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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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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a great honour for me to continue to take up the president role for the 

consecutive second year, and to lead the council to finish off the works target that we 

have planned at the beginning of my term in January 2011.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of our council members for their hard work in the past year.  We have scheduled 

a number of events to achieve in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forming of Registered 

Construction Manager Board (RCMB),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in 

July, the 15th Anniversary Dinner in September , establishing a Safety Committee which 

is to address the Health and Safety issues and to enhance the safety practices on site, 

promoting mediation in resolving the construction disputes, the mediation committee 

will be launching a pro bono scheme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contractors and subcontractors. We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for the increased representation of our members in various statutory councils, boards and 

committees via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matters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draft paper of 

the formation of RCMB has been completed by the committee led by Mr. Jeff Cheung and it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coming council meetings. We hope that we could implement the registered scheme on our own 

very soon, in order to enhance our professional status.  Th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have already been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and the responses from them are very positive, we 

are expecting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papers received. The safety committee has already been set up, and thanks 

to Mr. Stephen Siu to be the first Chairman and we hope this committee will make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matters. This year witnesses the institute celebrating its 15th Anniversary, and the anniversary dinner has 

been fixed on 6th September at the HK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 An 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ed by Mr. 

Eddie Lam is planning to have a series of events to be held on that night.  A pro bono mediation scheme will be 

launched shortly by the institute and the mediation committee chaired by Mr. Paco will announce the details soon. 

We hope that it could give an alternative way in resolving the disputes in our industry via mediation. To raise the 

profile of our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struction is now becoming a hot issue in our industry, HKICM is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every opportunity in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industry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image like the “Youth Construction Discovery Challenge – My Dream School” which is a competition 

event among the secondary schools to be held May.  We believe tha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raining (VET) in 

school” is an effective way to let more of our young people to know more about construction and give them 

opportunity to have a touch of the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We hoped that they will jo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as their future career.  I hope the year 2012 will be both a very productive and eventful year for us.  Thank you for all 

of our members’ continuous support.  

President Message

Mr. Peter Ng, Yau-yee
President

INSIDE FRONT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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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GBCA Annual Dinner - President Peter Ng

28/10/11 Luncheon with Society of Builders - President Peter 
Ng, Vice President Jeff Cheung, Barry Sin & Paul 
Chung, Hon. Sec. Peter Kwan

27/10/11 HKIFM Annual Dinner 2011 and Excellence in 
Facility Management Award 2011 Presentation 
Ceremony - Vice Preside Paul Chung

15/10/11 CityU Information Day - Council Member YK Lau as 
speaker

1/10/11 62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 
President Peter Ng

30/9/11 香港建造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籌委會 - 
President Peter Ng

15/9/11 香港工商界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週年國慶
酒會 - Sec. Gen. Kinsen Fok

15/9/11 LDC seminar and Presentation Ceremony - Council 
Member Eddie Lam

9/9/11 CIOB(HK) - Annual Dinner cum Construction Manager 
of the Year Awards 2010 - President Peter Ng

7/9/11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al Estate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 
20th Anniversary Dinner and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 President Peter Ng

Accreditation Visit

6/12/11 Accreditation Visit - IVE (TY)

CICTA Graduation Ceremony 2011 
on 24 November 2011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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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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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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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OINT  [ 安全点 ]

Cat Code No.
Requirements:(Exact wordings may be viewed at Web site of Labour 
Department/publication/occupational safety/Part A/ Guides to 
legislation/ Reference Manual for inspection reports on construction sites)

No. of 
findings

E17 Every safe access to and egree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perly maintained.

2

C139 Every safe access to and egree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perly maintained.

1

C159
Where work cannot be safely done on o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part of a 
permanent structure, a safe scaffold, ladder or other means of support shall be 
provided and kept inuse.

1

C168
A scaffold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ot be used ubless it has been inspect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t regular intervals not exceeding 14 days immediately 
preceding each use of the scaffold.

1

C259
On every site at which not less than 5 workmen are employed, a suitatble first 
aid box or cupboard shl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for every 50 workmen or 
part thereof.

1

E4
All live conductors, including those forming part of apparatus, shall be so 
insulated and further effectively protected, where necessary, so as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so far as is reasobably practicable.

1

E46

All apparatus and conductors exposed to weather, water, corrosive 
atmospheres or other adverse conditions shall be so constructed, installed and 
protected as may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such exposure or use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1

E5
All live conductors, including those forming part of apparatus, shall be so 
placed and safeguarded so as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so far as is 
reasobable practicable.

1

PE9
All reasobav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every person who is so 
provided for use with eye protectors or a shield or a fixed shield makes full and 
proper use of the same.

1

SM32

A contractor to whom a safety audit report has been submitted shall, if the 
report contains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s to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o which it relates, draw up a plan for the imnprvements within 14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report.

1

C137A The hazardous conditions of persons working at a height in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rectified.

1

C137A The hazardous conditions of persons working at a height in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identified.

1

C167
A scaffold on a consturctiion site shall not be used unless it has been inspect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fter any exposure to weather conditions likely ot have 
affected its strength or staility or to have displaced any part.

1

L51
An unobstructed passageway of not less thatn 600 mm wide shall be 
maintained between any part of a lifting applicance laible to move and any 
nearby guard rail, fence or other fixture.

1

AW14 A guard shall be proved and kept in position at every abrasive wheel in motion. 1

SWP41 Each safety belt, lifelline, ancharage and fitting shall be properly maintened. 1

SM21 A contractor shall ensure that the safety committee meets at least once every 3 
months

1

L31 Appropriate precatuion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a lifting 
applicance before it is used at or moved in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1

Cat Code No.
Requirements:(Exact wordings may be viewed at Web site of Labour 
Department/publication/occupational safety/Part A/ Guides to 
legislation/ Reference Manual for inspection reports on construction sites)

No. of 
findings

1 C238 Reasonab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no workman remains on a site 
unless he is wearing a suitable safety helmet.

2

C141

Adequate step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use and maintenance of working 
platforms, guard-rails, barriers, toe-board, fences, coverings for openings, 
gangways and run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 construction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1

C227 A contractor shall ensure that suitable goggles or effective screens provided 
are worn by the workmen.

1

2 C141

Adequate step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use and maintenance of working 
platforms, guard-rails, barriers, toe-board, fences, coverings for openings, 
gangways and run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 construction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8

C238 Reasonab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no workman remains on a site 
unless he is wearing a suitable safety helmet.

7

C138 Suitavle and adequate safe access to and egress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vided.

6

C235 Effective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workmen from being endangered 
by live electric cables or apparatus.

