垃圾转运站的BOT项目，包括一座转运站和一个卡
车队。政府根据设计和运营转运站的经验预审了几家公司，然后组织竞争性招标，最
终确定哪家公司能够胜出。招标文件列出对技术和环境的要求、维护需求，以及设备
替代时间表。目前该站已建设完成，正在运行。政府定期对转运站开展检查，以核实
是否达到相关标准。

来源： 公私合作提供城市基础设施服务（选择与问题）。《公私合作改善城市环境工作报告一》。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UNDP）。参见：www.undp.org/pppue/gln/publications

BOT的基本形式有很多，包括建设—转让—运营（BTO）——项目在建设完成后而非

合同期结束后移交至公共所有者，以及建设—拥有—运营（BOO）——项目由开发商

建设和运营，不将所有权转移至公共部门。根据设计—建设—运营（DBO）合同，所

有权从来不属于私营部门。相反，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建造和运营工作以单一合同

的形式外包。

所有权和移交时间通常由当地法律和财务状况决定，选择较多（参见专题8）。

设计—建设—融资—运营（DBFO）模式将设计、建设、融资和运营的责任捆绑在一

起转移至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由于私营合作伙伴承担的融资责任不同，DBFO的各项

安排也有很大差异。

潜在优势

目前，BOT模式已得到了广泛应用，以吸引到更多的私人资金投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更新。由于客户通常只有政府一个，BOT协议可以降低私营合作伙伴的商业风险，但

私营参与方必须对政府履行采购协议有信心。



专题8：BOO与开发、运营和维护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条收费公路

这条长32公里的收费公路的建设合同包括道路的设计和建造，涵盖铺设道路、横排水
工程、桥梁、收费设施、标志线和隔离带。合同还包括管理、运营和维护等内容，如
收费、收费站运营、交通管理以及设施维护。

承包商拥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可以确定其工作方法和维护计划。收费标准基于固定
的公式，每年根据CPI指数变化。若收费涨幅高于合同批准的标准，则由收费审查委
员会向政府提出相应建议。

合同实施过程中，应聘请独立工程师和独立审计师进行监督，并向政府和承包商提交
报告。

降低风险的措施包括：
•  征地风险：政府承担完成收购的所有责任。
•  收入风险：由承包商承担，不过收费标准每年通过商定的指数化公式自动调整。
•  通胀风险：由承包商承担，因为签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因此风险转移至承包商。
•  交通流量不足的风险：设定合同延长条款，以免在30年合同期内未能按计划获得 
  20%的回报率。承包商也可能会获得额外收入，不过需有政府裁定。
•  不可抗力风险：购买覆盖范围较广的保险，制定临时收费评估条款，以在短期内 
  减少由于不可抗力风险带来的收入损失。

来源：世界银行。公路建设领域公私合作工具箱。参见：http：//rru.worldbank.org/Documents/
Toolkits/Highways/2_carac/23/23_.htm

DBFO的优势之一是此类项目完全或部分通过债务融资，通过财务杠杆利用了项目产

生的收入流。直接收费（如通行费）是最常见的收入来源。公路交通领域的其他收入

来源还包括租赁费用、影子收费和车辆登记费等。

潜在劣势 

BOT模式适合应用于具体项目，所以对于特定的投资方式来说具备潜在优势，但对系

统的整体表现影响较小。因此，很难将BOT带来的生产增长与相应的需求改善联系起

来。虽然私营部门可通过其丰富的经验降低初始建设成本，但考虑到需要签订无条件

支付（take-or-pay）协议，取代公共融资的私人债务可能会非常昂贵。

竞争的好处仅体现在初始招标时期，随后签订的合同经常需要在有效期内重新协商。

招标文件和流程要求对项目进行审慎规划和安排充足的实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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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合资企业

成立合资企业是完全私有化的替代形式，基础设施由公共部门和私营运营商共同拥有

和运营。公共和私营部门既可成立一家新公司，也可通过向一个或多个私营投资方出

售股份来实现合资的目的。公司还可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这类合作的关键是要有良好

的企业治理能力，尤其是独立于政府的能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政府既是所有者之

一，又是监管者，而官员很可能会干涉公司业务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从持股人的地位

出发，政府比较关心公司的赢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企业经营扫清政治障碍。

私营合作伙伴承担经营者角色，其董事会成员通常可反映股权组成和专业化程度。专

题9反映的是中国对于合资企业的制度安排。

专题9：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扩展能源业务

通用电气（GE）能源公司活跃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历史超过90年，已向各领域提供70台
蒸汽轮机、165台燃气涡轮、97台风力涡轮机、180套水电机组、300台压缩机，以及整
体工程解决方案，帮助中国提高能源生产和传输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GE黎明是一家由GE能源（持股51%）和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9%）组建的合资公司，后者是中国主要的航空衍生燃气涡轮发动机和喷气发动机制
造商。合资公司于2003年8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1,890万美元，主要生产燃烧部件、
缸体、喷嘴，用于GE公司在中国组装的Frame 9FA和9E型燃气涡轮发动机。

2003年1月8日，GE能源（持股75%）和沈阳鼓风机集团（SBW，持股25%）共同出资
1,370万美元成立GESTT公司。后者是中国一家主要的国有企业，生产离心式压缩机、
鼓风机和传动装置。该合资企业为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了广泛的GE能源的油
气服务及强大的本地化服务能力。

来源： GE能源。2005。GE能源拓展在华业务。8月25日。参见：www.gepower.com/about/press/
en/2005_press/082505.htm

合资企业往往伴随着额外的合约（特许权或业绩协议），以明确公司的期望结果。此

外，合资企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发展，并在项目真正实施前为公共和私营合作伙伴提

供相当多的对话与合作机会。

根据合资结构，公共和私营合作伙伴必须愿意向公司投资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图9显示

的是合资公司的典型合同结构。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图9：合资企业合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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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潜在优势

在合资企业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它将私营部门的优势与公共

部门关注社会和了解当地信息的优势结合起来。由于各方均对公司投资，因此都非常

关心企业是否能取得成功，有提高效率的意愿。

潜在劣势

政府拥有所有者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这可能会导致利益冲突。合资企业也可能倾向

于直接谈判或采取不太正式的采购模式，这可能会导致腐败。

4.7 混合安排

也可将多个合同类型的不同特点纳入同一个合约中，将最适合某一特定项目要求和运

营条件的属性集中起来，这种形式被称为“混合安排”。混合安排在范围、风险分配

和/或最适合特定项目的范围方面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很显然，这种形式是变化

多样的，下文仅列举几例加以说明。

• 在“管理合同+”安排中，管理合同中与业绩有关的因素足以转移真正的风险。

例如，管理合同签订者只有按预定目标实现了经营性现金流的增加，才能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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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要获得分红（如果足够多），合同签订方可承担投入额外资金的风险，以保

证现金流。

• 私人承包商LEM通过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承包了位于约旦安曼的供水和污水收集项

目。根据合同，LEMA可获得固定费用及奖金，奖金视设施性能提高情况而定。同

样，若不能达到改进目标，LEMA将面临惩罚。在这种结构中，安曼的管理合同是

最早与PPP有更紧密关联，采用风险共担机制的合同之一。

• 在加蓬，政府针对该国的横向与纵向融合的公用事业设计了一种特许权合同，允

许企业同时提供水和电。政府决定将供水和供电服务捆绑在一起，继续实行水电

交叉补贴。这种合同设计有几个优势，包括通过共享人力、财务和技术资源减少

成本，以及针对投资规划创建了更为完整的平台。

• “包干制委托经营租赁合同+”安排，可使各投资方共担责任。在标准包干制委

托经营/租赁模式下，即使有运营方负责管理新建设项目和其他投资义务的优势，

官方签约者也将保留承担新投资和为新投资融资的全部责任。

在一些案例中，运营商承担有限的投资责任，如在指定区域内扩大服务网络的覆盖范

围。运营商和官方签约者也可达成一致，共同承担融资责任。



5 选择PPP结构：确定方案

如前文所述，PPP应在整体改革战略内实施。PPP项目的目标是整体行业改革目标的一

部分。选择恰当的PPP方案应基于以下因素：

• 可用PPP选项 （如第四章中所述）

• 行业技术约束及目标（已在诊断中识别）

• 法律和监管约束（已在诊断中识别）

• 制度因素（已在诊断中识别）

• 商业、财务和融资要求及约束（已在诊断中识别）

• 市场利益（如下所述，包括当地与国际市场）以及

• 基于系统特征或人口特征的行业特殊要求。

改革目标清单应与诊断结果，各类合同的特点、优劣势，可能出现的结果和前提假设

进行对比。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决定哪个方案最有可能成功实现最多（或最关键）

的目标。

PPP项目优先关注的因素应包括扩大服务范围、改善服务、能减少政府补贴的效率提

升，以及客户满意度。政府及其顾问应开展成本/收益分析，并与潜在私人合作伙伴进

行广泛协商（经营者调查），以深入了解所考虑的方案的优势和劣势。

特定的PPP形式更容易、也更广泛地应用于特定的行业，如BOT被广泛应用于收费公路

及废水处理厂的建设，而卫生保健或供水服务则更多地使用管理合同。

即便如此，PPP方案的设计必须因地制宜。这些方案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合同类型列表，

以便修改合同来适应具体的项目要求。这可能需要融合不同合同类型的不同组成部分，

或使用多种合同的组合。可能还需要进行额外修改，以有利于融资，回应潜在合作伙伴

的顾虑，改善对低收入者的服务，并解决员工问题。

PPP方案的选择受政府特定目标的影响。例如，政府是否优先考虑降低服务成本，或是

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收费和集中资金的系统，或是否优先扩大服务范围。目标不同，则

能够实现目标的PPP方案也不同。

实施特定形式PPP的前提：诊断分析确定了正进行改革的行业的现状。成功实施任何一

种形式的PPP都有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转移更多风险给私营部门的复杂PPP形式需

