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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详解乡村振兴投资格局和资金使用——

真金白银如何“上山下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董碧娟

□ 上半年二级市场整体回暖带动了投资者信心增加，进而

带动新股发行活跃

□ 伴随着IPO数量上升，退市制度对“壳股”发生作用，

新股上市后的价格稳中有降，企业上市融资更趋理性

今年上半年，A 股市场股权融资活
跃。从募资总规模看，包括新股发行

（IPO）、增发股票、配股、可转债、可
交换债、优先股等 6种形式在内的股权
融资总募资规模合计达 6102.11 亿元，
涉及募集企业数量 282家。其中，增发
企业数量有 123 家，配股企业数量有 7
家，优先股企业数量有 1家，可转债企
业数量有50余家。

截至目前，作为股权融资“重头
戏”的新股发行表现可圈可点，前 6个
月的 A股 IPO市场整体走势稳健。截至
6 月 28 日，今年以来 A 股 IPO （按照招
股日期计算） 数量达71家 （包括5家科
创板企业），远多于去年同期的58家。

从行业看，这 71 家 IPO 企业共涉及
17 个行业，其中计算机通信行业 IPO 数
量最多（12 家），专用设备制造 IPO 数量
达 11 家，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行业
IPO 数量有 8 家。去年 IPO 最多行业分
别是计算机通信业（8家）、汽车制造业（6
家）、电力机械及材料制造业（6家）。

根据统计，今年的 IPO 通过率远好
于去年。截至 6 月 28 日，IPO 通过率为
83.70%，未通过率为 9.78%，其他情况占
比为6.52%。2018年同期的通过率仅为
50.88%，未通过率达 38.60%，其他情况
占比10.53%。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认为，IPO 回暖与二级市场有关。上半
年上证综指上涨 19.45%，深证成指上涨
26.78%，创业板指数上涨 20.87%，代表

“大白马”的上证50指数上涨27.80%，自
2017年以来累计上涨28.15%，二级市场

整体回暖带动了投资者信心增加，进而
带动新股发行活跃。未来，IPO 常态化
以及科创板落地将为资本市场补齐股权
融资“短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样，投中研究院院长国立波认为，
IPO 市场回暖与 A 股二级市场稳中有升
态势密切相关。目前，IPO 市场形势相
对良性和健康。随着下半年科创板落
地，A股IPO市场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海富通基金经理助理范庭芳认为，
随着A股新股定价机制不断完善，并在
探索中走向市场化，最终在科创板迎来

全面的市场化询价制度。在 IPO常态化
下，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体系的地位和
作用有望继续提升。

诺亚财富首席研究官夏春认为，上
半年 IPO市场回暖属于市场在沉寂一年
后的正常回归。首先，上半年的过会率
同 比 去 年 提 升 ， 但 略 低 于 2014 年 、
2015 年等年份。2018 年由于过会率
低，部分拟上市企业撤单，这些企业重
新筹备“排队”上市、提交申请，给今
年以来 IPO市场吹来暖风。其次，科创
板的推出倒逼中小板、创业板等其他板
块提升新股发行速度。再次，国内经济
层面利好政策频现，企业上市积极性提
升，赴海外上市热情相对减弱。

伴随着 IPO数量上升，退市制度对
“壳股”产生了作用，新股上市后的价
格稳中有降，企业上市融资更趋理性。
Wind 资讯显示，今年以来，在已发行
的50只新股中，仅7只个股自上市以来
涨幅超过 1 倍，甚至出现新股破发的
情况。

募资额逾6100亿元——

上半年 A 股股权融资活跃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报北京7月1日讯 记
者顾阳报道：针对 PPP 建设
领域出现的违规失信等行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印发的

《关于依法依规加强 PPP 项目
投资和建设管理的通知》（以
下简称 《通知》），就加强
PPP 项目投资和建设管理、
提高 PPP 项目投资决策科学
性等工作作出了部署。

《通知》 指出，PPP 项目
涉及公共资源配置和公众利益
保障，其建设的必要性、可行
性等重大事项应由政府研究认
可。所有拟采用 PPP 模式的
项目，均须开展可行性论证。

按照要求，实行审批制管
理的 PPP 项目，在可行性研
究报告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展
PPP 实施方案审查、社会资
本遴选等后续工作；实行核准
制的 PPP 项目，应在核准的
同时或单独开展可行性论证和
审查；实行备案制的 PPP 项
目，应单独开展可行性论证和
审查。

《通知》 要求，PPP 项目
要 严 格 执 行 《政 府 投 资 条
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依法依规履行
审批、核准、备案程序。未依
法依规履行审批、核准、备案
及可行性论证和审查程序的
PPP 项目，为不规范项目，
不得开工建设。不得以实施方
案审查等任何形式规避或替代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以及可行性论证和审查程序。

据悉，当项目建设地点发生变化，建设规模、标准和
主要建设内容发生较大变化，项目投资规模超过批复投资
10%的，应当报请原审批、核准、备案机关重新履行项目
审核备程序。