4

C239 Necessary precautions shall be taken so as to prevent workmen from being 
struck by falling materials or objects.

3

C160 Every scaffold, ladder or other means of support shall be so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that it does not collapse, overturn or move accidentally.

2

C226 any process which may produce particules or dust liable to enter or damage the 
eyes.

2

C228A

Every flywheel and moving part of a prime mover, every part of the 
transmission machinery and every dangerous part of the other machinery shall 
be guard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thod:a) an automatic guard; b)a 
fixed guard; c) an interlocking guard; d) a trip guard; e) a two-hand control 2
device.

Suitable goggles or effective screens shall be provided for workmen engaged i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launch this corner with purpose to serve all members 
regarding safety aspects.  We will try our best endeavour to provide members:

1.  To share with members their views of any safety aspects like accidents just happened.
2.  To answer members’ safety queries,
3.  To clarify the safety ordinance/regulations and the reasonable practicable measures i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This first time we provide below some hot topics of inspection findings by Labour 
Department (LD) in the last quarter 2011 for your reference.  Members are advised to 
check if their sites have these deficiencies and to rectify to avoid prosecutions by LD. 

In return we welcome your disclosure of any LD safety notice or report for sharing with other members.  To 
enlarge this data base would no doubt be benefit to us all.

As suggested above, please send us your queries and any view you want to share with other members and we 
will post it in the nex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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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s: Mr. Anthony LAI         Mr. Paco TSANG         Mr. Thompson CHAN

Summary of Site Inspection Findings at the last quart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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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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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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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Safety Committee

SAFETY POINT  [ 安全点 ]

Cat Code No.
Requirements:(Exact wordings may be viewed at Web site of Labour 
Department/publication/occupational safety/Part A/ Guides to 
legislation/ Reference Manual for inspection reports on construction sites)

No. of 
findings

E17 Every safe access to and egree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perly maintained.

2

C139 Every safe access to and egree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perly maintained.

1

C159
Where work cannot be safely done on or from the ground or from part of a 
permanent structure, a safe scaffold, ladder or other means of support shall be 
provided and kept inuse.

1

C168
A scaffold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ot be used ubless it has been inspect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t regular intervals not exceeding 14 days immediately 
preceding each use of the scaffold.

1

C259
On every site at which not less than 5 workmen are employed, a suitatble first 
aid box or cupboard shlll be provided and maintained for every 50 workmen or 
part thereof.

1

E4
All live conductors, including those forming part of apparatus, shall be so 
insulated and further effectively protected, where necessary, so as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so far as is reasobably practicable.

1

E46

All apparatus and conductors exposed to weather, water, corrosive 
atmospheres or other adverse conditions shall be so constructed, installed and 
protected as may in the circumstances of such exposure or use be necessary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1

E5
All live conductors, including those forming part of apparatus, shall be so 
placed and safeguarded so as to prevent electrical hazard so far as is 
reasobable practicable.

1

PE9
All reasobav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every person who is so 
provided for use with eye protectors or a shield or a fixed shield makes full and 
proper use of the same.

1

SM32

A contractor to whom a safety audit report has been submitted shall, if the 
report contains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s to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o which it relates, draw up a plan for the imnprvements within 14 days 
after receiving the report.

1

C137A The hazardous conditions of persons working at a height in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rectified.

1

C137A The hazardous conditions of persons working at a height in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identified.

1

C167
A scaffold on a consturctiion site shall not be used unless it has been inspected 
by a competent person after any exposure to weather conditions likely ot have 
affected its strength or staility or to have displaced any part.

1

L51
An unobstructed passageway of not less thatn 600 mm wide shall be 
maintained between any part of a lifting applicance laible to move and any 
nearby guard rail, fence or other fixture.

1

AW14 A guard shall be proved and kept in position at every abrasive wheel in motion. 1

SWP41 Each safety belt, lifelline, ancharage and fitting shall be properly maintened. 1

SM21 A contractor shall ensure that the safety committee meets at least once every 3 
months

1

L31 Appropriate precatuion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a lifting 
applicance before it is used at or moved in an industrial undertaking.

1

Cat Code No.
Requirements:(Exact wordings may be viewed at Web site of Labour 
Department/publication/occupational safety/Part A/ Guides to 
legislation/ Reference Manual for inspection reports on construction sites)

No. of 
findings

1 C238 Reasonab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no workman remains on a site 
unless he is wearing a suitable safety helmet.

2

C141

Adequate step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use and maintenance of working 
platforms, guard-rails, barriers, toe-board, fences, coverings for openings, 
gangways and run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 construction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1

C227 A contractor shall ensure that suitable goggles or effective screens provided 
are worn by the workmen.

1

2 C141

Adequate step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use and maintenance of working 
platforms, guard-rails, barriers, toe-board, fences, coverings for openings, 
gangways and run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any person on a construction site 
from falling from a height.

8

C238 Reasonable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no workman remains on a site 
unless he is wearing a suitable safety helmet.

7

C138 Suitavle and adequate safe access to and egress from every place of work on a 
construction site shall be provided.

6

C235 Effective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prevent workmen from being endangered 
by live electric cables or apparatus.

4

C239 Necessary precautions shall be taken so as to prevent workmen from being 
struck by falling materials or objects.

3

C160 Every scaffold, ladder or other means of support shall be so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 that it does not collapse, overturn or move accidentally.

2

C226 any process which may produce particules or dust liable to enter or damage the 
eyes.

2

C228A

Every flywheel and moving part of a prime mover, every part of the 
transmission machinery and every dangerous part of the other machinery shall 
be guarded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thod:a) an automatic guard; b)a 
fixed guard; c) an interlocking guard; d) a trip guard; e) a two-hand control 2
device.

Suitable goggles or effective screens shall be provided for workmen engaged i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launch this corner with purpose to serve all members 
regarding safety aspects.  We will try our best endeavour to provide members:

1.  To share with members their views of any safety aspects like accidents just happened.
2.  To answer members’ safety queries,
3.  To clarify the safety ordinance/regulations and the reasonable practicable measures i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This first time we provide below some hot topics of inspection findings by Labour 
Department (LD) in the last quarter 2011 for your reference.  Members are advised to 
check if their sites have these deficiencies and to rectify to avoid prosecutions by LD. 

In return we welcome your disclosure of any LD safety notice or report for sharing with other members.  To 
enlarge this data base would no doubt be benefit to us all.

As suggested above, please send us your queries and any view you want to share with other members and we 
will post it in the nex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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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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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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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from Mediation Committee

Pro Bono Scheme

A) Background
In view of the growing trend of adopting Mediation 

in construction disputes and recent promotion of 
Media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s 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Hong Kong society, the council of 
HKICM has approved to implement a Pro Bono Scheme 
to resolve construction disputes by Mediation with 
immediate effect. 