要更为复杂的法津及监管结构以及本地技能，以便实施和监测交易。

其他限制包括低成本覆盖率、缺乏系统信息或技术性能低下。如果通过诊断确定的前

提条件未能满足，谨慎起见，可先选择一个较简单的PPP方案。也可以在项目准备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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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努力满足PPP的前提条件（见表6），如实施法律及监管改革、确保关键投资到位

及/或落实新制度。

方案中所体现的私营部门利益：特定的方案，如特许权，可最好地达到政府的目标，

但其风险水平可能是潜在的私人投资者无法接受的。也可以通过该区域、国家及行业

的前期投资分析或评估市场关注点来评估可能产生的利益。

在启动正式采购流程之前，潜在竞标人通常会被邀请评估拟议项目的结构。评估基于竞

标前路演、情况通报会或项目报告。通常，项目机会描述出现在“信息备忘录”中，

该文件描述项目关键属性、运营环境或融资计划。这些讨论也会引发市场对交易机会

的兴趣，并且可能会拓展潜在竞标者的范围。在设计/准备阶段从潜在私人合作伙伴搜

集市场反馈，可以保证一揽子投标吸引更多关注。

可从上述三个层面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并且政府可以基于充分信息决定将采用的PPP
战略。路线图此时将得到更新，以反映选定的PPP方案，并可以开始准备工作。

 

表 6: 确定PPP方案的前提条件

      政府合同管理
方案 政治参与 成本回收资费 监管框架 信息库 和分析能力

服务合同 低 低 低 低 适度

管理合同 适度 适度 适度 低 适度

租赁 适度 高 高 高 高

许可权 高 高 高 高 高

建设－运营－ 
转让（BOT） 高 适度 高 高 高
和变化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卡特勒恩·博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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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PP准备工作

行业战略和路线图（根据PPP方案更新）概括了需要进行的工作，以创造一个有利环

境并设计PPP交易。一般而言，准备工作与行业诊断属于同一层面，并应对行业分析

确定的约束。 

• 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 技术事项；

• 制度和能力建设；

• 商业、财务和经济事项。

建立了有利于可持续改革的环境，并且形成明确且得到一致同意的PPP流程文件，准

备阶段就结束。

6.1 建立适当的法律、监管和政策框架

潜在PPP项目存在于公共政策框架中，该框架包括具体的法律和监管。

法律分析将会产生一个关于现有法律法规、合同、定义PPP特点的其他法律文件，或必

须加以修改的法律文件的详细目录。还会识别需要新的法律文本填补的空白。这些可能

与PPP存在直接的关联（私有化法律、部门许可等），或具有更广泛且一般的相关性（

公司法、劳动法、环境法、外汇条例等）。或许可以修订“直接的”法律以支持PPP，
但仍须认可和遵守“一般的”法律。

因此，PPP方案必须反映现行税制、特许权、争端解决程序、公共服务法律、劳动法律

等。公司结构必须遵守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要求。如果必须修改法律以适应所选择的

PPP方案，应制定一个务实的时间表。在PPP流程取得进展的同时，法律工作也在继续。

与此类似，监管机制，包括关于定价、客户服务、操作以及市场结构的监督安排，可能

需要修改或新建。PPP方案必须与现有监管安排与能力进行比较，并且填补监管空白，

或调整PPP方案。填补空白可能包括以下措施：（i） 制定更多关于操作人员的明确规

章与要求（嵌入合同、规章或法律当中）； （ii） 建立实际的监管机构（例如独立的

监管机构、政府内部的监管单位，以及培养监管能力）； （iii） 培训监管者； （iv）
制定监管者据以要求和接收信息的规则。

绩效监控涉及的每个实体（委员会、部门、审计员、监控员）以及监管（部门、监管

人）的职能，应当由指定的权威机关说明并给出合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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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准备

拟议PPP项目的技术规格需要在参考条款中进行定义和记录，并最终落实到PPP合同

中。准备阶段就是初步确定技术规格的时间。项目最终的技术规格的确定，是一个建

立在市场反馈意见以及项目在各个阶段设计能力基础之上的互动过程。

一个项目的技术设计始于确定期望的覆盖目标与服务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就能估算

实现这些期望目标的费用（考虑假定的效率提升幅度）与可回收成本的收费标准。政

府可以选择采用收费标准，或提供成本补贴，或重新评估初始目标与服务标准。图10
说明了服务与费用之间的关系。

具体服务

成本估计

设立资费
和补贴

满意？
是

投资

否

图10：平衡服务和成本

来源：世界银行和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机制。2006。私营部门参与水行业的途径：工具箱。

技术准备建立在分析工作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完善了分析工作，而分析工作在准备行

业分析与路线图（包括需求分析、资产性存货与投资分析）时即已完成。

确定技术条款需要在过于狭窄/限制与过于宽松之间取得平衡。技术规格如果过于严

格，可能意味着竞标人无法使用最为经济的技术解决方案。而过于宽松的条款可能导

致不同方案之间差异巨大，难以进行比较和排序。处理这一两难问题的办法之一是，

将精力集中于规定期望实现的技术结果，而不是使用的过程与办法，这样就让竞标人

拥有合理的发挥空间，选择实现期望结果的最有效方式。

技术条款让竞标人能够理解需要实现的结果，对必要的投资进行量化，并对由此产生

的经营业绩进行估算。

专题10和专题11为招标文件技术部分可能出现的技术规格类型的两个示例。



专题 10：铁路PPP项目中的性能说明示例

性能说明—— 铁路PPP项目
铁路PPP项目中详述的核心技术规格可能包括：
 
服务可用性： 

•  车站：地点，营业时间，旅客量

火车：
•  旅程时间，频率，载客量

系统：
•  可靠性，安全性，降级模式运行

氛围 —— 旅程品质：
•  装饰质量，座椅/站立率，电梯和升降梯，客户信息，收费处 

能力：
•  系统构架，外部接口

转移:
•  归还情况，维修手册和记录，最终年份问题

来源： 海顿，尼克博士。《利用公私合作提供成功的铁路项目》。奥雅纳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专题11：供水PPP中的技术规格示例

性能说明——供 水服务PPP项目
供水和卫生PPP中要详细说明的关键技术规格可能包括：
 
覆盖目标： 

•  新的直接接入网络的家庭数量，或待接入家庭百分比
•  有三级管道的道路百分比
•  将通过直接连接、凉亭、立管或其他非管道输送系统（供水），以及公共厕所

   或其他改进的卫生措施（卫生服务）提供服务的地理区域。

质量标准：
•  服务可用性
•  压力
•  水质量
•  废水处理
•  客户服务

来源：世界银行和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机制。2006。私营部门参与水行业的途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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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机构设置和能力建设

当重新构建部门职能成为PPP流程的一部分时，私营部门受雇从事公共领域的活动，而

公共部门成为监管者或监控者，在实际的服务提供过程中承担着有限的职能（如有）。

大多数国家一开始缺乏组织、管理和实施PPP流程所需的机构与能力。现有的体制需

要进行能力建设，以便能够承担新的职能，同时经常需要创建新的机构。用于支持PPP
的一些关键机构有：

• 公私合作单位，

• 项目实施办公室/项目实施单位，及

• 技术援助

6.3.1 公私合作单位

公私合作单位（PPP单位）是作为协调、质量控制、问责以及与PPP相关信息的节点

而在单一部门内部或跨部门建立的。这些单位或是新建立的，或在部门内部（例如财

政部）创建，财政部与将要进行改革的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私人支持者来说，

这些单位提供了透明度与一致性。而对于利益相关者与广大公共来说，这些单位能够

传播信息，并提供关于专业流程的专业化管理服务（参见专题12中关于澳大利亚和菲

律宾的PPP单位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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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2：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PPP单位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的州政府负责大多数的基础设施部门。在维多利亚州，单个的政府部门最终
负责特许权设计与授予。在不同情况下，项目职责被分配给某一部门负责人。然后由
负责人与项目涉及的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协商。负责人还将与财政部门合作。为了指导
和促进分析与程序的一致性，维多利亚州政府制定了一项“维多利亚州基础设施投资
政策”，关于该政策的说明由财政部门于1994年6月公布。如果其他政府部门需要指
导和帮助，财政部还作为指导中心提供服务。

来源： www.treasury.vic.gov.au/

菲律宾的BOT 中心
菲律宾政府设立了一个支持该国大型私营基础设施计划的机制。每个部门管理机构都
有一个专门负责协调其项目设计与实施的BOT单位。国家、省、市级政府在该框架中
筛选并确定项目。政府制定了一份优先项目清单，该清单必须获得国家经济与发展局
（NEDA）投资协调委员会、NEDA管理委员会或当地或地方议会的批准。作为其计划
的一部分，菲律宾政府设立了一个BOT中心，履行以下职责：

•  保存国内所有可以在BOT框架下开发的项目的详细目录，并不断更新，
•  为在菲律宾开展业务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建议，
•  开发基础设施项目，
•  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关于项目设施与实施的技术援助与培训，
•  通过宣传手册与路演推动菲律宾BOT计划与具体项目的宣传活动。

最初，中心主要向私人投资者推广BOT概念，目前则用更多的时间培训国家与地方政
府官员。

来源： www.botcenter.gov.ph/

这些单位确保与PPP有关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按统一的方法行动并遵守约定的指导方针：

• 项目识别与排序，

• 鼓励竞争，

• 对投资机会开展尽职调查，

• 坚持透明招标程序，

• 确保合理对待雇员，妥善处理政府资产，

• 确保政府资源获得最有效使用。

PPP 单位通常关注项目的识别、开发与招标。但是，关注的焦点日益集中于项目启动后

在监督合同执行方面可能的潜在作用，包括确保进行监控与报告的适当体系已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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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单位的结构与位置获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些单位应拥有适当的权限，

