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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5万亿PPP项目“清退”

■中日韩宣言

日前，外交部发布《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
合宣言》。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加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由
贸易协定；同时重申加快《区域全面经济贸易伙伴关
系协定》谈判。宣言提出，将在供应链互联互通、电子
商务、内容产业和标准化等领域加强经济合作。
■中俄贸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中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不断积
累，预计今年全年双边贸易将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与
俄方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便
利化水平，打造新的贸易增长点，努力巩固双边贸易
快速增长的势头。

■200万亿元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数字中国建设
发展报告(2017年)》，报告显示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2017年全年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
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200万亿元，居全球第一。报告
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
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成为驱动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引擎。

■喊话网约车

5月10日，交通运输部官微发文称，部分网约车平
台公司在被约谈后，就将承诺抛之而后，继续我行我
素，视约谈为“耳旁风”。针对“屡教不改”的网约车平
台公司，交通部严格依法加大加重处罚力度，公开曝
光企业违法违规事实、企业承诺及处罚情况。
栏目主持：肖涌刚

·简讯·

商务部重申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蒋梦惟 于新怡）5月10日，商
务部召开5月第1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继
续稳中向好，预计全年都将保持这一势头。而对于4月
中美贸易顺差出现的明显反弹，高峰回应，中国从不
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希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
能够惠及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更能惠及全球经济和
世界各国人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
高峰透露，近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通话中就妥善处
理双边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目前双方工作团队
正就下一步磋商的相关安排保持沟通。中方始终不
希望打，但也不怕打贸易战。目前贸易顺差的状况完
全是市场形成的，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希望
中美经贸关系能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强
大动力。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进出口总
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7.2%，在稳中向好的同时超
出市场预期。其中，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221.9亿
美元，比3月扩大43.8%，结束了自去年11月以来的连
续收窄，出现明显反弹。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轮中美贸
易摩擦发酵之后，美方反复提及所谓高额的中美贸易
顺差，并声称要通过各种方式削减这一顺差规模。
对此，商务部部长钟山曾明确表态称，中美贸易统
计一直存在差异，中美贸易统计工作组提供的数据显
示，过去几年中美贸易顺差被高估20%左右，整体来
看，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的，中国在货物贸易上有
顺差、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有顺差。实际上，早在2012
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就曾直
言，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只适合于过去出口产品完全产
自同一个国家的时代，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这一统计
方法的漏洞直接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
业内分析指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意味
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突破了此前“出口越多越好”的
思维定式，更有助于进一步减少贸易逆差和促进中国
市场更大力度开放。