B) Aims of the Scheme
1.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Mediation as dispute resolution tool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2.   To promote Mediation as the first means of res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minimizing disputes and to 
build up harmon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3.     To provide working platform to HKICM members to kickoff resolving their construction disputes.

4.     To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amongst HKICM members in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 Details of the Scheme
1.   Mediation has been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domestic / communal / commercial sector.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mediation, it is proposed to 
introduce a Pro Bono Scheme for mediation inv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The parties in dispute are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parties”.

2.   Under the scheme, mediation will be provided by a HKICM accredited mediator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mediator) on a ‘pro bono’ or no fee basis for disputes up to four hours. For HKICM’s internal training purposes, 
the parties in dispute will have to agree to allow up to two HKICM mediator trainees to observe in the 
mediation sessions. These trainees will abide by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codes of HKICM. The 
amount in dispute has to be HK$1 million or less per case. 

3.     The intention of the scheme is to encourage many organizations which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mediation to 
consider mediation as the first means of resolving disputes, and to enable many more organizations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is form of dispute resolution.

4.     The mediator will provide his /her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during the scheme up to a maximum of 4 hours total 
involvement. 

5.     The parties who wish to use the scheme should conta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HKICM requesting a Pro Bono 
Mediation. 

6.     If requested, HKICM will send to the parties a standard information pack containing, a mediation application 
form, the agreement with the mediator, and other explanatory documents.  Both parties should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application form. 

7.     The parties are allowed to select their preferred language (Cantonese, Putonghua or English) for the mediation. 
HKICM will select the first mediator on the list who meets the criteria.  If the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a language, 
then a mediator conversant in the two languages will be selected. 

8.    HKICM will notify the parties of the selected mediator. If the parties wish to proceed with the mediation, they 
must complete and sign the Agreement to Mediate and return to HKICM within 14 days of such notice. 

9.    Venu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party otherwise any costs which may be incurred such as hiring of room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costs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es and split equally between the parties. Local 
travelling cost will not be charged by the mediator. 

10.   The HKICM may refuse a request for a pro bono mediation under the scheme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nd without 
stating a reason. The HKICM will, from time to time, review its own resource and availability of accredited 
mediators.

 11.  This scheme is valid for one year and subject to review from time to time. 

Mr. Paco Tsang Ping Chiu
Medi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Medi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Mr. Paco Tsang
Members: Mr. Patrick Lai
 Mr. Tang Chi Wang



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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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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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與PPP項目融資法律風險及防範

Message from Mediation Committee

Pro Bono Scheme

A) Background
In view of the growing trend of adopting Mediation 

in construction disputes and recent promotion of 
Media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s 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Hong Kong society, the council of 
HKICM has approved to implement a Pro Bono Scheme 
to resolve construction disputes by Mediation with 
immediate effect. 

B) Aims of the Scheme
1.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Mediation as dispute resolution tool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2.   To promote Mediation as the first means of res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minimizing disputes and to 
build up harmony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3.     To provide working platform to HKICM members to kickoff resolving their construction disputes.

4.     To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amongst HKICM members in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 Details of the Scheme
1.   Mediation has been proven to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settling disputes between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domestic / communal / commercial sector.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mediation, it is proposed to 
introduce a Pro Bono Scheme for mediation involving construction disputes.  The parties in dispute are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parties”.

2.   Under the scheme, mediation will be provided by a HKICM accredited mediator (herein referred to as the 
mediator) on a ‘pro bono’ or no fee basis for disputes up to four hours. For HKICM’s internal training purposes, 
the parties in dispute will have to agree to allow up to two HKICM mediator trainees to observe in the 
mediation sessions. These trainees will abide by the confidentia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codes of HKICM. The 
amount in dispute has to be HK$1 million or less per case. 

3.     The intention of the scheme is to encourage many organizations which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mediation to 
consider mediation as the first means of resolving disputes, and to enable many more organizations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is form of dispute resolution.

4.     The mediator will provide his /her services free of charge during the scheme up to a maximum of 4 hours total 
involvement. 

5.     The parties who wish to use the scheme should contact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HKICM requesting a Pro Bono 
Mediation. 

6.     If requested, HKICM will send to the parties a standard information pack containing, a mediation application 
form, the agreement with the mediator, and other explanatory documents.  Both parties should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application form. 

7.     The parties are allowed to select their preferred language (Cantonese, Putonghua or English) for the mediation. 
HKICM will select the first mediator on the list who meets the criteria.  If the parties cannot agree on a language, 
then a mediator conversant in the two languages will be selected. 

8.    HKICM will notify the parties of the selected mediator. If the parties wish to proceed with the mediation, they 
must complete and sign the Agreement to Mediate and return to HKICM within 14 days of such notice. 

9.    Venue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party otherwise any costs which may be incurred such as hiring of room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costs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es and split equally between the parties. Local 
travelling cost will not be charged by the mediator. 

10.   The HKICM may refuse a request for a pro bono mediation under the scheme at its sole discretion and without 
stating a reason. The HKICM will, from time to time, review its own resource and availability of accredited 
mediators.

 11.  This scheme is valid for one year and subject to review from time to time. 

Mr. Paco Tsang Ping Chiu
Medi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Medi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Mr. Paco Tsang
Members: Mr. Patrick Lai
 Mr. Tang Chi Wang



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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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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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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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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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First Issue  |  2012 1413

Technical Paper

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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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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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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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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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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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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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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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參考書籍：

1. 王守清，柯永健，《特許經營項目融資（BOT、PFI和PPP）》，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2008。

2. 蔣先玲，《項目融資模式及法律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2。

3. 梅明華，李金澤，《項目融資法律風險防範》，中信出版社，北京，2004。

4.《公司法》

5. 北京市基礎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bii.com.cn/729-1907-11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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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Chairman of the YMC for Session 2012/2013. The Past 
Chairmen and Committees had laid down a strong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platforms for 
sharing and exchanging knowledg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o help young 
members develop their career. These platforms would include sponsoring young 
members to attend site visits and CPD events, organizing career talks and technical seminars, 
and join social function with other societies to explore the vision of our future leaders.

The mission of YMC is to promote HKICM to stu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and help 
those young members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career to be a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manager. This year, YMC would like to organize different academic seminars and technical 

visits to interested members and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reinfor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the YMC committee, we have launched the facebook group – HKICM YMC Chatroom, in January 2012. Updates 
of our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ndustry will be posted from time to time. All young member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visit and join our group to make us a better community.

