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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灵四方是国家发改委、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首批甲级PPP资信机构，内蒙、山西、河南等地财政厅入库

咨询机构，拥有丰富的PPP咨询经验，可以为政府、企业提供专业的PPP咨询。

>> 华灵四方PPP业务简介

工程咨询甲级资信（PPP） 工程咨询甲级资信（农业等3个专业） 工程咨询乙级资信（建筑等4个专业）

■ 法规政策分析，按最新的PPP政策要求进行项目操作，确保合法合规

■ 对PPP项目进行识别筛选，帮助企业分析项目是否值得参与，帮助政府决策项目可行性

■ PPP项目论证和方案优化

■ 编写物有所值及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报告

■ 财政部入库

■ 招标条件设定

■ PPP项目合同编制

■ 组织招商采购、草拟或审核招商文件

■ PPP项目策划和引入社会资本

■ 组织投融资，进行方案策划

■ 协助谈判、签约

■ 中期评估、后评价

PPP咨询

PPP项目两评一方案 PPP项目中期评估 PPP项目绩效评价 PPP项目全过程咨询

华灵四方PPP咨询工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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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灵四方PPP业务优势

（1）优秀的团队

华灵四方拥有一支由行业研究+金融+工程+招标+法律专业的复合型人才组成的优秀团队，可以完全胜任

PPP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

公司法定代表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和经济管理学院，拥有双学位（土木+经济）、市政工程硕

士，拥有注册会计师、高级工程师、招标师、注册咨询师、安全评价工程师资格，并长期从事企业创业板上

市、新三板上市辅导工作、拥有丰富的金融经验，在其领导下，公司能够汇集各行业优秀人才为企业高质量

PPP咨询服务提供支持。

公司副总等团队三次获得北京市优秀工程咨询奖，在民营咨询公司领域名列前茅。

PPP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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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咨询经验

华灵四方在投资咨询领域具有10年以上经验，公司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大量国家大型工程的咨询工作，

每年完成工程项目400-500个，公司完成的PPP咨询项目覆盖城市水务、棚户区改造、健康养老、医疗、城市

垃圾处理、市政基础工程、公园、博物馆、区域流域治理等行业。

（3）强大的金融整合能力

基于公司创始人土木工程系和经济管理学院的双学位背景，在清华大学校友资源的支持下，华灵四方在

PPP领域具有强大的金融整合能力，能够为政府、企业提供完善的金融解决方案，解决PPP项目的资金问题和

运营管理问题。

棚户区改造 区域流域治理

水厂

公司董事长作为土木系代表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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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众多的合作伙伴

公司成立10年以来，拥有5000多家行业领导企业客户，拥有世界500强客户40多家，使得公司能够从容

应对各行业咨询挑战。

（5）拥有国内从事PPP咨询领域资深的专家团队

华灵四方的专家团队由国内长期从事工程咨询、投资管理等方面的资深专家组成，拥有丰富的PPP咨询服

务经验。专家库拥有1500余位专家，分布于市政基础设施、污水处理、IT通讯、化工、医疗、能源、旅游、物

流、文化等领域，均是相应领域的权威人士，为PPP项目咨询服务提供了专业的保障。

>> 华灵四方PPP项目案例

                                                       

贵南县城污水厂提标扩能PPP建设项

目

                                                       

乌兰察布市“扶贫（返乡农民工创业

就业）综合服务基地——“食安察哈

尔”田园综合体PPP 项目”

                                                       

“中国凉都·生态水城”悠然山居乌

蒙康养小镇建设项目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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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县十六乡镇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物有所值及财政

承受能力评价报告及实施方案

                                                                           

冀州市东部新城核心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类PPP） 

                                                                           

河南省固始县史河、灌河综合治理开发PPP模式设计

                                                                           

和田地区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域治理工程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设计

                                                                           

长春市绿园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长春绿

园区红豆湖婚博公园物有所值及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报告

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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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项目运作流程

                                                       

南丰县潭湖饮水工程PPP项目物有所

值及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报告及实施方

案

                                                       

中房集团湖北襄阳谷城县某棚户区改

造项目ppp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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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发起

PPP项目通常由政府或社会资本发起，以政府发起为主。政府发起主要为财政部门发起，财政部门（PPP

中心）应负责向交通、住建、环保、能源、教育、医疗、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行业主管部门征集潜在PPP项

目。行业主管部门可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行业专项规划中的新建、改建项目或存量公共资产中遴选潜