并由一位备受尊重且有能力的管理者领导。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将这些单位转化

为与项目开发商类似的机构，其薪酬结构与交易成功与否相关联。这些单位规模无须

很大；事实上，大型单位可能会妨碍PPP实现提高效率的目标。这些单位往往需要从

PPP专家那里获得初始或持续的技术协助。

最后需要考虑的因素是PPP单位与直线部门，可能还有其他级别政府之间的联系。PPP
活动可能是全国性或次全国性的，PPP单位的位置应与市场活动相关。

与特定PPP相关的行业部门也要与其进行协调，特别是项目实施单位（PIU）。

6.3.2  项目实施单位

PIU是一个规划和实施项目的载体。有时，它与直线管理部门相关，但也可以半独立于

该部门。大多数PIU成立的目的就是支持大型资本投资项目（通常由捐赠者提供资金支

持），而PIU的寿命与项目生命周期有关。PIU的具体结构与职能取决于资金提供机构、

执行机构、项目类型，以及当地环境的要求。

PIU一直被作为将人力资源投入重要项目的载体。这些载体的职员可以是政府职员、外

部资源或两者的组合。最近的分析已对PIU在促进政府内部整体项目管理能力提升方面

是否有效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使用外部人力资源的情况下。

建立PIU的优点就是设立一个问责与管理的中心。PIU通常对项目进度进行监控与报告，

进行财务管理与问责，并处理项目采购。

在PIU与PPP单位都存在的情况下，两者需要进行密切和定期的协调。

6.3.3  技术援助

除非政府在PPP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否则有时需要雇佣交易顾问和/或专家顾问，如

律师、财务分析师、金融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行业专家。这些顾问可以是团

队，也可以个别招募，后一种情况下应确保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顾问将在以下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势头、制定战略供政府参考、协助开发公众信息、分析PPP
方案，以及支持招标和谈判流程。

专家顾问应提早进入流程，并与相应的政府人员进行编组。在考虑PPP之时，政府应

确定潜在的配套地方工作人员，成立一个PPP单位或PIU，并培训职员承担新的职责。

地方能力建设应在顾问的指导下开展。

理想的情况下，直到合同签订，甚至可能在合同签订之后，技术顾问将继续提供支持。

标的与谈判流程涉及反复的澄清与标书文件的不断调整，这些活动往往需要迅速完成。



流程的组织必须有条理，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并且必须产生良好的结果。如果在这一阶

段没有对政府的外部支持（财务、法律与技术），关键的政府官员必须已经接受过关

于谈判的培训，并且熟悉整套招标文件（合同、招标文件与投标书）的内容与作用。

对于负有监督合同合规情况和项目进度职责的实体，其能力建设可能也需要类似的技

术协助。

6.4 商业、财务和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

在设计与准备PPP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平衡服务水平与费率的流程，从而确定既能为

用户接受，供给设施也有可持续性的价格与服务组合。对于这种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对

私人合作伙伴的付款结构与收入结构，包括可能需要提供的补贴。

这一互动过程包括：

• 技术分析——确定服务成本；

• 市场与社会分析——确定特定服务水平下人们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 财务分析与建模——确定为实现期望的覆盖率目标与服务水平所需的可回收成本

的费率；

• 协商与交换——约定回收成本之前的任何过渡补贴，或持续补贴，例如对低收入

用户的补贴。如果没有补贴，覆盖率与服务目标可能需要降低。

如同3.5节中描述的那样，财务模型必须足够灵活，能够容纳一系列的变量，允许在财

务模型与PPP设计之间的互动。一个关键的目标就是通过提高效率和平衡收支维持供给

设施财务上的可持续性。财务模型是一种平衡支付能力、成本回收与投资的工具。模

型有助于对投资进行排序，并根据相关的资本成本，为应由谁来提供资金的决策提供

信息。有些国家还发现公共部门比较（PSC）模型能够帮助政府比较私人投资方案与

最有效的公共供给方式的效率。

在准备交易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三个重要因素是：（i） 融资来源，（ii）适当的费率结

构与费率水平，（iii） 补贴的设计与使用。

6.4.1 项目融资

基础设施PPP通常需要融资，也就是说，需要为初始投资筹集外部资金，并通过未来

收入流偿还。资金可以来源于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无论资金来源于何处，都是有成

本的，因此，对于项目的效益和所需的费率（以及与此相关的支付能力）都有影响。

对于项目融资而言，可识别的信贷风险（源于与项目有关的各种技术、商业和其他风

险）与融资成本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根本性因素。

政府的融资成本通常低于私人经营者，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也不例外。因此，由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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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可能会增加PPP的财务成本。但是，PPP产生的效率提升将能够弥补资金成本，

并导致净支出下降与效率提升，最终有利于消费者。此外，公共部门融资往往很少，

这也是设计PPP的最初动机之一。

经营者通常会建立一个项目公司来实施合同，这种公司通常被称为特定目的公司

（SPV）。公司所有者可以是多个公司的联合体，也可以是单个的大型公司。公司所

有者通常不会为提供项目所需的全部资金；相反，他们将提供一部分资金作为所有者

权益，并从金融机构借入其余资金，或是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务票据。

项目的资信（“银行可贴现性”）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在设计PPP之时在政

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些因素包括在商业上具有吸引力的项目设计与费率（更短的投

资回收期，融资时间相对也会较短）、可信的承购安排（可以减少市场/收入风险，提

高现金流的可预测性），监管体系的确定性和透明度也会影响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

总体来说，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不管是从银行还是债券市场融资，都面临众多的挑战：

（i）债务期限较长，以便与项目现金流匹配；（ii） 以本币融资以匹配本币收入，往往

会面临更大约束；（iii）很难进行股权融资，因此杠杆率较高；（iv）除可用项目资产

外无抵押/担保（“无追索权融资”）。

因此，项目融资是一项专业活动，按照通行的市场条件，并不是随时都能获得资金。

为了获得资金或争取更优惠的利率，经营者可以通过保险或担保提升信用等级，具体

包括（局部）信用担保（例如从政府本身或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针对政府或监管

机构不遵守协议（例如照付不议包销协议、特许权协议等）的政治风险的担保（从保

险公司或开发性金融机构取得）。

为确定项目可承受的债务融资额，贷款方根据项目表现及现金流自行开展评估。评估

指标包括债务清偿比率、债务期内的债务偿付比率，以及项目期内的债务偿付比率。

由于单纯依靠项目现金流偿债，项目融资需要一个非常深入和严密的评估流程。贷款

方会开展尽职调查，以确保项目预设和风险是合理内。

竞标者可能直到合同流程的最后阶段才能制定完整的融资计划，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关

键。竞标者可能已有众多意向融资者，但最终计划和风险分配方式在合同基本确定时

才能落实。在最后阶段，贷款方可能会提出他们对项目的要求。这增加了中标方有可

能不能落实融资计划而不得不撤出的风险。因此，在资格预审阶段严格评估潜在竞标

者的财务资源及借款能力就十分重要。一个有效的手段是征收押标金或押金，如果中

标方撤出，必须放弃押标金或押金。

6.4.2  资费设计

资费设计需要平衡一些目标：（i）规定的服务标准及相关成本；（ii） 客户的支付意

愿及能力；（iii）成本回收；（iv）私人经营者的经济要求（投资利润率）；（v）补



贴需求/可得性。各因素的正确组合必须通过项目模型的重复优化来确定（见图11）。

如果使用差异化/复杂的资费结构（例如，单价为消费的函数，向低收入用户倾斜）或

资费调整机制（如根据成本变化、汇率变化调整），这个过程将更复杂。品评合格的

有经验的专家完成建模和优化工作非常关键。

以下目标为资费设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

• 成本回收/投资利润率

• 对提高效率的激励

• 公正公平，

• 简单，易于理解

成本回收/投资利润率

服务标准（成本）和资费（收入）的组合决定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除此之外，私人

经营者有机会通过高效的投资和经营来改善最终的财务结果。因此，私人经营者在服

务标准和资费既定的情况下，仅会参与有较大利润机会的项目。

从私人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内部收益率（IRR）和股东权益收益率（RoE）是评估项目

财务吸引力最常用的工具（见3.5节所述）。私人经营者会根据其权益资本成本来评

估项目潜在的内部收益率，并根据识别到的项目风险进行调整。如果通过政府行为或

其他方式减少或化解某些风险，私人经营者也许会愿意接受更低的内部收益率。如果

收入能够使经营者维持、替代、改进并扩展其服务和资产，则可以认为收入是充足的

（见专题13介绍的智利在电力定价方面的经验）。

图11：资费设计循环过程

来源：希瑟·斯基林和尼尔斯·詹森。2006。

运营效率

成本回收

补贴服务标准

意愿和支付能力

资费水平（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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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确定是否公平的起点，资费应反映成本，并且不同客户群/等级支付的资费应反映

供给成本。比如，生活在相似环境下的人支付相似的价格，或接受更低质量服务的人

群应当获得更低的价格。然而，一些服务项目，如供水和废水处理服务通常被视作公

共服务，并且任何用户不能因贫困而拒绝其使用水资源（见6.4.4节关于补贴），资费

体系中的特定补贴或交叉补贴就是处理此类情况的。

简单且易于理解

简单和易于可理解的目标意味着员工和消费者应易于获取资费信息，也容易理解资费结

构。比如，如果资费结构过于复杂，用户可能不理解他们消费变化的含义，或他们可选

项的范围。然而，过于简单可能会导致激励不足或公平方面的负面影响。

平衡目标

有必要在上述各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激励目标可能有时会与简单的要求发生

冲突，原因在于从成本角度考虑，一个非常复杂的资费结构可能是有必要的。同样，

也简单的要求可能会与公平目标产生类似的矛盾。还有更深层次的要求，某些基本因

素应落实到位，包括合理的回报率定义、对于资产评估方式的理解，以及是否允许额

外报酬等。

在评估这些因素并确定PPP中风险的合理分担方案后，就可以确定初始费率和资费结

构，此后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专题13： 智利的电力定价

智利电力定价由于其投资回报率监管的创新而与众不同。定价系统包括对最高用电量
少于2兆瓦用户的监管价格和其余的自由协议价格。受监管用户的最终价格包括两部
分：一部分为分销公司从发电厂及输电网购买电力的节点价格，另一部分为分销的增
值价格。分销的增值价格每四年计算一次。该过程包含确定最佳经营公司的成本及费
率基准（资产重置价值基础上10%的实际回报）。然后这些费率被实际应用于公司，
并确保平均资产回报率在6%到14%之间。如果实际平均回报率超出该范围内，费率
会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上限或下限。基准“高效率公司”的经营成本和
资产重置价值是基于行业和监管机构估计值的加权平均值。