Last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our events. You may visit the HKICM 
web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lanned events. Please also let me or any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know your 
views and suggestions as to how we could serve you better by dropping us a line.

Academic seminar cum introduction seminar of HKICM
A seminar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Project Management w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on 22 February 2012 for those associated degree students of City University. The first session was by Mr. 
Simon Wong, Senior Building Services Manager, China Resources Construction Co., Ltd., shared his experience in 
using the BIM for project delivery of a building 
project “Green 18” at Hong Kong Science Park. The 
second session was conducted by Dr. Calvin Wong, 
who is the Manageing Director of Tecton Ltd., 
explained the vi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BIM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IM is becoming popular and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provides an effective tool for 
visualization of potential design-construct-interfacing problems during project delivery and has great value beyond 
project delivery. The presentations from our guest speakers were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fruitful to the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a session on introduction of HKICM was delivered by Dr. C.M. Ho, the Honorary Secretary 
of HKICM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who has extensive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Client and 

contractors. His attractive presentation not only helps the participants 
know more about HKICM but also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The seminar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attracted around 100 students to 
attend. The speakers share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with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seminar and th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uest speakers and participants’ support.

Mr. Elvis Koo
YMC Chairma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HKICM is delighted to launch the HKIC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The Award).

The Award is founded with the aims of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providing an open competitive platform for their students and graduates to demonstrate their 

capabilities and share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gime.  

Individual or group research papers/projects are welcomed.   

Topic
The research paper/project shall b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lated.  

Categories
• Group A: Master Degree students;

• Group B: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and

• Group C: Sub-degree programmes students

Awards and Prizes
• The Champion in each group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cash coupon of HK$10,000.

• The 1st Runner-up in each group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cash coupon of HK$5,000.

Award Presentation
• The Award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coming Annual 

Dinner on 6th September 2012.

Extra Activities
• Abstract or summary of the winners’ paper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HKICM Newsletter.

• Winners will be invited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es 

in our CPD Seminars.

Submission 

• Please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Form and 

forward one hard copy with a CD  of  your 

research paper/project to the HKICM Secretariat

Office before 30 June 2012.

Fo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the HKICM Secretariat Office.

Message from YMC Chairman,

Elvis Koo

INSIDE BACK COVER

HKIC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2011/2012



當然，在PPP中，公共部門有可能將公共服務的部分生產職能轉移給了私人部門，此時，其充當的角色即是採購

者，而私人部門就是供應商。　 

第三，利益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監管者
在PPP項目中，一方面，政府相對於私人部門而言在徵用土地時具有更明顯的協調各方利益的優勢，或者私人部門

與其他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法律爭議，政府更具有協調爭議的優勢，此時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協調者的身

份出現。另一方面，政府參與項目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贏利，而是起到帶動私人部門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因此，政府

應當扮演與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職能和責任相匹配的監管者角色。

由此可見，政府在PPP項目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公法和私法的雙重性質。

2.5. PPP融資實例——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10

北京地鐵四號線．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式建設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項目。該項目根據軌道交

通准公共產品的經濟特點，在投資上將公益性與營利性部分定量分開，由政府負責公益性部分的投資，由社會投

資者負責營利性部分的投資並負責地鐵的經營管理。

根據協議，由北京市政府和特許經營公司按照7：3的比例進行投資。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

北京市政府，完成徵地拆遷和車站、洞體及軌道鋪設等土建工程並獲得所有權，投資額佔項目總投資的70％；特

許經營公司則負責完成車輛、自動售檢票系統、通信、電梯、控制設備、供電設施等機電設備的購置和安裝，佔

項目總投資的30％。特許經營公司由三方組成，包括：①香港地鐵有限公司，是香港特區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

②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是直屬北京市的大型國有企業；③北京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國資委

出資設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特許經營公司自身投入註冊資本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地鐵有限公司和

北京首創集團有限公司各出資7.35億元，各佔註冊資本的49％；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出資0.3億元，佔

註冊資本的2％；其餘部分採用無追索權銀行貸款，佔特許經營公司投資額的67%。

地鐵四號線建成後，特許經營公司通過與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簽訂《資產租賃協議》取得其資產的使用權。

特許經營公司負責地鐵四號線的運營管理、全部設施的維護和除洞體外的資產更新，以及站內的商業經營，通過

地鐵票款收入及站內商業經營收入回收投資。特許經營期滿後，特許公司將其所有的項目設施無償地移交給北京

市政府，並將租賃的資產歸還給四號線公司。

北京市政府則按照《特許經營協議》規定，在建設期內監督北京地鐵四號線公司確保土建部分按時按質完

工，並監督特許經營公司進行機電設備部分的建設。在特許期內，北京市政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本著同網同

價的原則，制定並頒布四號線運營票價政策，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票價。運營期內按有關運營和

安全標準對特許公司進行監管。北京市政府保留發生涉及公共安全等緊急事件時的介入權，以及當特許經營公

司違反《特許經營協議》約定義務時採取的包括收回特許權在內的制裁措施的權利。同時，北京市政府也必須

履行《特許經營協議》規定的義務並承擔責任。

北京地鐵四號線項目的成功，是PPP模式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一項重要創新。通過引入社會投資籌集了

佔總投資約30%（46億元）的建設投資，大大分擔了政府對軌道交通項目的財力投入壓力；改變了政府一家獨

辦、激勵約束機制弱化的弊端，大幅提高了軌道交通的投資、建設、運營效率；劃清了政府監管職能與市場主體

間的責權關係，使政府部門在地鐵項目中從原來的監管者、經營者集於一身的雙重角色中解脫出來，轉向更為集

中的監管角色，為政府部門完善對公用事業監管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式。

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及防範
關於PPP項目融資模式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與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的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大致相同，

故對於相同的部分，如立法缺陷和特許協議效力瑕疵導致的風險，此處不再贅述。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各當事人之

間是協作關係，相對而言，衝突不似BOT模式般存在明顯。政府的角色兼採公法性和私法性，因此，如何平衡其行

為的行政性和平等主體性的衝突，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防止上術風險, 政府作為主要的公共部門不僅是PPP項目的合作者一方，同時也行使著公共行政權力，如

PPP項目的監管權等。若無明確的公私權力（利）的界限，政府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則極易凌駕於私

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即建設—經營—移交方式，是指政府通過協議授予私營企業（包括

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並准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並賺取利

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將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開始嘗試了特許經營

項目融資。經過十幾年的實踐，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對BOT的應用和發展起到了很大

的促進作用。我國調整BOT方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含原對外經濟貿易部）1995年發佈的

