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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市、县（市、区）在PPP项目以奖代补政策评审时予以优先支持，对于进入中央财政PPP示
范项目名单且通过评审的新建项目，投资规模3亿元以下的项目奖励300万元，3亿元（含3亿
元）至10亿元的项目奖励500万元，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项目奖励800万元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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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市、县（市、区）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PPP项目前期工作专项补助时给予优先倾斜和支持

海口启用护栏清洗车，大大提高了街道护栏的清洗效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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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政企合作
助力城市更新

海口环卫工：

环卫一体化让工作更高效
故事
■ 本报记者 郭萃

撬动社会资金,盘活城市建设

PPP模式加速海口城市变革
6月28日上午，海口港新海港区二

期项目工地现场施工火热。作为PPP模
式项目，新海港区二期项目自2015年
12月底开工以来，已累计完成投资3.2
亿元；去年11月30日，海口当时最大的
棚户区改造项目——红城湖片区棚户区
改造基础设施PPP项目奠基开工。作为

琼山区棚户区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项目将进一步推动红城湖一带道路、综
合管廊、绿化及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加
速海口老城区基础建设……

近两年来，海口通过PPP模式达
成合作的项目还有很多。

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是指民间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模式。由于推广
PPP模式成效显著，社会资本参与程度
较高，不久前海口还被国务院“点赞”。

更可喜的是，在PPP模式的带动
下，海口在撬动社会投资的同时，有效
地提速了城市变革。“通过采用PPP模

式，我们开辟了多元化融资渠道，可将
短期建设支出转化为合作期内各年的
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维护费，有利于
加快相应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缓解
海口财政压力，从而腾出更多资金提
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每当听到一阵悦耳的音乐声，海
口市兴丹路上的商铺店主们就知道，
环卫一体化清运车来了。大家开始自
觉收整店铺里的垃圾，待音乐声靠近
时提袋出门，将垃圾装车。

这是海口目前十分常见的垃圾清
运模式。在店主王美平看来，从过去
顶着太阳、提着袋子跑数百米扔垃圾，
到现在在店门口就能轻松解决，“环卫

一体化给老百姓带来了诸多便利。”
2015年 11月，海口保税区开发

建设总公司与海口市市政市容委、琼
山区政府、北京环卫集团共同签订了
海口第一份环卫一体化PPP项目协
议，首先以琼山区为试点，将全区的清
扫保洁、垃圾清运、公厕运营管理，以
及二级转运站运营管理等，统一运作、
统一监督、统一管理和服务，以此实现

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后，这种模

式随之在海口各个区逐一铺开。海口
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董事长章黔表
示，在引入环卫PPP模式之前，海口的
机械化清扫作业率仅为19%，PPP项
目企业进驻后，4家环卫PPP企业共
投入经费2.46亿元，购置机扫车、清
运车、护栏清洗车等环卫作业车辆

3252辆、电动保洁车近3000辆，全市
新增各类垃圾桶超过1.3万个，新设
果皮箱约1万个，新建环卫基地3个，
全市机械化清扫率已提高到60%。

海口市民们看到，城市的道路越
来越干净，随地丢垃圾的现象也越来
越少。PPP模式在便利百姓生活的同
时，也在改变着城市环境，提升着百姓
的生活质量。

现场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提供更优公共服务

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带动地下管廊建设

去年，涉及金额高达 37 亿元的水环境综
合整治 PPP 项目正式在海口落地，海口将全
市包括五源河、鸭尾溪、红城湖等城区 31 个
水体打包成 6 个子项目，以 PPP 模式委托给第
三方公司治理并长效运营。此举引起业内极
大关注，也被认为是国内水环境治理 PPP 典
型项目之一。

自此，一场与污水的斗争就此拉开。数月
之后，市民看到，期待多年的凤翔公园初见雏
形，美舍河河水变得更加清澈，河道边铺上了
亲水栈道，大家惊叹仿佛回到了童年，可以自
由地在河边玩水打闹。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号召，PPP 模式
在全国各地得以迅速推广。在海口，无论是

“双创”工作中的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城市环卫
一体化，还是市交警指挥中心升级改造、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31 个水体整治，无一不涉及到
PPP 模式的运用。

有数据显示，与传统的融资模式相比，PPP
项目平均可为政府节约 17%的费用。政府可
以将这部分节省出来的资金投入到更多领域
的建设，提速城市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也转变了自己的角色——由过去的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提供者变为监督者，保证了项目的质
量。与此同时，由于只有当项目已经完成并得
到政府批准使用后，企业方才会开始获得收
益，PPP 模式还有利于项目效率的提升，规避
工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不难看出，PPP模式突破了过去引入私企参
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种限制，可广泛运用于
城市道路、铁路、机场、电网、医院等各类民生基础
项目。通过这样的合作，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可
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对方的不足。
双方形成长效的合作模式，于城市发展而言也会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不断提升城市的品质，老
百姓的生活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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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的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正
加快建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刘陈涛 摄

6月29日清晨，在海口市海秀中
路警备区附近，一辆护栏清洗车缓缓
驶过，所过之处，路中间的护栏焕然一
新。记者看到，车身伸出两把刷子卡
住护栏，随着车辆的行驶，刷子一边转
动一边清洗，100米长的护栏，不到两
分钟便清洗完毕。