来源：凯尔夫，迈克尔。1998。《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设计和授予指南——私有化工具箱》。华盛顿
特区：世界银行。



6.4.3 资费调整

希望一种资费或资费结构在整个PPP项目周期内一成不变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确

定资费调整的可行规则，为此需要考虑以下方面因素：

• 引发或推动价格调整的因素，如原材料价格变化（对电力行业来说就是油价）、通

货膨胀以及汇率波动（经营者必须承担未套期保值的外汇敞口风险）。

• 调整机制，包括成本加成和价格上限管制；

• 调整频率，包括成本转嫁、资费指数化、资费重置以及特别资费调整。

机制

公共事业（如废弃物管理、电力、供水及通信）的监管要求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如

公路）之间存在差异。

下文分两个基本类型讨论公共事业的资费调整机制：成本加成机制和价格上限机制。

成本加成或收益率机制允许受监管公司将所有的经营费用和资本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包括税后投资回报率。在该体系下，除非经营者向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要求资费评估

和重置，无须进行调整。

作为对要求使用更高（或更低）价格来支付全额成本的申请的回应，监管机构审查经

营者的总成本基数。理论上，这种方法提供了价格和已发生成本之间最好的匹配方

式，但由于收益率已得到保证，所以对有效经营和发展的激励较弱。成本加成管制有

可能激励公司增加运营成本，而不是提高效率。然而，从投资角度看它有很强的确定

性，可以降低风险。

收入或价格上限监管则提供了更直接的效率激励。收入或价格上限旨在控制某一阶段的

收入总额或价格，但为公司提供了通过业绩改进提高收益的空间。在此机制下，公司可

以根据包含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力抵减”（通常被称为X因素）指标来调整其价格水平

和资费结构。该方法可以为提高效率提供更强的激励，并反映提供服务的真实成本。

监管模式的选择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适用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会计和审计制度、行

业投资需求及效率激励。在监管的早期发展阶段，价格上限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可以将价格设置得足够高以吸引资金。在监管更加成熟的阶段，成本加成机制在吸引

大规模投资方面可能更为恰当。

有些监管体系包含收入、价格上限和成本加成机制，以及针对特定行业的方法和对策。

尽管如此，监管体系的形式应基于详细的分析与考虑制定，应充分考虑国家、部门、

行业以及基础设施资本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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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用事业基础设施PPP的监管模式略有不同，通常在PPP合同中描述。在基础设施PPP
中，监管的根本目标是合理分配风险，并在风险和预期回报之间维持稳定性。

调整的频率

资费调整有不同的程序。有些情况下，协议规定某些投入成本（比如能源或大规模供

水）应即使反映在在资费中，并向消费者收取。这样投入价格上涨的风险被立即转嫁

给消费者。其他费用转嫁可能包括税率变化或政府调整质量标准，通常用于服务提供

商不控制投入的情况。转嫁会减少服务提供商更高效地利用投入的激励，但服务商仍

要尽量避免增长的资费超过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资费指数化。该机制与成本转嫁相似，但通过不同的调整方法。在该机制下，资费的

定期调整反映了物价指数的（如消费者物价指数）而非实际服务成本的变动。虽然指

数化可以使供应商免受正常范围内可预测的价格上涨影响，但供应商仍容易受到超常

或指数外变化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指数化公式是基于与所提供的服务最相关的一

揽子价格。

资费重置或定期资费调整。更好地资费调整机制为资费重置。对长期PPP来说，指数化

或转嫁很可能不足以适应整个合同期间内行业的所有变化。因此，资费重置的规则应在

PPP实施之前确定，并且成为所有参与风险配置讨论的主体关注的对象。

资费重置的讨论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重置的目标

• 重置的方法

• 资费审查的起因和潜在重置。

调整的目的应包括允许经营者享有合理的收益率，通过收益率鼓励提高效率，如经营者

面临预料之外的（或不可控制的）变化（如汇率变化）时应恢复其财务状况。

根据重置目的的不同，可使用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尝试通过标杆管理或聘请咨询

专家确定最有效率的经营成本。如果重置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经营者的财务状况，仅需

评估关键成本变量。

评估要求或特定的事件可能会引发此类资费调整。一般而言，这种调整可根据预先确

定的周期进行，比如每五年一次。

有时，极不寻常的情况，如冲突或破产，可能会引发临时性价格评估。



6.4.4  补贴设计

如果合意的服务和资费水平组合仍不能使私人经营者回收成本，，政府补贴可以使项

目具有商业上的可行性。政府补贴仅在如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PPP（含补贴）下政府

总成本低于完全由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或低于不按预定水平提供服务的成本。

政府补贴可以是“总体的”，比如，适用于整个项目；也可以是“具体的”，在这种情

况下，它针对向（低收入）消费者群体提供的服务。一些补贴被设计成社区服务义务并

在监管和许可标准下强制执行，或由公共部门直接或间接转移给受益人。

交叉补贴不包含政府支付，它是内生于资费结构的一种补偿机制。交叉补贴通过提高

对某个顾客群体收取的平均资费来降低向另一个顾客群体收取的平均资费。交叉补贴

最常用的形式是，通过阶梯收费结构，非家庭客户为家庭客户提供补贴、大用量客户

为小用量客户提供补贴。补贴可以在接入环节（连接费用）或消费环节提供。

政府通常提供补贴来降低资费水平，以达到帮助贫困人群、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和环境

问题的目的，并且/或者由于对提高资费的政治约束。

在很多情况下，补贴较为隐蔽，在PPP建立之前已经在运行。公共机构提供的非营利服

务活动如果产生亏损，就要依赖预算支持，尤其是公共补贴。因此，包含短期或中期补

贴PPP的有效实施仍可能使现状发生净改善。而且，补贴增加了项目的整体价值，并且

不会消除对效率的激励或长久提供低价值服务。

不同类型的补贴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常用补贴类型有现金补贴（包括产出导向型援

助）、政府为商业风险提供免费担保、降低资本成本、实物划拨，以及免税。下文会

对上述方案做进一步解释。

现金补贴，包括产出导向型援助

现金补贴包括政府向私人经营者或项目公司支付的现金款项。补贴用来支付部分投

资，或与所提供的服务相关。显然，补贴的设计应保证刺激私人经营者实现预期的公

共政策结果。由于现金补贴可能会激励无效经营或产生其他不良后果，所以这一目标

并不容易实现。

如增加资费存在政治约束，可向私人供应商提供一般现金补贴，以降低用户支付的用以

覆盖公用事业经营费用的平均资费。在这种情况下，提前设置补贴的数额是必要的，

否则私人经营者就没有激励降低经营费用。在提前设置补贴数额时，可规定逐年减少

补贴数额直至取消补贴，同时提高经营效率并逐步上调资费。

若补贴的目的是扩大服务的覆盖范围，而不是缓解资费上调的影响，将补贴的支付与

某个指标相挂钩可能更为恰当，如新接入用户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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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每个新接入用户的固定补贴可能激励经营者连接那些期望收入（减去连接成

本）最大化的住所。这样的补贴结构可能会使连接最贫困家庭户的激励很有限。替代

方案为仅向固定区域的新连接提供补贴，如贫困家庭户集中区域。

降低资本成本

降低资本成本指降低对股本收益率的要求，或降低私人经营者的有效借贷成本。政府

可以通过向公共事业提供优惠利率（如低于其本身的偿债费用）借款以补贴其债务成

本。之后政府可以对这些贷款进行冲销，相当于提供了进一步的补贴，尽管这么做可

能在后期还需借款时会产生严重的问题。政府还可以通过向公共事业提供担保或承担

汇率风险以补贴其债务成本，这些是发展中国家公共事业面临的重要成本。

实物划拨和免税

政府还可通过实物划拨和免税向私人经营者提供补贴。实物划拨有多种形式， 如赋予

取水权利（否则要按某种收费制度支付费用），或划拨土地。免税经常被应用于公营

的公共事业，当公共事业私有化后，可能继续获得免税的待遇。

再次强调，这些补贴不是以服务攻击或最需要援助的用户为目标。因此，有些利益流向

了非贫困家庭，假定这些利益被传递给用户，没有被经营者用来抵补自身的成本增加。

如果补贴是必要的，对此类形式的补贴应通过对每种补贴利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评估，

并评估它们完成既定目标（如扶贫目标）的能力。

6.5 员工问题

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常常反对PPP计划。因此，政府、工会和公共部门雇员之间应开

展早期沟通和持续的对话，以确定PPP的目标和战略。应积极共享与工作人员有关的

信息，以消除猜疑和毫无根据的担忧。工作人员应得到公平对待，或者在新公司提供

就业机会，或得到可接受的遣散费。

要解决与PPP相关的员工问题，法律评估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公共服务法律法规、适用