《關於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和國家計委、電力部、交通部同年聯合

發佈的《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聯合《通知》）。2004年國務院《

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確立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等問題。特別重要的是

2005年國務院發佈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明確指出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准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包括壟斷行業、公用

事業和基礎設施、社會事業、金融服務業和國防科技工業等，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

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條件。1 該《意見》發佈之後，中央政府各有關部門與地方政府一直在清理

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准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如北京市政府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北京市城市

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條例》等。

此外，與BOT方式有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建設部《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

投資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及外匯、稅收、擔保、定價、爭端解決等方面的相關規定。這

些法律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為我國BOT項目運作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儘管如

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同時，中

國缺乏成熟的BOT理論或規範的做法，加之BOT項目時間長、投資大、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相當繁

多和複雜，風險也相應的增大。如何更好的規避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風險，值得研究和討論。

由於我國對BOT項目的研究停留在理論階段較多，這也是由於我國BOT項目應用的局限性，實際成功的案

例並不多。而國外研究已深入到對BOT項下風險進行專門研究，然而由於我國的法律體制和經濟環境與歐美等

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別，研究成果並不能完全借鑒。本文試圖對我國現階段發展BOT項目所面臨的風險進行深

入探討，以促進BOT項目融資模式在我國迅速發展。

1.1. 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模式的法律風險可分為1.特許權協議的效力風險，2.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3.BOT

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

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的根本保障，特許權協議的效力存在瑕疵必然對BOT項目的順利運行造成風險。

一方面，從特許權協議本身來看，特許權協議一旦生效後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各方當事人都應該按照特

許權協議的規定嚴格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然而，就草簽特許權協議的法律效力來說，實踐中的觀點並不統一。一

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作為項目發起人的政府的初步承諾；第二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

協議同樣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種觀點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一概而論，要視特許協議的具體內

容而定，如果在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有願受之約束的意思表示，則協議對當事人有約束力，反之沒有約束力。2 若草

簽特許權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將會對投資者造成極大的風險。這是因為，雙方草簽特許權協議的目的是政府向投資

者的初步承諾，以便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投資設立項目公司。如果認為草簽特許權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政府可以任

意反悔，投資者則可能面臨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就起不到讓投資者放心投資成立項目公司的作用。

為了避免草簽特許權協議效力的不確定性給項目投資者帶來的風險，應當充分利用私法和公法、國內法和國

際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約必守”及“禁止悔言”，即在草簽特許權協議中雙方當事人均表明願受之約束的意思

表示，明確草簽特許權協議之效力。

另一方面，BOT項目融資模式的運行應當同時受到我國《招標投標法》、《政府採購法》的規範，招投標、

政府採購程序的瑕疵可能對特許權協議的效力產生影響，並對貸款銀行產生巨大的風險。招投標程序是政府授予

特許權的一個重要程序，各國一般均規定招投標法以及政府採購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的原則。例如，我國

《招標投標法》第4條規定：“招標投標活動應當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我國《政府採購

法》第5條也規定，政府採購活動應當遵循公開透明原則、公平競爭原則、公正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違反有關

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進行招投標或政府採購，必然導致招投標和政府採購結果的無效或被撤銷，中標人由此獲

得的權利不受法律的保護。特許權協議的效力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如果在項目貸款程序完成並在項目建設

啓動後，項目的招投標程序或採購程序如經利害關係人之申請並經法院或有權機關認定為違法，則招投標或採購

程序可能重新進行，這必然嚴重威脅貸款銀行的貸款安全。因此，貸款銀行在決定參與項目貸款時，須注意項目

招投標程序及政府採購程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貸款銀行還應當通過特許權協議或直接協議等方式要求政府向貸款銀行提供相應的擔保，承諾一旦特許權協

議被認定無效，政府將補償貸款銀行的損失，以防止由於招投標或政府採購活動存在瑕疵而引發的風險。

1.2. 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造成的風險及防範
政府與貸款銀行在項目建設和經營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衝突。如處理不當，可能影響貸款銀行的

利益。例如，貸款協議違約時可能導致貸款資金不能按時到位，從而構成特許權協議的違約行為。若此時政府

終止特許權協議，加之特許權協議中沒有完善的合同安排，則貸款銀行對項目資產的利益可能受到影響和衝擊。

又如，政府為自身利益需要的考慮，可能同一範圍內重復批准籌建具有競爭性的項目，損害項目經營和項目的收

益來源，並可能危及貸款銀行的債權安全。3 在許多BOT特許權協議中，貸款銀行的利益和要求常常被忽略。這種

現象也是由於貸款銀行並非特許權協議的直接當事人一方，即使貸款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項目投資者的股本投入還

多，貸款銀行的利益也還是很少被考慮到。

為了保障其自身的權益，貸款銀行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規避風險：

首先，充分利用BOT特許權協議維護自身利益。特許權協議是BOT項目投融資的基礎。貸款銀行應當充分重

視特許權協議條款的磋商和談判，並通過與項目發起政府方、項目公司進行的談判，通過相應的約定和協議來維

護貸款銀行的利益。比如利用限制資產處分條款，以限制特許權人及其他有關當事人處分項目資產的權利，包括

但不限於收費權、有形資產的抵押或質押或項目資產的租賃等。又如要求包含限制競爭的政府保障條款，使得政

府承擔不重復批建具有競爭性質項目的保證責任。通過談判，保證這些條款對政府、項目投資者、項目公司以及

其他與項目公司存在項目合同關係的當事人具有約束力。

其次，除了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之外，貸款銀行還應當積極通過與政府簽署直接協議的方式保障自身權利。

直接協議本質上是對特許權協議的補充。貸款銀行通過與政府簽訂直接協議，可以明確貸款銀行對BOT項目的

權利以及使得政府明確作出對風險承擔的承諾。比如，通過直接協議明確政府應承擔的項目風險，並要求政府

承諾貸款銀行對項目收益享有的權利；明確貸款銀行對項目的介入權，包括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等，保障項目

的正常經營，保證項目的現金流量；要求政府提供外匯保證等等。由於在某些特許權協議中，政府明確禁止特許

權人轉讓特許權，如果特許權人違反法律或約定轉讓特許權的，政府有權終止對該當事人特許權的授予。在這種

情況下，為保證貸款銀行選擇替換特許權人的權利，貸款銀行應要求政府在直接協議中明確承諾：貸款銀行依約

行使替換特許權人並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轉讓特許權”的行為，政府不能以此終止或撤回特許權的授予。4

再次，為了擴大BOT項目的收入來源以保障貸款銀行的債權，貸款銀行還可以協同特許權人與政府商談，要求

擴大特許權的授予範圍。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所需資金巨大，加之由於收費標準難以按照項目公司的意願調整等

