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培训中心
培字[2017] 56 号

关于举办“PPP 项目集中清理及规范融资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全国已进入开发阶
段的 PPP 项目达 6778 个，
总投资约 10.1 万亿元，
其中已落地项目 2388
个，投资额约 4.1 万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
PPP 市场。但在改革实践中，一些地方把 PPP 模式简单化作为政府投
融资手段之一，产生了风险分配不合理、明股实债、政府变相兜底，重
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不完善，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泛化异化
问题，积累了很多隐性风险。
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关部门近期又出台多个文件，指导 PPP 项目
规范运作。2017 年 11 月 10 日，财政部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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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办金〔2017〕
92 号）
，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及时纠正 PPP 泛化滥用现象，省级财政部
门应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集中清理工作。
2017
年 11 月 21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中央
企业 PPP 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
（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
，叫停
央企盲目参与 PPP……可以说，PPP 在即将到来的 2018 年，
“规范”“纠
偏”毫无疑问是关键词。
为帮助有关部门、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员熟悉“财办金
〔2017〕92 号”“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等文件精神，掌握 PPP 项
目规范运作和合理融资的要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培训中心与北
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定于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1 月分别在武汉
市和成都市举办“PPP 项目集中清理及规范融资专题培训班”专题培训
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
“财办金[2017]92 号”“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文后 PPP 相关政策
解析
1.“财办金〔2017〕92 号”、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文深度解析及

最新政策综述
2.PPP 新政下的应对之策
3.PPP 的规范发展之路探讨
4.PPP 项目识别及入库标准建议
5.新政下 PPP 业务的空间布局及调整
（二）
“财办金[2017]92 号文”后 PPP 项目识别与准备工作解析
1.PPP 模式适用范围的本质解析
2.PPP 项目规范的前期准备工作及关键问题分析
3.PPP 项目最新风险分析、防范及风险分配解析
4.PPP 项目资本金“穿透”解析
5.PPP 项目财务测算、规范融资关键问题及设计要点
（三）
“财办金[2017]92 号文”后 PPP 项目绩效体系解析
1.PPP 项目绩效体系的构成及逻辑关系
2.PPP 项目建设阶段的绩效考核
3.PPP 项目运营阶段的绩效考核
4.PPP 项目绩效考核中 SPV 及各方股东的职责与要求
5.PPP 项目中“30%项目建设成本”参与绩效考核的利弊
（四）
“财办金[2017]92 号文”后项目公司的治理与管控
1.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典型合作模式探讨
2.PPP 项目公司的组建
（1）不同相关利益者价值诉求和平衡
（2）不同模式项目公司治理
（3）不同模式下项目公司管理（组织架构、制度体系）
3.建设期 PPP 项目公司的精细化管理与控制
4.运营期 PPP 项目公司的核心管理体系
（五）
“国资发财管[2017]192 号文”后社会资本的选择与退出
1.央企的 PPP 项目选择与投资决策
2.央企选择 PPP 项目的风险分配与会计核算
3.PPP 项目社会资本退出机制、退出方式的设计
4.PPP 项目社会资本退出的风险分析及防范
5.PPP 项目社会资本退出关键点解析
（六）新时代下 PPP 融资模式创新、操作实务及设计技巧
1.当前 PPP 项目资本金融资的主要模式介绍
2.资管新政、92 号文与 192 号文对 PPP 项目资本金融资模式的主要影
响
3.违规融资融资模式整改及向 PPP 模式转化路径

4.对于 PPP 项目融资模式的思考
5.关于 PPP 项目的金融创新产品中的风险控制
6.PPP 金融创新与 PPP 项目特点相容性风险解析
7.各种被禁止的地方政府融资行为
8.地方政府融资走“偏门”的原因分析及其后果
9.PPP 项目股权回购、基金介入、资产证券化、专项债、保险
10.资金介入等融资模式讲解
（七）某省财政厅落实“财办金[2017]92 号文”的案例分享
二、主讲专家
培训班拟邀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机构、国内知名咨询机构
的相关专家授课，并安排交流研讨。
三、培训对象
各地方政府部门（财政、发改、金融、建设、市政、水务、交通、环保、
农业、产业园区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各行业投融资平台公司、建筑施
工企业及国有大中型企业主管投融资、基建的相关负责人；证券公司、
商业银行、基金公司、担保公司、招投标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等单位的主管人员。
四、培训时间及地点
2017 年 12 月 26 日-29 日（26 日报到）武汉市
2018 年 1 月 25 日-28 日 （25 日报到）成都市
五、培训费用
培训费：2600 元/人（含资料费、场地费、专家费等）
。食宿统一安排，
费用自理。本次培训内容及 PPP+投融资相关主题，均可赴贵单位开展
内训。
增值服务：会议现场可为参会单位免费诊断 PPP 项目。
六、报名方式
联系人： 张正学
电 话：15011340729
E-mail：635493099@qq.com
附报名表
注：凡参加本次培训班的人员请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并以传真或邮
件形式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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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集中清理及规范融资专题培训班”报名表
单位名称

行业类
别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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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人

职务

电话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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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职务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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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电话/区号
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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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会议地点

□武汉

住宿安排

单住□标间拼住□订房数量间；自行安排□；其他说明：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备注

□成都

费用总额

万

仟佰

拾

元整

户 名：北京中建政研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指 定 收 款 账 号：1100 1007 2000 5300 4308
账户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
行 号：1051 0000 3023
请参会单位把参会回执回传或 E-mail 至会务
组，在报名 3 日内将会务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
参会方式 方式付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
证》，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报到地点、
食宿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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