《通知》 强调，要严格实施方案审核，依法依规遴选
社会资本，公开招标应作为遴选社会资本的主要方式，不
得排斥、限制民间资本参与 PPP 项目，消除隐性壁垒，
确保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同时，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必须满足国务
院规定的最低比例要求，防止过度举债融资等问题。PPP
项目的融资方式和资金来源应符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的相关规定。不得通过约定回购投资本金、承诺
保底收益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严
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按照要求，所有 PPP 项目须使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分别办理各项审批手续，不
得以其他任何形式规避、替代 PPP 项目纳入在线平台统
一管理。

针对部分 PPP 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违规失信行
为，《通知》 明确，政府应依法依规履行承诺，不得擅自
变更合同约定的政府方责任和义务；根据 PPP 项目合同
约定，加强对社会资本方履约能力全过程动态监管，防止
因社会资本方超出自身能力过度投资、过度举债，或因公
司股权、管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等导致项目无法实施。对
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通过“信用中
国”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示，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实施联
合惩戒。

此外，《通知》还要求，严禁通过设置“短名单”“机
构库”等方式限制社会资本方、金融机构等自主选择
PPP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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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1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今日A股迎来
下半年市场开门红，上证综指收涨逾 2%，创近 2 个月新
高，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均涨逾3%，两市成交额超6000
亿元。

在行业板块方面，通讯、环保、电子元件、电信、家
电、保险、软件、酿酒、券商等行业板块领涨，黄金概念
板块补跌；在题材股方面，消费电子、OLED概念、华为
概念、5G 概念、垃圾分类、无线充电、氢能源等涨幅居
前。

巨丰投顾分析师丁臻宇认为，大盘重返强势区，技术
面很可能已修复，投资者或可重点关注大盘蓝筹股中相对
涨幅落后的品种。

在消息面上，首先，外盘走势利好国内市场。美股三
大指数期货齐拉升，标普500指数期货涨0.67%，纳斯达
克 100指数期货涨 1.18%，道指期货涨 0.68%。离岸人民
币兑美元亚太早盘大涨数百点。

其次，国内基本面积极因素增多。国家统计局最新公
布的数据显示，6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4%，与上月持平。专家认为，本月制造业生产总体
保持扩张，近期外部冲击缓解，工业运行也出现了改善迹
象，预计制造业PMI可能回升。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今年下半年
黄金概念板块、券商板块等值得关注。从分析逻辑看，美
联储降息预期逐步增强，加上美国实际利率下行，黄金配
置价值不断提升，部分地区局势动荡，也可能导致避险资
金流向黄金。

大成基金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市场可能进入反弹窗
口。首先，从资金面状况来看，刚刚度过半年末，市场流
动性宽松的局面有望维持；其次，外部因素有所缓和，8
月份可能进一步调整 MSCI 纳入因子，预计提升至 15%，
海外宽松环境将支持全球风险资产修复。

该负责人认为，目前市场最大的风险来自信用面临边
际收缩，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盈利需进一步向下修正，这
也决定了反弹或难以长时间延续，应警惕投资风险。

积极因素增多

A 股迎来七月开门红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财政投入
机制、创新乡村金融服务等多项措施优
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

据了解，经初步测算，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的总投资额 5 年至少需要 7 万
亿元以上。这些钱从哪儿来，怎么才能
用好？在近日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政
府绩效研究中心、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
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乡村振兴
投资格局与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案例研讨
会上，专家们作了详细解读。

财政优先保障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拟安排农
林水支出约 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
农业农村部财会服务中心副主任安晓宁
说：“财政投入是农业农村投入的重要
保障，体现在聚焦打基础、管长远的公
益性特点，对引导推动金融和社会资本
具有风向标作用。”

据了解，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已
分别出台了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
保障制度、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
见，自然资源部出台了新增耕地指标国
家统筹、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
政策，拓宽了“三农”投融资渠道。

与此同时，各地也下功夫不断创
新突破。比如，河南省用活了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省域内流转政策，率先实
行 了 宅 基 地 复 垦 券 在 省 域 内 公 开 交
易，以支持扶贫开发及易地扶贫搬迁
等新举措。截至 5月份，河南已累计交
易宅基地复垦券 12.15 万亩，成交总金
额达 236.9亿元。

有些地方为乡村振兴开拓专项债券
等新渠道。6 月 3 日，四川省第五批地
方政府债券在深交所成功发行，其中包
括全国首只乡村振兴超长期专项债券四
川省泸县乡村振兴二期——推进全域乡
村振兴项目专项债券。这一超长期专项
债券本期发行额 1 亿元，期限为 20 年，
利率为3.9%。

此外，财政部会同相关单位相继设
立了现代种业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基金、中国海外农业投资开发基金、中
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等 4 只投资基金，
以带动农业领域投资，促进农业健康
发展。