原因，僅以特許權期內經營所得收入償債較難保障銀行的債權。若貸款銀行與特許權人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要求

適當擴大特許權人的特許經營範圍，授權特許權人開發和經營BOT項目之外但與項目又有實質關聯的項目，則可以

協調補償其BOT項目收益，從而保障項目貸款的還款來源。在我國進行的城市基礎設施BOT項目融資中常採用這種

做法，如《上海市延安東路隧道專營管理辦法》將舊隧道和新隧道一起授予上海中信隧道發展有限公司經營。這種

專營權除興建、經營、管理隧道之外還包括在隧道範圍內經營廣告業務的權利。

最後，應當充分重視專家和顧問的作用。由於BOT項目融資涉及領域廣、主體間關係複雜、技術含量高，風險

系數自然也就高。為有效防範有關風險，貸款銀行應當聘請一些專家、技術和法律顧問等進行有關風險的分析、評

價和防範，設計出一套合理的風險防範和分擔的融資結構，確保貸款銀行在進行BOT項目融資過程中將風險控制在

一個最低限度或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1.3. BOT項目立法缺陷導致的風險及其防範
BOT項目融資方式在中國發展的十幾年中，我國相關的法規政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完善。這些法律法規及

規章的規定基本構成了我國有關BOT方式的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BOT項目的運作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儘

管如此，我國目前調整BOT方式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尚未形成有利於BOT項目實施的較為完善的法律環境，各

地在實際運作中仍會遇到許多法律障礙，不利於BOT項目的實施和發展。具體表現在：

第一，我國調整BOT融資模式的法律文件主要是《通知》和“聯合”《通知》，然而，該兩個《通知》在

內容上存在衝突，如外經貿部的《通知》將BOT界定為“建設—運營—轉交”，顯然認為在BOT方式中不應包

括轉移項目的所有權；而聯合《通知》第2條則規定，在特許期內項目公司擁有特許權項目的所有權，顯然將

BOT理解為BOOT模式“建設—所有—運營—轉交”，認為BOT方式中應包括轉移項目所有權。在基礎設施建

設項目中，對項目進行BOT或BOOT模式的選擇則體現了政府所願意提供的私有化程度不同。由於基礎設施項

目通常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並且要使用到公共資源，諸如土地、公路、鐵路、管道，廣播電視網等等。因此

，基礎設施的私有化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若按“聯合”《通知》同一規定為BOOT，即比狹義BOT具有更

高私有化程度的模式，則不利於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廣泛應用。同時，兩部規章內部上的衝突會造成實踐中，

特別是在發生糾紛時的無所適從或各行其是，不利於BOT方式在我國的良好發展。

第二，我國現存規定限制了外資參與BOT項目的適用範圍。就世界範圍來看，BOT投資方式已被廣泛應用於

各國的公路、橋梁、巷口、機場、水廠、電廠、污染物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然而，自我國引進BOT投資方式

以來，各地也相繼推出了一些BOT項目，但仍未得到廣泛地推廣運用。這與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對外資參

與BOT投資項目的限制不無關係。我國現行確定外資參與BOT項目範圍的規範性文件主要有《外商投資產業指導

目錄》5（下稱《指導目錄2007》，是指導審批外商投資項目的依據）和《關於試辦外商投資特許權項目審批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6（下稱《有關問題通知》）。《指導目錄2007》相較於之前的版本，已對外商投資的範圍進行

了放寬，除明確禁止外商參與特定規模火電站及熱電聯產電站的建設、經營外，對於支線鐵路、地方鐵路及其橋

梁、隧道、輪渡設施的建設、經營不允外商獨資；核電站、鐵路幹線路網、城市地鐵及輕軌的建設、經營，則必

須由中方國有資產投股或主導地位等。顯然，國家為了保證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項目不被外商所壟斷，而對基礎設

施及公用事業建設採取了禁止限制外資准入的政策；同時，在《有關問題通知》中，又特別確定了允許進行BOT

項目的試點範圍：即建設規模為2×30萬千瓦及以上火力發電廠、25萬千瓦以下水力發電廠、30-80公里高等級公

路、1000米以上獨立橋梁和隧道及城市供水廠等項目。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各地準備報請審批的BOT備選項目

中，恰恰是城市交通的隧道、橋梁、地鐵輪渡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雖然具備了採用BOT方式建設和經營的基本條

件，但由於被排除在《有關問題通知》確定的BOT項目範圍之外，而只能採取如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等利用外資

的方式來興建。在實踐中，各地政府往往超越《指導項目》和《有關問題通知》的規定採用BOT方式引進外資以

建設這些項目，這就造成了相關項目的潛在違規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BOT項目投資的風險要高於其他投資，

若沒有相當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很難以BOT方式投資興建基礎設施項目。根據《指導目錄》規定，國家對鼓勵

類外商投資項目給予優惠待遇。因此，對於上述限制外商參與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顯然將因其屬於限制類

而不能得到優惠政策。

第三，我國現行公司相關法律法規限制了BOT模式中項目公司的資本構成。項目公司是運作BOT的核心當事

人，也是法律調整的主要對象。項目公司所承擔的各項工作中，融資是最為關鍵的一項。以貸款為例，銀行為項

目公司提供融資就受到了現存法規的限制。根據我國《公司法》的規定7，股東應當足額繳納公司章程中規定的

各自所認繳的出資額，並經法定的驗資機構驗資並出具證明後方可登記成立，即《公司法》採用的是“先出資，

後登記”的“法定資本制”。而在BOT項目中，通常是項目投資者在草簽簽特許權協議後，建立項目公司，再以

項目公司業已存在的資格證明為依據向銀行或國際銀團申請融資，在可能獲得貸款的前提下才注入自有資金。8 

這種“先登記，後出資”的“授權資本制”明顯與《公司法》相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法定資本制”

和“授權資本制”的規定，我國內資企業與外資企業存在法律適用的雙軌制。如果項目採用中外合資的方式，根

據我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中外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可實行“授權資本制”。因

此，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在客觀上造成了內資和外資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不利於BOT項目的廣泛應用。

另外，在政府保證、外匯管理、投資回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方面，我國現存法律法規均在一定程度上對BOT