4月CPI重回“1时代”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王寅浩）5月
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8%，时隔两个月重回“1时
代”，基本与此前业界预期相吻合。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0.7%，非食品价格上涨2.1%；消费品价格上涨
1.3%，服务价格上涨2.6%。1-4月平均，全国CPI总水
平比去年同期上涨2.1%。分析认为，猪肉价格明显下
降是拉低CPI涨幅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猪肉价格同
比下降16.1%，影响CPI下降约0.4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分析指出，
据测算，在4月1.8%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
的翘尾影响约为1.3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5个
百分点。而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下降是CPI下降的主要
因素。4月生鲜食品价格继续下降，鲜菜和鲜果价格分
别下降5.5%和1.2%；猪肉、鸡蛋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
降6.6%、3.4%和1.2%。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监测，今年4月27日-5月3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03.6，比上周下降0.7个点。同时全国286家产销地
批发市场19种蔬菜平均价格为3.03元/ 公斤，环比下
降4.5%。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全国猪肉价格也持续走
低对CPI走势影响明显。据悉，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五一”小长假的到来并未使猪肉价格反弹。农业农村
部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日后天气开始炎热，猪肉需求
将呈现季节性下降，肉价大幅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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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被要求整改和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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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市政工程、交通运输、城镇综合 项目，其中包括中国建筑、中国铁建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开发项目数居前三位，合计占退库项 等，而此次被财政部指出存在瑕疵的 (PPP)示范项目规范管理的通知》，直
目总数的51.9%、占退库项目总投资额 PPP项目中，还涉及中国中冶下属公 接将84个PPP项目剔除出国家级示范
的63.8%。而在需要整改项目中，除市 司、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下属公司以及 项目名单，并要求另外存在瑕疵的89
政工程、交通运输类外，生态建设和环 中国光大国际集团等。
个项目抓紧督促整改。值得一提的是，
境保护项目问题也较为突出，这三类
上述89个整改项目涉及5个城镇综合
整顿直指项目乱象
合计占整改项目总数的57.3%；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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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额来看，整改项目中投资额前三
在业内看来，这一轮整顿风暴的 原因是运作不规范，包括投资319亿元
位依旧是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城镇综 起因，正是不少地区屡禁不止的PPP乱 的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经济开发区PPP
合这三大类，合计占整改项目投资额 象。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 项目，投资约148.3亿元的陕西省西安
的70.6%。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退库 守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财政部早已 市未央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项目，
项目还是整改项目，单位体量最大的 明确地方每年用于支付和补贴PPP项 投资48.8亿元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黑瞎
类别都是交通运输类，退库、整改单个 目的支出不能超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子岛配套功能区东极小镇PPP项目等。
项目平均投资额分别高达23亿元、36 的10%，但地方实际执行的时候却成了
首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亿元。而且，被退库的项目中，有近两 “一窝蜂”，恨不得什么都做PPP。
陈及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一些二三线
成、291个已经走到了执行阶段，涉及
针对上述情况，去年11月，财政部 城市不顾实际需求，明明人口输出大
投资额2454亿元。
印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于流入，即人口规模越来越小，却执意
从回报机制来看，目前被退库项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 花费较大经费、成本修建地铁，最终因
目中政府付费类项目559个、投资额 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及时纠正PPP 为种种原因被叫停。
5289亿元，分别占退库项目总数和总 泛化滥用现象，着力推动PPP回归公共
还有分析指出，尽管PPP模式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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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了较长时间，但不少地方政府没
有形成技术官员体系，由于经验不足，
某些PPP项目从一开始就不规范，后期
更难以落地，这或许也是此轮整顿瞄
准的病灶之一。
PPP边界渐明

“推广PPP模式的初衷是由政府带
动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公共服务项目
中，但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明股实债、
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承
诺最低收益等方式借PPP模式变相举
债，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陈及
表示，这次清理PPP项目库有效防止了
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从而有利于
防范隐性债务。他进一步指出，除了不
合规外，这次清理出库的项目也有部
分是地方政府希望主动清退，以腾出
财力空间操作更急需的PPP项目。
而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孙洁看来，这次清退整改旨在纠正
当前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走偏、
变异问题，进一步提高项目库入库项
目质量和信息公开有效性，更好地接
受社会监督。“从长远看，项目库有进
有退，将促使各参与方更加注重规范
运作和项目管理，有利于防范和控制
风险，增强市场信心，促进PPP事业长
期可持续发展。”孙洁表示。
据悉，财政部近日发文强调，对无
法继续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应当
终止实施或采取其他合规方式继续推
进。对于已进入采购程序或已落地实
施的项目，应当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做到合法合规；终止实施
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通
过友好协商或法律救济途径妥善解
决，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张畅
实习记者 杨忆霖/文 张彬/制表

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中日回暖，互惠即共赢
陶凤

5月8日，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中国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东京， 出席第七次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中国
总理时隔八年正式访问日本。一系列现象表明，在
经历了2012年以来的低谷后， 中日两国关系从
2017年开始逐步升温。
经历过乍暖还寒，也感受过冰封解冻，历史不
断给中日关系留下了转圜的空间， 保持着彼此化
解纠纷的默契。
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用“小阳春” 来形容目前的中日关系。“小阳
春” 释放的暖意慢慢传导到贸易、 投资等领域。
2017年双边贸易时隔两年重上3000亿美元大关，
更多的日资企业准备扩大在华投资力度。
回暖，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时势的韵脚。去年5
月，即日本第48届大选前5个月，当时安倍政府派
特别代表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今年是《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 签订40周年，2019年G20峰会在日