专家认为，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
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是增
加乡村振兴财政投入的一个重要发力
点。据了解，近年各地土地出让收益长
期“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用于
农业农村的比例只有 30%左右，2018
年比例还有所下降。

对 此 ，《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 明确提出，提高土
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有关方
面正研究改革方案，主要通过调整完善
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
投入比例，重点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建设。。

投融资多元化投融资多元化

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村产业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平台载体融合发展平台载体，，是是《《乡村振兴战略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划（（20182018——20222022年年）》）》中明确提到的一项中明确提到的一项
措施措施。。福建安溪县福建安溪县 20172017 年获准创建国年获准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182018 年该产业园年该产业园
涉茶总产值超过涉茶总产值超过100100亿元亿元。。

当被问到建设这个产业园所需资金当被问到建设这个产业园所需资金
从哪里来时从哪里来时，，安溪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志安溪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志
明算了一笔账明算了一笔账：：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单从发展园区单从发展园区
主导产业的资金来算主导产业的资金来算，，总投资超过总投资超过 1212亿亿
元元。。在这个大盘子中在这个大盘子中，，中央财政奖补中央财政奖补资
金 1亿元，地方配套资金约 1亿元至 2亿
元，银行贷款约 5亿元，其他是由农业企
业、合作社、农户等自筹的资金。

这个例子反映出在乡村振兴中财政
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
的多元投入格局。“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
中，要通过‘财政专项+基建投资’‘中央
支持＋地方投入’‘财政资金＋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等各类投资组合，统筹各
渠道资金。”安晓宁说。

今年 1 月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

《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
提出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围绕农业农村
抵质押物、金融机构内部信贷管理机制、
新技术应用推广、“三农”绿色金融等，强
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以更好满
足乡村振兴多样化融资需求。

政企合作也不断发力。比如，山东
临沂市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由政府补
贴，民间资本投资，建成了总面积为 62
万亩集农业生产、加工、旅游等产业于一
体的园区。仅 2017年，这个农业公园的
游客量就突破了 100 万人次，门票收入
达到3500多万元。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已成为吸引
多元资金的重要载体。据统计，62 个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共吸引返乡下乡就
业人员 14.2 万人，撬动金融社会资金近
1800 亿元。各类市场主体纷纷到产业

园投资兴业，有近 100 家国家级龙头企
业和近500家省级龙头企业入驻。

各地乡村振兴基金也纷至沓来。四
川宜宾市规模达 100 亿元，广州增城规
模达 50 亿元，海南省规模达 1000 亿元
……这些基金不断吸引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

同时，乡村振兴公益基金也引导民
间基金会、社会团体等捐资捐物。今年2
月份，来自福建安溪的第一批 22个异地
商会与安溪县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试点村
结对共建，第一批 57 个乡贤投资(捐资)
助力乡村振兴项目签订合作意向书，总
投资(捐资)额84.376亿元。

加强绩效管理

伴随更多资金“上山下乡”，如何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备受关注。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财政
涉农资金绩效管理。《财政部贯彻落实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逐步将绩
效管理涵盖所有财政涉农资金项目，推
动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针对重点
涉农资金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进一
步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结果
作为预算安排、政策调整和改进管理的
重要依据。

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10亿元支持
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河北、山
西、内蒙古等 10 个省纳入试点。财政
部、农业部明确，对试点省建立绩效考核
机制，考核后三名的省份将退出试点。

2017 年，财政部、农业部组织 7 个评价
组，对这 10个省份实地开展了绩效评价
工作。在此次考核中排名后三位的山
西、河南、河北，被取消了2017年的试点
资格。

“此举充分体现了绩效考核结果的
应用，实现了试点省有进有退、资金安排
有增有减的要求，体现了绩效评价工作
的价值。”农业农村部财会服务中心高级
会计师郭冬泉说。

开展绩效评价难在哪儿？一位地方
干部向记者坦言：“当前感觉最难的还是
绩效评价指标设定，因为很多评价指标
是要求地方先根据自身情况拟定，然后
上级主管部门再用审定后的这套指标来
考核。但因为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每
年的资金使用都有差别，遇到的问题也
不一样，如何能够高效精准地设计出一
套符合实际的科学指标，确实不易。”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
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王泽彩看来，绩效指标好比绩效评
价的“灵魂”，指标是否科学、全面，直接
决定着绩效评价工作的质量。从世界各
国实践来看，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立是一
个共性难题。在这方面，各地各部门还
需要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越强、约束越
大，对评价指标科学性的要求也越高。
在这点上，各地在实践中一定要更加注
意，避免用不科学的评价指标来强势左
右资金流向。”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施青军
建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多元资金不断涌入，“钱从哪儿来，怎么才能用好”的问题愈发突出。其中，财

政投入是农业农村投入的重要保障，对引导推动金融和社会资本具有风向标作用。伴随更多资金“上山下乡”，

离不开财政涉农资金绩效管理——

本版编辑 孟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