于特定部门和企业的法律、集体谈判协议，以及其他部门的任何先例。

对于员工和工会，关键的问题包括：

裁员或遣散费。这将包括解雇员工的依据，以及在进入新成立公司的机会。 公共服务

部门员工应被告知他们是否会被转至新的实体（可能导致无法获得遣散费）、是所有

员工都有资格获得遣散费和重新安置的机会，还是只有特定的员工有资格获得遣散费

和/或进入新公司工作的机会。



在新公司工作的雇用条款。员工需要了解雇佣条款，包括工资、岗位设置、福利、任

期保障，以及已积累的退休金和福利能否能转移。

再培训。无论员工是辞退还是留任，均存在是否提供培训机会的问题。应尽快制定并

实施明确的计划培训下岗员工，允许某些职能的分拆，以及提高留任员工的能力。

 
员工问题的处理方式几乎完全依据当地的劳动法和地方的惯例。在处理问题的初期就

应厘清相关法律规定，否则回出现各种猜测。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应尽早引入员工代

表，并应积极披露信息。 

6.6 邀请本地合作伙伴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本地公私合作伙伴尽可能多地参与PPP过程通常是可取的。有多

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 本地私人合作伙伴。本地公司往往是PPP项目的合格私人合作伙伴，可参与开发、

改进和运营基础设施。与本地合作伙伴的合同类型包括服务合同和BOT，既适用

于大项目，也适用于小项目。本地合作伙伴可能更适合参与小型本地化项目，例

如，可使项目扩展至小城镇和城郊地区，这些地区有具备开发价值的市场，但是

却远离核心基础设施。合格的公用事业公司或建筑公司可能参加竞争性招标，提

供分项服务，或兴建新设施。为鼓励和规范地方参与，政府应预先确定本地公司

参与的政策，避免与负责采购的官员的不正当接触，确保反腐败，制定适当可行

的评估标准，促进本地公司竞争，同时确保项目质量。

• 本地分包商。在水务和能源等行业，至少在短期至中期，作为对行业主导公用事

业公司的补充，小规模的服务供应商普遍存在，提供必要的服务，可鼓励PPP合
作伙伴将这些服务供应商纳入其战略体系。当然，最终目标仍然是通过正式制度

安排来提供服务，但在可替代的服务出现之前，此举可防止PPP项目过早地将小

型供应商挤出市场。

• 地方政府部门。许多合资企业包含市政或其他地方层面的公共合作伙伴。这可使

政府决策者和当地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公司治理，将其角色转变为所有者。但是

这种安排也需要即使发现并减轻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6.7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在PPP项目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早期参与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利益相关者

就项目关注点、业绩预期和潜在风险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评估拟议PPP
的主要业务假设（尤其是资费/费用）是否可行至关重要。若不与利益相关者协商，项

目在后期则可能招致反对，从而使项目进程减缓或偏离预定目标。因此，在每一个阶

段与利益相关方持续协商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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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潜在竞标人和合作伙伴的协商也很关键，可确保拟议PPP设计符合他们的要求。否

则，存在一种风险，即PPP设计包括不切实际的（政治上）合意的组合（高层次的服

务、低廉的价格、没有裁员、没有补贴，特许经营期限短），这将使项目失去对竞标

人的吸引力，或者不可持续。因此，在准备阶段，从市场收集非正式的反馈至关重要。

更正式的协商可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如7.1节所描述的。



7 PPP项目的实施

本章讨论与PPP项目实施相关的一些关键活动。讨论的重点为一揽子投标、合同、采

购评审和采购过程、定标和谈判。本章不会对采购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进行详细描

述，只作重点讨论，更多信息可参考第10章列出的材料。 PPP项目活动顺序在图2中
列出（见第15页）。请注意，并非所有的步骤都按照严格的先后顺序进行，存在一定

程度的重叠。

7.1 收集潜在投标方的意见反馈

一旦PPP项目结构已设计完成，且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交易管理者（transaction 
manager）就应到位，负责确保整个过程平稳、透明、及时。在交易阶段，有必要与

潜在竞标人就交易设计的具体细节进行更正式的沟通。在这些沟通中，政府需要防范

竞标人为自身利益对PPP设计和流程进行潜在操纵。同样，在招标过程中，这种磋商

也不应使竞标人享有任何优势（例如附加信息）。所有讨论必须避免偏向任一特定的

竞标人，而应与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广泛沟通。在与潜在竞标人的互动中，政府可咨

询PPP项目顾问。 

与潜在竞标人的互动有两个具体时点：

竞标会议。在竞标会议上，政府介绍项目概要，竞标人则应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问题。

然而，在竞争对手集中的正式场合，一些竞标人可能会隐瞒所关注的问题，不愿意分享

好的观点，也可能与其他竞标人串通，以推动特定的调整。

招标文件协商。另外（或者除了竞标会议），竞标人可能会应邀单独就招标文件草案

（包括合同草案）发表意见。这种方法可使政府了解各个竞标人所关切的问题。政

府应向各竞标人发送对所有问题的全部答复，从而避免竞标人形成任何偏袒的印象。

竞标人期望明确了解时间线、活动的顺序、决策点及决策人。此类信息应以书面形式

提供给竞标人，并应定期检视和确认。这样的澄清是必要的，可增强竞标人对投标过

程透明度和可靠性的信心。

7.2 公告和资格预审

需要编制一揽子投标文件、合同、营销文件，以及与公众和潜在竞标人进行沟通的规

程。实际采购过程的起点为进行公告和竞标人资格预审。在7.3节中可以看到，不同的

采购方法需要不同的活动，但多数PPP项目都有资格预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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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正式通知将在本地和国际范围内的印刷和电子媒体上发布，告知公众有

机会参与该项目。公告内容取决于适用的采购规则。各公司应邀领取资格预审文件，

并寻求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建立资料室是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见专题14的数据示例）。通过资格预审的竞

标人应邀使用资料室中关于这个PPP项目的所有信息，潜在竞标人可获取这些信息。信

息应根据主题归类，尽可能详细，并平等地提供给竞标人。在信息查询过程中，资料

室将配备一名服务员，竞标人必须签名，并遵守资料室规定（例如关于访问次数、影

印、使用其他技术设备的规定）。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料室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对此应有充分估计。虽然不能完全保证资料室中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这个过程的

组织者和政府仍然需要确保数据不是虚假的、不具误导性。竞标人通常对数据的真实

性会有一定存疑，但是如果数据量很小，他们将会质疑整个过程的严肃性。

资格预审确保投标者具有不低于规定水平的专业和资金实力，这使政府不必在后续环

节更加严格地排除不符合要求的投标者。同时，该措施也鼓励投标者与实力相当的对

手一起竞标。

资格预审文件通常包括：

• 项目信息（如一个信息备忘录），介绍项目主要特征和运营环境；

• 预期的投标流程及评标标准说明书；

• 潜在投标者展示其项目可持续性的文件。潜在投标者应提交如下信息：

• 投标实体的法律地位；

• 可比项目的相关经验（包括项目规模、所在区域及专门技能）；

• 投标者财务（或资源）状况；

• 投标者融资能力；

• 投标者计划用于投标项目的员工与资源；

资格预审宜采用事先确定的评价矩阵。评价矩阵应设定评分标准、分值及各指标的权

重。评价矩阵还包含特殊的评分标准，如对候选项目服务低收入客户的能力的评价，

或在需要时优先选择本地投标者。设定评分标准时，应客观看待潜在投标者；应设定

足够高的门槛，以淘汰不负责任和不合格的投标者，同时也应确保足够大的投标者规

模，以促进有效竞争。经过资格预审后，只有少数受邀投标者会进入候选名单；通常，

三到五个公司既易于操作有具有足够的竞争性。



专题 14： 资料室索引示例

总则
1.1 经济资料 (时间序列)
 1.1.a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1.1.b 通胀指数
 1.1.c 批发价格指数
 1.1.d 实际和名义利率
 1.1.e 人口普查或人口数据和增长率

1.2 机构
 1.2.a 年报（时间序列）
 1.2.b 捐款人和顾问报告

1.3 地理
 1.3.a 国家地图
 1.3.b 服务区域地图

法律规章制度
II.1 国家
 II.1.a 宪法
 II.1.b 民法
 II.1.c 公共卫生法令
 II.1.d 食品和药品法
 II.1.e 规划法
 II.1.j 土地法

II.2 资源管理
 II.1.a 环境保护法 
 II.1.b 其它

II.3 企业/商业 
 II.3.a 公司法
 II.3.b 所得税法

II.4 具体基础设施

来源：卡特勒恩·博特和希瑟·斯基林。2007。

商业合同
III.1 外包协议

人力资源
IV.1 职员地区和功能分类图
IV.2 当前职员薪酬水平
IV.3 集体谈判协议

工程和技术文档
V.1 运营和维护
V.2 投资项目
V.3 需求
V.4 固定资产和技术审计
V.5 系统文档和图纸
V.6 其它

财务
VI.1 财务报表
VI.2 预算
VI.3 债务
 Vl.3.a 贷款/拨款简介
 VI.3.b 贷款拨付，偿还和利息
VI.4 商业
 VI.4.a 账单 
 VI.4.b 托收
 VI.4.c 消费者类别分类

资费
VII.1 批准的资费结构
VII.2 资费调整建议

特别事项
VIII 补助，社区服务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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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定义采购流程

需要就采购和评标流程做出初步决策；影响采购方法选择的因素包括政府预算、产能、

对创新的态度、高投入的需要、腐败程度及PPP项目的目标。根据竞争程度划分，采购

方法有三种：（1）非应标建议书或直接谈判（“独家采购”）；（2）竞争性谈判；

（3）竞争性投标。

7.3.1 非应标建议书或直接谈判

政府在处理非应标报价时有三个选择：

• 直接同供货商谈判

• 买下项目概念并与投标者一同竞标

• 以给予创新报价的提出者事先确定的有利条件（积分体系），并公开竞标

独家采购能节省政府的时间和资金，并可提醒政府注意难以发现的公私合作机会。但

这种采购方式缺乏透明度，易滋生腐败，还不具备竞争性投标的成本优势。政府应确

信其谈判技巧及信息能够确保独家采购是有利的。

政府应出台法律法规来确保能够签订基于直接谈判的采购合同。但这种合同的公平性可

能会在日后受到质疑，如来自未能赢得投标的投标者或反对派的质疑。这种情况下，

直接谈判是有政治风险的。专题15描述了菲律宾政府解决非应标建议书问题的策略。

专题15：非应标报价

根据菲律宾的BOT法，中央和地方政府有权基于协商接受关于BOT项目的直接报价，
但应符合如下条件：

•  项目涉及新概念或新技术，且还未被列入政府优先项目目录。
•  无需政府直接担保、补贴或入股。
•  项目要进行价格测试或接受来自竞争者的“瑞士挑战”

