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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行业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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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价格看涨 企业开年或遇融资难题

80

“我身边的一些中小企业现在

益”的考虑，银行普遍会在年初尽
早进行信贷投放以增加全年的利
息收入。 但是进入 2018 年，企业却

明显感到融资偏紧，普遍感觉从银
行贷款更难。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

已经提前感受到了融资的难度。
经济学家高连奎近期接受媒

会副主任、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

体采访时表示：“中小企业融资成

会会长周德文近期在接受《中国经
营报》记者时透露。

本大部分高于 10%。 ” 作为中国社
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的负责
人， 他所领导的课题组近期发布

按照惯例，出于“早投放、早受

了 《中 国 社 会 融 资 环 境 报 告》和
《中国社会 融 资（企 业）成 本 统 计
报告》 显示， 当前中国社会融资
（企业） 平均融资成本为 7.6%，银
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 6.6%，而
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的平均融资
成本则超过 21%。
与融资成本上行并行的还有
融资额度难求。 有媒体报道，在金

融行业强化防范风险的背景下，银
行新增贷款额度有限，银行内部资
金价格不同程度上调，议价能力强
的企业面临“价格谈不拢”。
融资成本攀升正在企业端形
成预期。 渣打银行中小企业信心指
数 （SMEI） 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SMEI 的信用指数从 2016 年的 54.0
下降到 2017 年的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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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公布
规模降三成“
融资难”成焦点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截止到 2017 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达到 5.86%，相比年初上升 42BP。

前三批数量（个）

60
40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第四批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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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已经全部落实了社会资本，

“
1 月信用指数出现下滑，主要

动性 3000 亿元左右。
“
这为商业银行

上升，当前应该在 6%以上。

民间融资，但民间的利息很高，有的

在 PPP 被市场普遍
“唱衰”的

206 个项目（投资额 3683.6 亿元）
中的部分也落实了社会资本，处

由于融资成本攀升， 尽管开年银行
信贷配额充裕促使中小企业银行信

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给予了动
力，符合条件的银行将获得更有利的

银行资金成本上涨的同时，金
融机构去杠杆促表外融资回归表

月息高达 5 分甚至 8 分；另一方面，
现在民资融资的渠道减少了， 资金

背景下， 财政部公布了 第 四 批
PPP 示范项目。 然而和前三批相

于初期准备阶段的项目只有一个
（投资额为 15.8 亿元）。

贷可获取性出现改善。 定向降准将

准备金比率。”但申岚也表示，政策制

内， 存量存款的重新定价都成为银

‘物以稀为贵’， 无疑也令企业的融

比， 第四批示范项目的数量和投

这也意味着 7588 亿元的投

提供一定程度的激励， 但金融去杠
杆持续推进和表外融资管控收紧将
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

定者在整个 2017 年都在强调金融
稳定和去杠杆， 这或提高了融资成
本，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弱，抵押

行上调融资价格的动力。
从企业常用的融资业务看，银
行保理业务规模也连续两年下跌。

资成本贵。 ”周德文表示。
前几年互联网金融市场成为民
间融资的一个补充渠道。 此次《中国

下。 ”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分析

物更少，因此受到了主要的影响。

2014 年中国保理业务量折合人民

社会融资环境报告》调研发现，最近 3

师申岚发给记者的分析称。

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是观

币 2.92 万亿元， 同比下降 7.89%；

年小贷公司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和贷

2017 年 9 月 30 日， 央行宣布
实施定向降准政策： 对前一年普惠

察银行资金价格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作为商业银行内部分支机构内部资

2015 年同比下降 1.71%；2016 年同
比下降 40.07%。 其中国内保理业务

款规模持续下降：2014 年末， 全国共
有小贷公司 8791 家， 贷款余额 9420

金融领域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
1.5% 的 商 业 银 行 降 准 0.5 个 百 分
点， 另外对前一年普惠金融领域贷

金成本，一家沿海城市股份制银行对
公业务人员表示，目前该行一年期贷

量下降近半。
“银行保理业务量下降的原因，

款 FTP 已经上调到 5.2%， 这比去年

一方面是信用风险上升， 银行对应

亿元；2015 年末， 小贷公司 8910 家，
贷款余额 9412 亿元；2016 年末，公司
8673 家，贷款余额 9273 亿元。

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 10%的再降
准 1 个百分点。 这项政策市场预计

同期上调了 10%，也在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基础上上调了约 18%。

收账款质押融资趋于谨慎， 更倾向
于依靠传统抵押物； 另一方面在经

“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 通过
股权融资以及债券融资帮助企业

从 2018 年 1 月 25 日开始执行。
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室负责
人 2017 年 12 月中旬谈及岁末年初