本大阪举行，2020年还有东京奥运会，历史有意无
意通过一系列场景将中日推向相向而行的轨道。
攀山登顶，不进则退。过去几年，国际形势发
生了大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反全球化、贸
易保护主义潮流抬头来势凶猛。 中日在不同程度
上都有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因此在反全球化潮流
前面临共同压力， 这种压力又使两国的共同利益
越来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中
日经济和民间交流互动加深。 日本受益于中国红
利，实现了产业和经贸合作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中
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最大的游客来源国，2017
年中国游客在日本人均消费远超其他国家。
2010年起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需要搭乘
中国快速发展的快车带动自身经济的增长，这是
日本最突出的需求。中日分别为世界第二大和第
三大经济体， 拥有人民币和日元两种国际货币，
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对金融服务客观需求

十分巨大。
总理明确提出，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
中，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
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个领域拥有巨大
合作前景和潜力。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中日双边贸易商品日益多元化，两国产业
链相互融合日益加深，逐步由日本在上端、中国在
中低端的垂直分工向更为平衡的水平式分工发展。
“晴丝千尺挽韶光，百舌无声燕子忙”，这是宋
代诗人范成大《初夏》诗句。正如春夏之交中日回
暖来之不易，仍需双方勤奋耕耘、小心维系。既要
居安思危， 加强危机管理； 又要在行动上政经互
促、战略互信，全方位发展。
至于这次回暖能持续多久， 之后会不会再遇
到2010年那样的颠簸，甚至掉进六年前的冰窟，正
如总理在日本发表的文章所说，“中日互为重要近
邻。从北京到东京，只需飞行3个多小时。推动中日
关系改善发展之路，我们不要走太久”。

北京将按运营情况补贴养老驿站
“在北
京，常有一些中小型养老机构，习惯了
借助地理优势‘靠天吃饭’或者等政府
分配的项目维持运营，很少主动针对
市场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供给。”5
月10日，在2018年中国国际养老服务
业博览会的社区居家养老主题论坛
上，有养老企业如此“抱怨”道。对此，北
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为改变有养老
机构看似人气较旺但提供的服务质量
不高、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近期北京将
出台针对养老驿站市场“流量”进行补
贴的政策，即凡是北京的养老驿站，除
政府性的项目外，运营方纯粹从市场
上获得的收入将按照五成甚至更高的
比例获得财政补贴。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蒋梦惟）

具体来说，李红兵介绍，北京即将
出台的、关于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支
持办法中，将对养老驿站获得的服务流
量进行支持，“这意味着，驿站开始提供
服务过程后，除从政府承接的项目外，
通过市场运营产生的收入，将成为获得
补贴的‘流量’，政府将按照收入的50%
甚至更多对这部分流量进行支持”。李
红兵表示，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对运营方
提出一个潜在的要求，即驿站必须面对
市场需求提供服务，并且服务后要能够
“变现”。据悉，这项政策出台后，将以三
年为时间节点，三年后经过评估再决定
是否继续或进行调整。李红兵还强调，
这类补贴的发放将“不论出身”，营利
性、非营利性机构，抑或是国企、民企只
要符合要求，就可以拿到这笔钱。

“现在，北京有部分养老驿站，只
讲究所谓的人气，没有针对刚性需求
将服务落地，只追求表面的‘服务’形
态，这类机构一定活不长久。”李红兵
直言。
近几年，为引导更多老人选择居
家、社区养老，北京迅速布局了大量贴
近老人、深入社区街道的养老驿站、养
老照料中心。目前，这类机构正以每年
几百家的速度在北京落地生根。而根据
市民政局印发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
设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期
间，北京全市总共将建设1000个驿站。
有资深养老驿站运营企业负责人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
“站点争夺战”，现在，北京东城、西城、
朝阳、石景山等区的养老驿站数量已

接近饱和，覆盖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然而，在实际经营中我们发现，不少
驿站确实存在坐等政府项目、靠天吃
饭的情况，甚至有相当一部分驿站每
年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政府购买服
务”。该负责人坦言，目前，市级、区级
层面对于养老驿站的补贴力度比较
大，多个部门对于政府兜底购买的基
本养老服务，比如助浴、助行、助医等
都有补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标
政府项目的驿站有时就没有太大的动
力去针对市场的实际需求提供更有针
对性、更多元化的服务。
上述负责人表示，北京出台“市场
化补贴”政策后将会有效倒逼驿站运
营方主动设计、提供很多付费服务，尤
其是对老年人黏性较强的刚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