价格测试按如下步骤操作：首先，发起项目的机构必须征求与已收到的非应标报价可
比的报价，同时征集报价的信息必须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连续刊登至少三周。刊登的
征集信息必须告知潜在投标者获得投标文件的地点；但初始报价中的自有信息因保密
需要，可不在投标文件中披露。竞争者可在60天内提交竞争性报价，政府如果收到更
低的报价，初始报价者可在30天内作出调整并赢得合同；否则，低价投标者中标。这
种竞标方式曾多次使用，如一家新西兰开发商曾向国家电力公司提交恢复并维护一座
350兆瓦水电站的报价，试图与一家阿根廷公司的非应标报价竞争。

来源：菲律宾共和国。1994。



7.3.2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谈判需要邀请一组投标者参与结构化谈判。因投标者意识到来自其他投标者的

竞争压力，所以有望获得最好的报价。这种谈判比完全竞争过程迅速，不仅成本较

低，还能得到很好的报价。但筛选投标者的流程并不透明，也可能无法选出最好的投

标者。同时，腐败风险也会上升。费时的采购流程可视作私营部门的机会成本，决策

时需要考量透明的程度与价值。

7.3.3  竞争性投标

多数政府都制定了针对采购私营部门商品与服务的竞争性投标法规。此外，多数国际

贷款机构和援助组织也将竞争性投标作为相关贷款及技术援助的条件。这些政府、机

构或组织希望竞争能够保证投标过程的透明，避免腐败，并提供一个能够根据既定标

准选出最优报价的机制。

当然，竞争的优势要在利益足以吸引多个投标者时才能够显现出来，流拍则会使政府

陷于尴尬境地，因而认真充足的准备工作就十分必要。

典型的竞争性投标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公开发布投标通知

• 联系潜在投标者并向其发出邀请

–  基本信息备忘录

–  路演

–  投标前会议

–  投标文件咨询

• 预选

• 筛选投标者（或资格预审）

• 投标

–  选标与评标流程

–  投标文件与合同草稿的发布

–  与投标者的互动

–  评标与选择

–  谈判与签订合同

• 过渡

–  过渡或交接策略

–  员工权利与支付

竞争性投标既可在一个阶段完成，也可在两个阶段完成。在单阶段流程中，技术标和

商务标可按要求同时提交；在双阶段流程中，首先提交技术标及相关评论，而后将修

改后的技术标连同商务标一起提交。

PPP项目的实施  65



66  公私合作手册

公私部门之间的沟通可能受到严格限制，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沟通（尽管是结构化的）

对大型PPP项目的成功很重要，

基本运营、维护和服务合同的竞争性投标可能十分直接，因为服务范围已明确且通常是

可量化的。更为复杂的PPP项目，如BOT、特许权及合资企业，是更具挑战性的采购流

程，因为初始信息与结果通常是不明确的。典型的信息缺失、合同执行的时间长度，以

及外部性的范围，均意味着有限目标的设定和结果预测变得困难。

悉尼的环城高速公路就是通过竞标建成的，见专题16。

专题16：M7悉尼环城高速公路（澳大利亚）

M7高速公路是一条位于悉尼西区，长40公里的收费公路，它连接数条主要高速公路及
主干道。作为一个PPP项目，M7高速公路的建设涉及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广泛的社区咨询和设定具体标准的竞争性招标流程。道路与交通局（Roads 
and Traffic Authority）负责整个招标过程。

Transurban,Macquarie Infrastructure Group和 Leightons Holdings等公司组成的财
团修建和运营这条高速公路，获得了34年的特许权；特许期结束后，公路归政府所有。
项目投资23亿美元，提前8个月竣工，应用了电子收费技术，还配套修建了40公里的行
人和自行车通道。公路项目接受了环境、安全性和养护方面的测试。

来源：www.infrastructure.org.au.

7.4 定义评标流程

7.4.1 初步入围结果

评标流程与标准应透明，并通过提供尽可能多的流程信息和制定明确保证各方平等地

位的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招标过程也要做好保密工作，以确保参与方的合法商业

利益不受损害。

评标一般分为技术评标与商务评标两种。两种评标的相对重要性应反映其在实现具体

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投标文件中的项目目标、设计和信息应与评标标准保持一致。

首先要确定的是技术评标是按“通过—未通过”（将商务评标作为决定性标准）操作，

还是按事先确定的权重对技术信息和商务信息进行评价：

• 决策一：加权的技术评标与财务评标VS“通过—未通过”的技术评标

–  若采取权重制，如何确定权重；

–  若采取“通过—未通过”的评标方式，合格的最低技术评标分数应是多少。



• 决策2：如何为各级技术信息分配分数

技术和商务资料要分别提交，以保证对每种资料进行认真评价。技术信息以四种方式

呈现：

• 第一种：技术资料中包含法律证明和投标保函。这些信息经确认后，参照商务资

料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的投标者。

• 第二种：技术资料中包含用于替代资格预审的技术与商务信息。参照候选投标者

的商务资料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者。

• 第三种：技术资料中包含技术建议，按“通过—未通过”的方式评标。参照“通

过”的投标者的商务资料将合同授予报价最低者。

• 第四种：技术资料中包含技术建议。打分后，将合同授予技术评标与商务评标加

权得分最高的投标者。

同样，商务资料也以四种方式呈现：

• 第一种：根据股份或售出资产的价格投标；

• 第二种：按预付款与未来特许权费用相结合的方式投标

• 第三种：根据将来资费收入投标

• 第四种：根据服务费（有无激励成分）的投标

7.4.2 技术和商务评估

评标标准应提前在投标数据表上说明。技术评标一般要考虑以下因素：

• 工作计划的质量

–  拟提供的服务

–  方法与路径

–  符合业绩标准和优化激励补偿

–  创新与提高

–  培训

• 员工规划的质量

–  员工规划的细节

–  反映员工规划中规定服务的适当经验

–  主要员工简历中显示的专业资格和经验

商务评标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 投标价格信息（货币、数量与修改或意见）

• 对以下信息的更正

–  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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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定金额

• 修改后的报价

• 将报价换算成单一货币表示

• 采用权重制评标方法时，对投标计分的公式。

7.5 一揽子投标

根据合同类型和当地需求，一揽子投标文件既可以包括大量材料，也可以是一个简洁

的文件。一般，一揽子投标包应具备以下基本材料：

• 投标邀请：一份一到两页的文件，概述了项目机会、投标截止日期及投标者获取

完整招标资料包的方式。投标邀请通常会刊登在国家或国际刊物上，其复印件是

一揽子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 投标者指引：向投标者阐明项目机会、投标文件内容、准备工作，及投标、开标

与评标、投标者大会（或投标前大会）和合同授予等事项。

• 投标数据表：该文件拓展了投标者指引中的信息，指出投标者应注意的任何特殊

环境或条件。文件同时涵盖了投标者需要了解的细节，如提交标书的地点、要求

作出的说明、协商对象、要提交投标文件的份数、认证或授权书、投标保证金金

额和评标标准等方面的信息。

• 合同草稿：招标资料包中有一份为投标者准备的合同草稿，以备投标资者评估或

提出修改意见。这一安排能够确保投标者在合同授予之前就同意合同格式，从而

节省了合同谈判的时间。

• 表格和流程样本：包括各种标准格式，但并不限于投标形式和价格表、投标保证

金文件、合同协议格式、履约保证文件和银行担保文件。

除以上内容及项目捐赠者的要求外，招标资料包还应包括关于投标者资格和利用捐赠

资金采购的信息。

7.6 合同

无论合同选择何种格式，都应包括以下要素：

• 签约方；

• 合同内容解释：界定重要条款，并为合同条款的解释提供指引；

• 协议的范围、属地管辖权和期限；

• 合同的目标；

• 合同订立、完成、修改及终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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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的权利与义务；

• 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 履约保证金规定，保证金用于防止交付的工程和（或）服务不达标；

• 保险规定；

• 政府担保；

• 私营部门担保；

• 法律规定变更的后果；

• 服务质量，绩效、维护目标与日程；

• 监管部门的认证与其职权；

• 承包商和政府在资本支出方面的职责；

• 承包商报酬的支付形式，是固定费用、固定费用加激励还是其他形式；

• 主要风险如何分配和管理；

• 承包商在经过或进入公共和私人财产时的权利与义务；

• 关于汇报的规定；

• 测量、监控与施工的步骤；

• 协调投资规划的步骤；

• 环境责任；

• 解决争议的步骤；

• 界定建设或运营过程是否出现延迟的条款；

• 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与处理办法；

• PPP合同中任何一方希望实质性更改合同条款时应遵循的步骤；

• 赔偿条款；

• 合同各方对引入项目或项目自身创造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包括为保护第三方（如

信息技术软件生产商）的知识产权而采取的措施；

• 利益冲突和解决机制；

• 关于合同各方终止合合同的条款，及各方解除合同后各方应承担的后果；

• 关于政府或金融机构介入合同以根据PPP合同保护自身权利的规定；

• 私人合作伙伴所有权或关键人事变更的后果；

• PPP合同各方的互动机制；

• 关于合同各方遵守项目涉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环境法、区域与规划法及其他

法律法规；

• 关于公共部门员工受雇于私营部门承包商的规定，包括对因运营原因而终止与公

共雇员间的劳动合同或裁员的限制；

• 立约的先决条件：描述合同生效前各方应履行的先决责任；

本清单旨在说明，但并不包括合约中的所有条款；合同的最终内容取决于项目范围、

当地法律规定与惯例，以及及法律顾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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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谈判与合同生效