項目的應用存在一定的阻礙，給BOT項目的運作帶來法律風險。

為解決以上問題，當務之急是立法機關或有權立法的政府機構加強有關立法，保障BOT投融資方式在我國的

順利發展。

其一，進行BOT專項立法，完善我國BOT法律制度。我國有關BOT的法律法規分散，多以行政法規為主，易

造成內容雜亂無序、規定相互衝突、不利於適用的結果。因此，我國亟需制定一部關於BOT投融資方式的專項立

法，以規範BOT方式的操作程序和運作方式，實現現行法律體系與BOT方式的銜接，為BOT方式提供良好的法律

環境。首先，這部專項立法應當對BOT項目適用範圍、項目公司資本制度、政府保證的效力、外匯兌換、投資回

報率以及審批程序等問題作出明確的適用於BOT項目的特別規定；其次，應在BOT立法中對國內外投資者做出平

等、統一的規定，雖然目前我國採用BOT方式主要用於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

採用國內BOT方式的比例將會逐步提高。公平的、統一的規定是BOT項目融資模式發展的客觀要求。

其二，關於政府保證的效力的明確。我國《民法通則》及《擔保法》等基本法律均已對政府作出的商業性保

證和擔保作出了嚴格的禁止性規定，然而，對於BOT項目中不可缺少的政府政策性承諾如何定性，則需要BOT立

法的明確，主要包括：對投資者給予競爭保護，承諾不在同一地區從事相同性質的建設項目，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不受競爭威脅；保證給予投資者一定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保護貸款銀行利益的承諾，等等。

其三，對於BOT項目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應當如何解決的問題，也應當作出統一規定，包括採用協商、調

解、仲裁和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主體的訴訟資格問題，管轄權、法律適用等等。另外，對於政府承擔違約責任的

形式也應當作出明確規定，並明確在何種情況下視為政府不具有豁免權。

2.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概述
BOT項目融資模式是目前比較成熟和應用最為廣泛的項目融資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存在著出資人承擔風險過

大、項目融資前期工作週期過長及投資各方利益衝突大等缺點。PPP模式的出現很好的彌補了上述缺陷，是一種以

各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PPP泛指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基於各

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作經營關係，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由此可見，

BOT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PPP操作模式中的一種。9 兩者雖極易混淆，卻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2.1. PPP項目融資的概念
首先，從兩者本質上來看，BOT著重於私營企業對標的項目的建設—運營—轉移，政府是私營企業順利運行

BOT項目模式的協助者，項目失敗的風險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而PPP則更強調的是公共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

建設和管理而達成的長期合同關係，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監督者和合作者。政

府並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這是PPP與BOT

的本質區別所在。

其次，從項目組織機構的設置來看，BOT項目融資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是以等級式關係

發生相互作用，並不存在一個相互協調的機制。不同角色的各參與方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標——自身利益最大化，導

致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存在一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的相互協調機制，對融資過程中的

機構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最後，從運作程序上來看，PPP項目融資模式也有著與BOT項目融資模式不同的運行程序，PPP項目融資模

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BOT項目融資模式從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項目。

總之，PPP和BOT本質上都是項目融資的方式，而PPP概念更為廣泛，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如醫

院、監獄、學校等），反映了更為廣義的公私合營長期關係，包括共享收益、共擔風險和社會責任等。

2.2. PPP的運作模式
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通過合作關係建立起項目公司，並通過該項目公司實現作為標的的公共項目。項目的成

功運營使得私營企業獲得相應的投資回報，而公共部門達成其實現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根據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將PPP分為橫向和縱向兩種類型。橫向合作關係中，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之間是平等合作關

係，共同擁有項目公司的股份，並共同對項目進行策劃、計劃、融資等。橫向合作關係適用於長期提供的公共服

務或經營、維護已有的公共設施；而縱向合作關係則更類似於本章第一部分討論的BOT的模式，常用於對營建新

的基礎設施，或對已有設施進行擴建。因此，本部分將著重討論PPP模式中的橫向合作關係。

在PPP模式中，參與項目的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都是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影響，他們的合作建立在特許

權協議的基礎上，始於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並貫穿於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此項目的整個週期

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項目融資的可能性進

行評估確認；採用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成功融資方式的標誌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

目風險分配。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中，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是

應當平等的在特許權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項目的運作模式並非固定的，而是應當根據項目自身的特點和參與者的管理、技術、資金實力，對所採

用的PPP模式盡享優化調整，以爭取獲得更大的資金價值。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採用PPP模式的主要原則是發揮政

府和企業各自的優勢，私營企業做不了的或不願做的由政府承擔；而政府則要監管項目的質量、價格、服務等，

合理分擔項目風險和收益，而且這種監管應以統一的法規政策如《公司法》、《勞動法》、《環保法》來進行。

2.3. 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優勢
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相比，PPP模式的優勢在於：

第一，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同時參與項目的論證，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並在項目的初

始階段更好的解決項目整個週期內的風險分配；

第二，PPP模式可以使得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私人企業在項目前期就參與進來，有利於利用私人企

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PPP項目模式還允許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進一步的技術創新，而BOT模式由於在項目的

早期階段對於建設所採用的技術設計方案已經確定，從而使得這種創新受到限制；

第三，在PPP項目融資模式下，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運營，雙方可以形成互

利的長期目標，更好的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而且，PPP項目融資模式有可能增加項目的資本金數量，進而降

低較高的資產負債率；

第四，對於有意向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的私人企業來說，可以盡早和項目所在國政府或有關機關接觸，可

以節約投標費用，並節省準備時間。

2.4. PPP項目融資模式中政府的角色
PPP模式反映了現代公共設施和服務的生產方式的新理念，首先必須由政府制定並執行相關的法律，形成公

用事業吸引私人部門投資的制度環境；然後政府作為主要公共部門在其中選擇合適的私人合作夥伴，並與之共同

分擔風險、分享收益。整個過程反映了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發生了職能分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是其天職所在，不可規避，但卻可以制定規則決定採用何種方式來生產公共服務。所以，在PPP模式中，政府至

少承擔著三重角色的責任和義務：規則的制定者與執行者、公共服務的採購者和提供者、公共服務的監管者等。

第一，規則制定者與執行者　 
為確立允許通過私人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而更有效提供公共服務質量的目的，政府必須首先通過制定法律、

法規等法律文件建立一個可吸引私人投資而又能實現公共利益的法律框架。這個法律框架應當遵循以下幾個基本

原則：透明、公正和長期有效承諾。為保證這些規則得到貫徹，政府還必須通過各種具體行政管理手段來執行其

中的有關規定，以履行其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

第二，公共服務生產者、採購者和提供者
公私合作制首先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之中。從項目一開始，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就會共同參與決策，

共同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並且共同承擔項目有關的風險、成本與投資，尋求實現雙方利益的共贏。特別是公共

事業項目中私人部門做不好的，或者由私人部門做效率反而不如公共部門的那些部分，就應由公共部門來承擔。

權利之上。結果可能幹涉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使得私營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優勢不能發揮，從而導致項目