在项目；社会资本发起主要以项目建议书的方式向财政部门（PPP中心）推荐潜在的PPP项目。

2、项目筛选

财政部门（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对潜在PPP项目进行评估筛选，确定备选项目。财政部门

（PPP中心）应根据筛选结果制定项目年度和中期开发计划。对于列入年度开发计划的项目，项目发起方应按

财政部门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3、物有所值评价

财政部门（PPP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定量评价工作由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定性评价重点关注项目采用PPP模式与采用政府传统采购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给、优

化风险分配、提高运营效率、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等；定量评价主要通过对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政府支出成

本现值与公共部门比较值进行比较，计算项目的物有所值量值，判断PPP模式是否降低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

4、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为确保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财政部门应根据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政支出、政府债务等因素，对部分政

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的项目，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每年政府付费或政府补贴等财政支出不得超出当年财政收

入的一定比例。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项目，可进行项目准备。

7北京华灵四方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HL Consulting Co., Ltd. 



9、采购文件的编制与响应文件评审

项目采购文件应包括采购邀请、竞争者须知、竞争者应提供的资格、资信及业绩证明文件、采购方式、

政府对项目实施机构的授权、实施方案的皮肤和项目相关审批文件、采购程序、相应文件编制要求、提交相应

文件截止时间、开启时间及地点、强制担保的保证金缴纳数额和形式、评审方式、评审标准、政府采购政策要

求、项目合同草案及其他法律文本等；其中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展开的应按照以下程序：采购公告发

布及报名、资格审查及采购文件发售、采购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相应文件评审（最终采购需求方案确定和项目

综合评分）。

8、邀请社会资本参与-资格预审

项目实施机构应根据项目需要准备资格预审文件，发布资格预审公告，邀请社会资本和其合作的金融机

构参与资格预审，验证项目能否获得社会资本相应和实现充分竞争，并将资格预审的评审报告提交财政部门备

案。

7、市场测试

市场测试是在启动PPP正式采购程序前，政府方用以检验自己有关项目的方案设想是否符合市场参与主体

如潜在竞标人、融资机构的意愿、并借此对PPP方案进行可能的调整完成的一种工具。

6、实施方案审核

财政部门（PPP中心）应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物有所值和财政承受能力验证，通过验证的，由项目实施

机构报政府审核；未通过验证的，可在实施方案调整后重新验证；经重新验证仍不能通过的，不再采用PPP模

式。

5、实施方案编制

项目实施机构应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的选择与编制应基于可用的PPP项目运作方式、

行业技术约束和目标、法律和监管体系、商业和财务要求、以及市场利益要求等因素。项目实施方案应至少包

含以下内容：项目概况、风险分配基本框架、项目运作方式、交易结构、合同体系、监管架构、采购方式选择

（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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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谈判与合同签署

项目实施机构应成立专门的采购结果确认谈判工作组。确认谈判完成后，项目实施机构应于中选社会资本

签署确认谈判备忘录，并将采购结果和根据采购文件、相应文件、补遗文件和确认谈判备忘录拟定的合同文本

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合同，应在政府审核同意后，由项目实施机构

与中选社会资本签署。

11、项目执行-成立项目公司

社会资本可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政府可指定相关机构依法参股项目公司。项目实施机构和财政部门（PPP

中心）应监督社会资本按照采购文件和项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出资设计项目公司。

12、融资管理

项目融资由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负责，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应及时开展融资方案设计、机构接洽、合同签

订和融资交割等工作。财政部门和项目实施机构应做好监督管理工作，防止企业债务向政府转移。当项目出现

重大经营或财务风险，威胁或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可依据与政府、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签订的直接介入

协议或条款，要求社会资本或项目公司改善管理等。在直接接入协议或条款约定期限内，重大风险已解除的，

债权人应停止介入。

13、绩效监测与支付

项目实际绩效由于约定标准的，项目实施机构应执行项目合同约定的奖励条款，并可将其作为项目期满合

同能否展期的依据；未达到约定标准的，项目实施机构应执行项目合同约定的惩处条款或救济措施。同时，在

项目合同执行和管理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应重点关注合同签订、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工作。

14、中期评估

项目实施机构应每3—5年对项目进行中期评估，重点分析项目运行状况和项目合同的合规性、适应性和

合理性逻辑是评估已发现问题的风险，制定应对措施，并报财政部门（PPP中心）备案。同时，政府、社会资

本或项目公司应依法公开披露项目相关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

15、项目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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