理想情况下，在投标过程中就应对遇到的众多问题进行分类。然而，谈判却是解决合

同问题的最后机会，合同双方可能都将遇到的问题留待最终谈判解决。政府的谈判经

验往往不及承包商，因此适当的专业建议、清晰的谈判策略及后备方案（转而与第二

投标人谈判）对政府而言就极为重要。

政府应委派重要人员参加谈判，并详细记录谈判涉及的问题。谈判之前留足做准备工

作的时间，且多回合的谈判可能是必要的。

谈判不应再次涉及此前已解决的问题，也不能偏离原始报价，进而损害投标流程的公

正性。

谈判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先决条件上，即为使合同生效双方必须共同满足的条件。过渡

时间表和流程也应列入谈判议程。谈判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合并、合资企业注册和成立具体项目公司等注册活动，

• 保证金的支付，

• 员工的转移，

–  终端优惠

–  集体议价协议

–  服务条款的转让

–  裁员

7.8  主要实施事项 

实施过程中，项目合作伙伴的几个关键因素有助于保证项目的成功：

• 利益相关方在实施过程中参与管理。在合同授予之后也要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有效

沟通。在项目的早期阶段就与项目所在社区建立信任，对中标者至关重要。PPP
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后，中标者还应有一个与社区沟通的详细计划，包括任命一位

联络人。

• 确保双方的相关人员都已到位。主要员工应具备适当的技术与管理技能，并建立共

同工作的程序。双方应熟悉合同的细节，努力营造相互尊重的工作氛围。

• 应对变化的能力。PPP合同的管理需要双方都有一定的灵活性，要能够调整合同条

款以反映运营环境不可避免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是无法预期或根据合同条款

无法处理的。合同要能够应对变化（合同条款、规定、范围等方面的变化），双

方的关系应足够友好且灵活，以促进合同的修订。良好的合同管理不是被动的，

而是旨在积极预期未来的商业需求，并作出相应反应。



8 PPP中的特定扶贫项目

私营部门被视为专业技能、效率和资本的来源之一，这些都是提高和扩大服务所必须

的，也常常是公共部门所缺乏的。在许多案例中，私营部门能够成功地与公共部门合

作，利用其设施造福消费者。但经验表明，许多私人运营商不能或不愿增加对低收入

群体（LIGs）的服务供应，这些服务有时甚至不能普及到低收入群体，至少在中短期

是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潜在原因是，私营部门运营商缺乏将服务扩展至低收入

群体的激励，更深层的原因是支付文化的缺失、低消费、消费结构低级等因素导致提

供服务的成本过高而利润却很低。

消费者、非政府组织（NGOs）和民间团体所表达的忧虑，已催生了新的且更具针对性

的方法来解决低收入群体服务需求的难题，其中最为明确的方法被称作产出导向型援助

（OBA）。当然，还有其他利用PPP程序或基本形式实现扶贫目标的方法。当这种方法

与选择性干预措施结合使用以缓解服务限制时，PPP项目就能够为私营部门提供足够

激励，向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同时平衡财务与社会风险，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

8.1 PPP方案的扶贫特征

重新审视PPP方案中内生的为穷人提供服务的优缺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考虑在

相关过程中实施具体的扶贫干预。作为改革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PP项目和合同

适当调整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为低收入群体服务的要求。

服务与管理合同

运营商并无为项目运营融资或为项目投资的义务，且他们的报酬并不完全与资费收入挂

钩。所有资源（除某些专业技能）均由公共部门提供，运营商只能充分利用已有资源。

因运营商并无投资项目责任，这些合同从本质上来说不能要求运营商向低收入地区提

供服务。但可根据合同要求运营商在解决社会问题、制定和执行扶贫战略方面贡献自

己的专业技能。

租赁与承租合同

可以将补偿激励措施设计成某种租赁合同，鼓励运营商向服务区内的低收入群体提供

服务。然而，将这一体系推广到非服务区的问题还有待公共部门（或协商）解决，但

这可能不会成为公私部门重点关注的事项。如果低收入区已在服务区内，那么运营商

可能愿意为其提供服务，因为这能增加收入或酬金；但运营商可能会把服务重点放在

其他消费群体而非低收入群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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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营权是激励运营商为尽可能多的顾客提供服务的内在因素。按特许经营权的补偿

方案，运营商可以获取大部分甚至是全部资费收入，因此运营商会尽可能多地提供服

务，可能也会为低收入群体及其他群体提供服务。然而，运营商为最大化利润也会有尽

量降低运营成本的激励。因此，运营商会寻求用低成本的方法提供服务，且可能不愿扩

大服务网络，尤其是将服务网络扩大到地理位置很差或支付文化存在不确定性的地方。

特许经营权的范围关系到对运营商的补偿。在这种合同下，运营商通常不仅要负责现有

项目体的筹资和运营，还要为该体系的扩张融资并负责运营。运营商要进行成本—收

益分析，在确定将服务网扩大至非服务区能够产生足够的投资回报后，才会为低收入

群体提供服务。若政府想让运营商优先将服务网扩大到低收入地区，就应在合同中明

确提出，或采取激励措施。专题17介绍了秘鲁政府如何利用激励措施将电话网络扩展

至农村地区。

8.2 PPP背景下的扶贫措施

为鼓励运营商利用PPP项目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既要考虑到提供服务的低成本机

制，又要考虑到采用鼓励用户付款的定价结构，还要考虑到为扩大项目体系可采取的

低成本融资方法，以及适应低收入群体特征的其他合同机制。

合理安排PPP项目，可能在很多方面更好地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服务要求，包括合理设计

合同条款或内容，并对整体改革方案作出调整。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题17：秘鲁政府普及农村电话服务的激励措施

秘鲁政府通过结构化的PPP措施激励私营电信运营商将电话服务普及到农村地区。从具
体措施来看，该国政府向在指定目标地区安装收费电话的私人电信运营商提供补贴。
此项目用“最小补贴”的方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了理想的结果。电信运营商为获取
农村地区的电话服务特许经营权而竞标，所需补贴最少的投标者中标。补贴金额与业
绩挂钩；部分补贴在授予合同时支付，还有部分补贴在收费电话安装完成后支付，剩
余补贴在合同期内半年安装量完成后支付。这一结构化安排不仅使运营商愿意将收费
电话普及到低收入地区，还使其同等地重视低收入地区的基础设施维护和服务质量。

来源：坎诺克，杰弗里。2001。电信补贴：为秘鲁农村提供服务的绩效型合同。《观点简报》第234期。
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金融、私营部门和基础设施网络。

改革框架

• 对低收入群体的承诺必须明晰，且要加强。

• 在划分低收入群体问题上要形成共识，要明确负责界定低收入群体的机构；该机

构还要负责监控低收入群体获得服务的情况。



• 收集当前低收入群体服务偏好和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数据。将这些数据用于帮助

运营商确定服务策略和覆盖目标，并设定衡量进展的标准。运营商还应不断征求

低收入社区的意见，以了解当前的服务水平、面临的约束与用户偏好。

• 政府还应切实考虑现存的或潜在的小规模运营商或非正式服务供应商的作用，以及

它们在中短期内，PPP项目完成服务覆盖率目标前填补服务缺口的潜力。

• 政府需要重新评估禁止非正式供应商向低收入社区提供服务的法规。

财务考虑

• 根据PPP项目的成本回收目标，政府须重新评估其补贴政策。

• 政府要考虑入网费对网络化服务的负面影响是否大于现行服务资费的弱化作用。

如果是，就应重新评估入网费的水平和使用。

• 政府要考虑预付费设备、增加的付费网点等促进支付的机制。

PPP合同

• PPP合同应具有灵活性，进而能够依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提供适量的服务，且

具有提升空间。

• 同样，技术与建设标准也应适中，但成本要低。

• 低收入群体通过劳动贡献实物的潜力也应纳入考虑范围。

• 合同也应考虑到与小规模服务供应商建立伙伴关系或允许其存在，以及可以接触

到特定低收入群体的社区。

PPP项目招标流程

• 如果投标者要承担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的义务，可以要求获得低收入群体的可

靠数据，或是到现场考察。

• 投标者应有服务低收入群体的经验，并解释其在当前PPP合同下会采取的策略。

8.3 产出导向型援助合同 

产出导向型援助合同能够使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直接将其融资结构

化而使穷人收益，即使服务供应商是私营公司。

产出导向型援助合同明确运用基于业绩的补贴来补充甚至代替资费，而补贴资金来自

捐赠者。此类合同包含将基础服务供应外包给第三方（如私营公司、非政府组织、社

区组织甚至公共服务供应商），并规定补贴金额与之前确定的供应量挂钩。这意味着

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资金来自于捐赠者。同时，私营合作伙伴只有在完成既定业绩才

能获得补贴。成立于2003年的全球多边信托基金“产出导向型援助全球合作机制”，

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提供更多可靠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更广泛地应用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法（详见专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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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案为三种补贴融资：

• 一次性补贴。包括入网补贴，而入网费用用于覆盖长期运营和维护成本。这是目

前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案中最常见的补贴形式。

• 过渡性补贴。过渡性补贴用于缓解向用资费收入回收全部成本模式过渡时的困难。

• 持续性补贴。持续性补贴与总税收收入、特定税收收入和明确的交叉补贴等可

持续资金源挂钩。此类补贴用于补充现有资金源，但运用较少，且支付期较长。

OBA也通过几种途径将风险转移给经营者。首先，OBA将补贴的支付与项目业绩挂

钩，经营者面临持续压力，需要实现预定的服务和商业目标。其次，根据OBA计划，

补贴总水平是事后确定并支付的。因此，经营者可能面临政府不按约定付款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与扶贫相关的OBA支付与项目成果挂钩，项目成果则体现为消费水平