“这要在以前，所有的护栏都是人

工清洗的，费时费力不说，有的时候在
路中间清洗，来往的车辆注意不到就
会非常危险。”环卫工人陈洪平说。

算上今年，陈洪平在海口做环卫
工人已经8个年头。2016年，陈洪平
的工作单位由海口市龙华区环卫局变
成了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单位名字变了，可工作内容却没
变。海口市龙华区推行环卫一体化
PPP模式，政府部门和福建龙马环卫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海口龙马
环卫公司，利用大型公司的设备优势、
管理优势，整体改变辖区内的环境卫
生水平。

龙华区环卫一体化改革后，陈洪
平最大的感触是工作效率提高了，“就
拿清洗护栏来说，现在一公里的护栏
十多分钟就清洗干净了，以前得几个
小时呢，用护栏车清洗，干几个小时活
顶几十个人干一天。”

“工作比以前轻松了些，福利待遇
也比以前好。”陈洪平说，以前工资每个
月1600多元，现在基本工资1930元，
还有加班补助之类的，拿到手差不多
2000多元，单位还交了“五险一金”。

和陈洪平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海
口市京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的环
卫工郑春艳。负责琼山区府城街道环

卫工作的她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每年
元宵节时，府城都会举行“换花节”，场
面格外热闹，然而庞大的人流量却给
环境带来了负担。活动结束后，纸屑、
塑料瓶等垃圾被扔得到处都是。“这要
放在过去，要好几天才能清扫干净，但
这两年，人流刚散，京环公司的作业机
械就开到了现场，‘捡、冲、吸、扫、洗’
同步进行，仅仅90分钟，遍地的垃圾
就不见了。”

主干道由大型设备进行机械化清
扫，更多人员被分到背街小巷和卫生死
角。自从海口推行环卫一体化改革后，
环卫作业的覆盖面积更大了。不少市

民都表示，不管是主干道，还是小街小
巷，环境都比以前更干净了。

对此，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海涛告诉
记者，推行环卫一体化后增加了环卫
作业的内容，扩宽了作业范围，将以
往一个区域内的各城市部件分属不
同部门负责，变为由环卫企业一揽子
管理；将以往“红线到红线”范围内的
道路清扫保洁，拓宽到“墙到墙”的城
市部件保洁，打破各管理部门之间的
壁垒，解决了因职责不清而出现的相
互推诿等问题。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在海口市长滨路，坐落着一座新建
小房子，顺着小门走进去，会发现里面
别有洞天：虽为地下密闭空间，但宽阔
明亮，甚至能容纳一辆轿车行驶。这里
是海口地下综合管廊的施工现场。

作为全国首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
市之一，海口要高质量完成三年国家试
点建设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海口
的做法是，通过PPP模式带动推进。

海口编制了到2020年的地下综
合管廊建设计划，确定由政府与中标
社会资本方组成联合体，设立PPP项
目公司，负责PPP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和运营管理。

在建设上，政府通过监理强化现场
监管，委托第三方全过程跟踪审计确保
过程规范。在运营上，约定每公里综合
单价付费标准，同时明确考评指标。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PPP模式充分发挥
了资金的撬动作用，中央补贴资金撬动
的资金规模扩大了至少2.5倍。同时，
在管廊PPP项目推进过程中，采用EPC
模式，一次性完成了项目的设计、勘察、
施工的采购。“在这种模式下，项目建设
的各方同属一个联合体，大家通过配合
增强了建设过程中的协调性，实现项目

的高效整合，提高推进效率。”
据悉，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

目已被列为国家第三批PPP示范项目。
截至今年4月底，海口已完成管廊主体
建设21.132公里，完成投资24.61亿元，
三年试点管廊建设任务已完成近半。

借力PPP模式，海口的城市建设
仍在不断提速。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路面平整干净，两旁
安装了节能路灯，墙面凌
乱的“小广告”不见踪迹，
店铺经过规划后显得整
洁有序……这些变化让
多年生活在海口市美兰
区福安村的刘明权眼前
一亮，“以前下点小雨走
路都会溅上一腿的泥。”

自海口启动“双创”
工作以来，背街小巷改造
工作在全市铺开，不少原
本破旧老化的道路，仅用
时数月就完成了升级改
造，变得畅通整洁。在美
兰区 2016“双创”PPP
项目小街小巷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负责人瞿汝东
看来，海口背街小巷改造
保质增速的背后，离不开
PPP模式的助力。而这
只是一个缩影。

12个项目被列入中国PPP基金与海南省财
政厅合作的海南省PPP子基金项目备选清单

海口市本级共完成PPP项目采购49个

项目估算总投资495.87亿元

主要分布在地下综合管廊、交通港
航、市政道路与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领域

中标的社会资本有31家
国企17家

民企14家

国企占比：55%

民企占比：45%

6个PPP项目入选财政部示范项目

南渡江引水工程
综合环卫一体化
餐厨垃圾处理
21条城市道路提升改造工程
地下综合管廊
海口市交警指挥中心升级改造

6个项目获得中国PPP基金
22.12亿元注资支持

地下综合管廊
新海马村港
G15疏港快速路
农副产品市场配套道路项目
丘海大道等21条道路
主城区重要道路景观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