的不成功或損害私營企業的投資利益。

北京市地鐵四號線項目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上述問題的範例以規避上述風險。首先，把整個地鐵

項目分成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部分，分別由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採取不同的投融資方式。這樣合作雙方各取

所長，大大提高了項目建設的效率。同時明確的分工，也使得政府方面在項目合作中的責任得到了界定，從而

預防其以行政權力干涉私營方的正常經營活動。其次，組建了專門的機構，代表政府投資。該項目中，北京市

國資委出資並依照《公司法》成立了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北京市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

的投資融資平台，代表政府直接投資、參股PPP特許經營公司，使政府對特許公司也擁有了一定的決策權和控

制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專門成立北京地鐵四號線投資有限公司負責四號線項目公益性部

分的投資建設。這樣的設計，使得政府應享有的私法權利和應承擔的私法義務有了一個很好“履行者”，對政

府的雙重身份進行剝離，政府則可專注於實施其公權力以避免混淆。最後，良好監管框架的形成和監管能力的

執行是一個項目得以完成以及未來順利運營的關鍵。政府監管必須保證企業生產或運營的可持續性，讓接受監

管的企業得到合理的收益。政府監管必須確定一種承諾機制，以保證企業資產的安全性，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並給企業提供投資的激勵。政府監管不力將會帶來各種各樣的風險，監管效率成為政府監管的最重要目標。

4. 結論
總體來說，我國鼓勵發展BOT項目，然而由於經濟和法律的傳統遺留問題，BOT項目目前在我國法律體系下仍

受到諸多限制。文章著重分析了BOT項目融資模式中由於特許權協議、政府與貸款銀行利益衝突以及立法缺陷而導

致的法律風險。究其成因，可概括為實務操作、經濟利益和立法缺陷。因此，文章針對上述成因提出了相應的防範

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特許權協議中條款保障項目的合法有效以及約束相關當事人的行為保證項目交易安全、貸款銀

行充分利用政府銀行間雙邊協議保障自身利益、完善BOT項目相關立法以消除立法缺陷導致的法律風險。

文章進一步通過對PPP項目融資運作模式的分析，闡述了PPP項目融資模式與BOT項目融資模式的差異和優

勢。PPP項目最大的特點是公共機構與私營企業的平等合作關係，這一特點使得PPP項目能長期穩定的運營。政

府公共部門在這種平等合作關係中的角色則存在著公和私的雙重性質，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權力可能為項目的順

利運營帶來便利；而另一方面，政府公私權力（權利）混淆則可能妨礙到私營企業的正常經營，從而給項目安全

帶來威脅。文章運用案例分析法，對北京四號線PPP項目進行了詳細分析。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PPP項目融資模

式並獲得成功的基礎設施建設運營項目。結合上述討論，文章以北京地鐵四號線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具體操作設

計為模板，提供了政府公私雙重身份剝離的方法，即將政府的私權利委託給經濟體履行。

參考書籍：

1. 王守清，柯永健，《特許經營項目融資（BOT、PFI和PPP）》，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2008。

2. 蔣先玲，《項目融資模式及法律問題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2。

3. 梅明華，李金澤，《項目融資法律風險防範》，中信出版社，北京，2004。

4.《公司法》

5. 北京市基礎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網址：http://www.bii.com.cn/729-1907-118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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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Chairman of the YMC for Session 2012/2013. The Past 
Chairmen and Committees had laid down a strong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platforms for 
sharing and exchanging knowledg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o help young 
members develop their career. These platforms would include sponsoring young 
members to attend site visits and CPD events, organizing career talks and technical seminars, 
and join social function with other societies to explore the vision of our future leaders.

The mission of YMC is to promote HKICM to stu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and help 
those young members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ir career to be a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manager. This year, YMC would like to organize different academic seminars and technical 

visits to interested members and tertiary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reinfor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mbers 
and the YMC committee, we have launched the facebook group – HKICM YMC Chatroom, in January 2012. Updates 
of our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industry will be posted from time to time. All young member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visit and join our group to make us a better community.

Last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need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n our events. You may visit the HKICM 
websit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lanned events. Please also let me or any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know your 
views and suggestions as to how we could serve you better by dropping us a line.

Academic seminar cum introduction seminar of HKICM
A seminar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Project Management w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on 22 February 2012 for those associated degree students of City University. The first session was by Mr. 
Simon Wong, Senior Building Services Manager, China Resources Construction Co., Ltd., shared his experience in 
using the BIM for project delivery of a building 
project “Green 18” at Hong Kong Science Park. The 
second session was conducted by Dr. Calvin Wong, 
who is the Manageing Director of Tecton Ltd., 
explained the vi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BIM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BIM is becoming popular and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provides an effective tool for 
visualization of potential design-construct-interfacing problems during project delivery and has great value beyond 
project delivery. The presentations from our guest speakers were extremely interesting and fruitful to the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a session on introduction of HKICM was delivered by Dr. C.M. Ho, the Honorary Secretary 
of HKICM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who has extensive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Client and 

contractors. His attractive presentation not only helps the participants 
know more about HKICM but also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 managers.

The seminar was very successful and attracted around 100 students to 
attend. The speakers share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with the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seminar and th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uest speakers and participants’ support.

Mr. Elvis Koo
YMC Chairma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HKICM is delighted to launch the HKIC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The Award).

The Award is founded with the aims of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providing an open competitive platform for their students and graduates to demonstrate their 

capabilities and share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gime.  

Individual or group research papers/projects are welcomed.   

Topic
The research paper/project shall b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lated.  

Categories
• Group A: Master Degree students;

• Group B: Bachelor Degree students; and

• Group C: Sub-degree programmes students

Awards and Prizes
• The Champion in each group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cash coupon of HK$10,000.

• The 1st Runner-up in each group will be awarded a 

certificate and a cash coupon of HK$5,000.

Award Presentation
• The Award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coming Annual 

Dinner on 6th September 2012.

Extra Activities
• Abstract or summary of the winners’ paper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HKICM Newsletter.

• Winners will be invited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es 

in our CPD Seminars.

Submission 

• Please complete the Registration Form and 

forward one hard copy with a CD  of  your 

research paper/project to the HKICM Secretariat

Office before 30 June 2012.

For details, please contact the HKICM Secretariat Office.

Message from YMC Chairman,

Elvis Koo

INSIDE BACK COVER

HKICM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Award

2011/2012



First Issue 2012 ISSN 1813-5692

環保管理

完工期限

財政預算
安全指數

FRONT COVERBACK C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