从央行去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
行报告公布的数据看， 截止到三季
度末， 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

济下行背景下， 企业应收账款回收
周期延长， 应收账款拖欠和坏账风
险明显加大， 导致银行不敢做保理

减轻负担；同时，困难企业可以进
行债务重组，一般经营困难的企业
很大原因是债务问题。 企业从这两

流动性形势时曾透露，2018 年初普
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落地将释放流

利 率 达 到 5.86%（相 比 年 初 上 升
42BP）， 如果考虑到四季度利率的

业务。 ”高连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企业从银行融资难，进而转向

个方面努力，有助解决融资贵的问
题。 ”周德文说。

资额都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投资

资额中其实大部分已经完成，为

额同比下降 35.2%。

市场带来的新机会并不大， 特别

从第四批项目看， 监管层对
PPP 从“起飞阶段”转向“平飞阶

是对于今年万亿元的基建投资来
说， 第四批示范项目带来的市场
机会几乎犹如“杯水车薪”。

段”的路径逐渐清晰。 更为重要的
是，396 个第四批示范项目中大部
分已经完成了招标和采购工作，
根据大岳咨询大数据的统计，其
中的 189 个项目 （投资额 3895.2

多位 PPP 人士认为， 第四批
PPP 示范项目出炉， 更多是为市
场注入信心， 同时释放出决策层
对 PPP 将坚持走下去的决心。

“决战”入库
比起财政部第四批示范项目
的公布， 地方政府对入库项目的
关心程度更高。 根据财金〔2015〕
166 号文件规定，“未纳入综合信

日 ~1 月 26 日期间， 管理库新入
库项目 456 个， 涉及投资额 6072
亿元，退出项目 154 个，涉及投资
额 1808 亿元，管理库项目净增加

息平台项目库的项目， 不得列入
各地 PPP 项目目录， 原则上不得

302 个，涉及投资额 4264 亿元。 截
止到 1 月 26 日，管理库内 PPP 项

随着市场利率走高，信贷利率也相应调高，许多资质相对较差的企业已很难获得贷款。 部分企业所反映的“融资难”其实折射了企
业融资的行业分化。

通过财政预算安排支出责任”。
这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申报

目的投资额合计为 10.15 万亿元。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

的 PPP 项目只有进入财政部的项
目库，才能纳入政府中期预算，金

以周单位对入库和出库项目做动
态监 测 从 去 年 11 月 份 开 始 ， 届

尽管企业感觉融资困难，但是
机构预测 1 月新增贷款仍将达到 2

在他看来， 传统行业除了银行
贷款以外，还包含标准化债权、非标

2016 年平均 4%已明显上行， 目前
很多融资债券的年化收益率已经在

融资困境，多年来的信贷错配尚未
完全解决。 但相比前几年而言，已

融机构也才会为其贷款。
3 月 31 日是项目入库的最后

时， 财政部启动了对总投资超 17
万亿元的万余个 PPP 入库存量项

万亿元以上。 事实上，这种“资金总
量宽裕，但实体企业融资难”的现
象市场并不陌生。

融资等多项渠道， 尤以地产行业为
主。 这些融资渠道在经济繁荣期的
确能够为该类企业“输血”，但伴随

5.5%以上。
“在货币政策维持中性平衡背
景下，银行存款压力加大，放贷能力

经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年初针
对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还是银
行层面陆续爆料的“开发贷”暂停

时间， 目前地方政府和 PPP 咨询
公司正在为项目入库做最后的决

目的集中清理，清退不合规项目，
并要求 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目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候就出
现过，当时的逻辑是“信贷错配”。