的上升和覆盖范围的扩展。但OBA计划也适用于对穷人有间接积极影响的BOT项目。

OBA要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对指定产出的交付的监测和确认过程，从而准确地支付

补贴。

专题18：产出导向型援助全球合作机制

产出导向型援助全球合作机制 （GPOBA）是一个成立于2003年的多边信托基金，该
基金由世界银行管理，由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政府提供
资金支持。该基金的目标是广泛地应用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提
供更多可靠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该基金还将宣传并记录支持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
（水、电、电信、交通、卫生和教育）供应的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法。当前，该基金的
资金能够支持以下类型的活动：

•  为OBA计划中的产出导向型支付融资，促进小规模创新项目试点；
•  研究其他输入要素，以协助具体项目的设计、实施和评估，促进产出导向型援助 
  方法的应用试点；
•  有助于识别和传播产出导向型援助方法新知识及其应用的出版物、研讨会。

获取关于产出导向型援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gpoba.org。



9 测量、监测和报告框架

PPP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确保合同得以执行的能力，为此须设定明确的

合作要求、监测合同各方的表现、报告结果，并确保合同条款均得到遵守。

多种实体均可为监测合同目标的进展监测提供支持或承担全部责任。这些实体包括：

合同监测单位。在某些情况下不存在或不需要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政府可设立一个

内部机构，根据合同条款接收并验证对合同进展报告。该部门可以隶属于已有的行业

部委、财务部等更为独立的部委，或PPP单位。为了完成合同监测，合同须包含明确、

详细的目标，可接受的业绩监测程序，以及报告制度。此外，合同监测单位还须编制监

测指南，以根据合同确认业绩，并对违反合同要求的行为作出反应。在支付激励报酬

时，合同监测单位也应该有相应方法来确定支付依据、付款、报告和做账。

监管机构。当存在监管机构时，监测过程大体相同，但监测是根据行业法规进行的。

这意味着行业法规中规定了总体原则和方法，而实施细节则包含在合同和许可证中（

如适用）。

监管机构有权监测对法规和许可的遵守情况、发布业绩报告、处罚违规行为。与合同

监测单位一样，监管机构也须有程序指南，规定履行职责的程序。例如巴布亚新几内

亚（专题19）建立了消费者和竞争独立委员会，作为对涉及电力、电信、港口、邮政

服务的合同的独立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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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9：独立监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消费者和竞争独立委员会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消费者和竞争独立委员会（ICCC）创立于2002年，对于
电力、电信、港口和邮政服务行业有管辖权。ICCC有权决定市场结构、资费设置，以
及服务标准。“ICCC法案”的规定适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所有企业，包括政府企
业。“ICCC法案”也适用于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市场有影响的境外企业。 

在根据“ICCC法案”行使其权力时，ICCC主要关注以下目标：

•  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贸易、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提升人民福祉;
•  提高产业结构、投资及商业活动的经济效率;
•  在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和可靠性方面保护人民的长远利益。

具体而言，ICCC旨在：

•  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和可靠性方面促进和保护消费者的真正利益；
•  确保用户和消费者（包括低收入或弱势的消费者）得益于竞争和高效率；
•  促进和鼓励公平贸易；
•  防止滥用市场力量；
•  促进和鼓励高效行业运营和产业投资；
•  确保监管决策考虑所用适用的健康、安全、环境和社会立法；
•  促进有效竞争，鼓励竞争性的市场行为。

该委员会有三名委员，包括一名专职委员、两位兼职委员，任期为五年。 截至2004年
3月，ICCC已正式运作，拥有超过40名员工。

来源： www.iccc.gov.pg; www.eapirf.org/MenuItems/Organization/memberprofiles/ICCC.asp

独立审计机构。一些国家发现购买独立的技术和/或财务审计服务更有效率。独立审计

服务可以作为合同监测单位或监管机构的补充，也可以作为替代。在某些情况下，审

计机构提供关于业绩的独立评估，这可以为全面监测提供支持，提高其可信度。在另

一些情况下，向审计机构外包服务，政府就不必在内部保留长期的监管职能。见专题

20中加沙的监管外包经验。



专题20：加沙的监管外包

加沙管理合同是中东水务行业的第一个私营部门项目，该项目使用了创新的外包策略，
以克服当地监管力量薄弱的局限性。该合同使用私人“第三方”的技术和财务审计，
计算与业绩挂钩的管理费用支付。审计机构依据管理合同中设定的目标，对经营者报
告的业绩进行评估，每年一次或两次。该合同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定性尺度来衡量目标
的完成进度。如果经营者赢得了“优秀”的业绩评价，其加权平均综合得分为1，这将
使其能得到100％的年度业绩奖金（750,000美元）。巴勒斯坦水务局（PWA）认为，
使用外部审计机构有助于增加经营者的业绩压力。外部审计机构还能够解决水务局与经
营者之间较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案例凸显了使用外部审计机构的潜力，外部
审计机构可提出具约束力的建议、解决新生监管机构能力不足及独立性有限的问题。 

来源： 公用事业监管职能的外包。《环境资源管理》，2004年1月。

上述实体均承担业绩报告这一重要职能。这一职能可以通过网站、出版、向议会报告

以及提供给客户的信息来实现。

虽然这些实体最初聘请国际专家以加强能力，其长期目标还是员工完全本地化。培训

及与区域和国际同行的有效联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区域和国际同行往往从区域的

角度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

测量、监测和报告框架  77



78  公私合作手册



10.1  网站——PPP概况

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AfDB）                                                                                        

亚洲开发银行——私营部门发展科

商业发展合作者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监管论坛

（EAPIRF）

产出导向型援助全球合作基金

美洲开发银行（IADB）

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网站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公共 / 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机制

（PPIAF）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扶贫市政

PPP工具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经济增长与

发展部

世界银行

• 公私合作（PPP）论文、网站和案

例研究

10 资源与工具

网站

www.afdb.org

www.adb.org/PrivateSector/default.asp

www.bpdweb.org

www.eapirf.org/

www.gpoba.org/index.html

www.iadb.org/topics/subtopics.cfm?su
btopicID=APP&language=English&top
icID=PS&parid=2&item1id=8

www.ifc.org/ifcext/eastasia.nsf/
Content/Infrastructure

www.oecd.org

www.ppiaf.org/

http：//pppue.undp.org/toolkit/
MOD112.html

www.usaid.gov/our_work/economic_
growth_and_trade/eg/privatization.
htm

http：//rru.worldbank.org/Papers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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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包

• 公共政策干预

• 世界银行私有化数据库

10.2 网站——PPP组织和单位

组织

B-O-T 中心（菲律宾）

日本内阁府

加拿大PPP项目委员会

加拿大工业部：公私参照（Public-Private 
Comparator）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

爱尔兰政府PPP单位

泰国财政部 

韩国计划与预算部 

美国公私合作全国委员会

澳大利亚Partnership Victoria  

加拿大PPP办公室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 Canadian 
Guide （2001）

南非国家财政PPP单位

http：//rru.worldbank.org/Toolkits/
http：//rru.worldbank.org/PublicPolicy 
Journal
http：//rru.worldbank.org/Privatization

网站

www.botcenter.gov.ph

www.cao.go.jp/index-e.html

www.pppcouncil.ca

http：//strategis.ic.gc.ca/pics/ce/ic_psc.
pdf

www.infrastructure.org.au

www.ppp.gov.ie

www2.mof.go.th

www.mpb.co.kr/english.html

www.ncppp.org

www.partnerships.vic.gov.au

http：//strategis.gc.ca/epic/site/pupr-
bdpr.nsf/en/Home

http：//strategis.ic.gc.ca/pics/ce/p3guide_e.
pdf

www.ppp.gov.za



www.fhwa.dot.gov/ppp/dbb.htm

www.worldbank.org/transport/roads/
resource-guide/index.html
http：//ppi.worldbank.org/
http：//rru.worldbank.org/Toolkits/
PartnershipsHighways/
www.worldbank.org/html/fpd/water/
wstoolkits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
EXTERNAL/WBI/WBIPROGRAMS/PP
PILP,,menuPK：461142~pagePK：6
4156143~piPK：64154155~theSite
PK：461102,00.html

10.3 网站——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交通运输部联邦公路管理局

世界银行

• 基于绩效的公路合同

• 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 公路领域PPP 工具箱

• 供水和卫生领域私人参与工具箱

世界银行学院

• 基础设施PPP项目相关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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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发布了关于私营部门公共政策的三篇简报，本章

根据这三篇文章的分析成文。这些文章包括： 第216期，2000年10月，梅丽莎·
豪斯坎普和尼古拉 ·泰南；第250期，2002年10月，埃达 ·卡琳娜 ·伊萨格里；

第299期，2005年10月，埃达 ·卡琳娜 ·伊萨格里；第216期和303期，2006年
2月，Sunita Kikeri和Aishetu Kolo。

2. 在此背景下的私有化收入是指由资产剥离、特许权、租赁等交易产生的政府所得

货币收益。

3. 见尾注2。
4. 见尾注2。
5. 舒尔，迈克尔，斯蒂芬·冯·克劳迪和乔治娜·德拉查。2006。发展中国家企业在

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投资者新阶层的兴起。《公共—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咨询

机制简报》第3期。4月。

6. PPIAF是一个多边技术援助基金，旨在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其

基础设施的质量。PPIAF自1999年7月启动，由日本和英国政府共同倡议、通过与

世界银行密切合作而取得发展。

7. 本节摘自《世界银行公路领域公私合作工具箱》，该文件包含更多的细节和模拟案

例。可登陆以下网址获取文件：http：//rru.worldbank.org/Documents/Toolkits/
Highways/2_CARAC/index.htm.

8. 摘自《世界银行产出导向型援助员工指南》（the World Bank Output-Based Aid 
Guidance Note for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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