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忽视： 市场的资
金有“逐利性”，当地产等行业如火

可能有所限制；另一方面，随着市场
利率走高，信贷利率也相应调高，许

传言，都反映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
管已经进入到“实质性调整”的深

战准备。
“当然并不是所有项目都在

前各地正在集中清理中。
在第四批项目公布之际，上

出于风险考虑，资金提供者（银行
为主） 不愿把资金借贷给小微企

如荼，流向这里的资金就会过热，从
而引起其他行业 （特别是民营小微

多资质相对较差的企业已很难获得
贷款。 因而过去两年的信贷冲高现

水区。
随着监管进程的不断推进，多
“

做入库准备， 主要还是前一段时
间被财政部叫停的项目， 现在需
要整改符合入库要求的可以争取

述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最难的是
应该已经立项但未来能够入库还
不清楚的项目， 这些项目有的已

业，更是簇拥在“并不缺钱”的国企
周围，使得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提供

企业）的
“缺氧”。当经济走到周期的
—下行清算期的时候，出
下半程——

象预计有所缓解。”中信建投首席宏
观分析师黄文涛表示。

年来的信贷错配能够得到根本性解
决。 看好后市行业集中度提升带来

与需求方不匹配。 为了解决这种错
配，我国政策层大力推行利率市场

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挤泡沫” 的需
要，监管层就会对“难以掌控”的渠

2017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强调，做好金融工作要把

的企业利润上涨。 ” 张玮说。
事实上，基于 2017 年工业企业

在 3 月 31 日完成入库工作，当然
也有项目停工的， 这个后续需要
想新的办法。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
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表示。

经开工建设了， 如果停止造成的
损失将会很大。”2 月 8 日，北京一
位 PPP 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化，近十年来取得了积极成效。
那么，当前市场的情况是历史
重演吗？
在昆仑健康保险资管中心首
席宏观研究员张玮看来，现在企业

道进行整顿。目前
“非标”清理，增加
地产企业从银行融资的难度。
进入 2018 年，很多房企纷纷加
大海外发展规模： 就在 1 月 24 日，
世茂房地产公告称， 公司将发行 5

握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回归本
源”，即“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也指出，“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利润实现快速的增长，业界对 2018

值得注意的是， 财政部对
PPP 项目的入库和出库都采取动

政府与公共咨询事业部咨询总监
周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结

态观察。“符合标准的可以入库，
违规的会被清理， 这是一个以周

合前期出台的财办金〔2017〕92 号
文
“
严格新项目入库标准”
“
集中清

融资压力并非全部来自信贷错配，
而是更多源自部分行业通道业务
的受阻。“
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
正处于‘下行的清算期’。 这里面有

亿美元 2025 年到期的 5.20%优先
票据。 同日， 旭辉控股 3 亿美元
2023 年到期的优先票据上市交易。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

力。 ”“当前整体的监管思路就是遏
制传统高杠杆、高泡沫行业的融资
来源， 疏通受鼓励产业的融资渠
道。 因而，部分企业所反映的‘融资

增速比 2016 年加快 12.5 个百分点，
是 2012 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年。
申万宏源首席宏观分析师李
慧勇表示， 由于市场集中度提升、

为动态的监测过程。 ”金永祥说。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

理已入库项目”的要求，可以明显
看出财政部对 PPP 项目的要求更

库的公开信息显示，2018 年 1 月
27 日 ~2 月 2 日期间， 管理库新

加严格、规范。
“在当前没有其他有效投资

两层含义：一是‘下行’，肯定了经
济增速的稳步回落； 二是‘清算

显示，2017 年全年， 房企境外融资
合计 388.6 亿美元，同比 2016 年全

难’其实折射了企业融资的行业分
化。 ”张玮说。

资产周转加快的趋势仍在，企业利
润率仍将继续改善， 预计 2018 年

入库项目 34 个， 涉及投资额 792
亿元，退出项目 5 个，涉及投资额

途径的情况下， 没入库的项目如
果不能转为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实

期’， 这也是目前部分企业融资难

年的 140.6 亿美元上涨了 176%。 不

张玮同时表示，不可否认在当

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仍将达到 15%

施， 还是要尽快按照要求办理入
库。 ”周伟强调。

的根源所在。 ”

仅额度上涨， 房企融资成本相比

前时点下，部分民营企业仍旧存在

212 亿元， 管理库项目净增加 29
个，涉及投资额 580 亿元。
在此之前的一周， 即 1 月 22

信贷错配盼纠偏

年企业的盈利较乐观。
就在 1 月 26 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7 年
工业企业利润比 2016 年增长 21%，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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