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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物有所值评价中折现率的选择
——基于STPR法与CAPM模型

【摘要】目前对PPP物有所值评价中折现率的讨论集中于折现率选取方法及影响因素的分析，PSC
值与PPP值测算中折现率的选取包括采用相同折现率和不同折现率两种观点。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

政府视角下PSC值和PPP值测算采用相同的折现率更合理，但计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时应站在私

人部门视角并考虑风险差异性，采用较高的折现率。利用社会时间偏好率测算 PSC 值折现率，利用

CAPM模型考虑风险调整确定投资者期望收益率，并结合债务成本综合加权平均测算PPP值中运营补

贴支出的年度折现率。研究为公私双方折现率的选择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高PPP项目物有所值评价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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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财政部发布的《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

（财金［2015］167号）第三十二条规定，用于测算PSC
值（公共部门比较值）的折现率应与用于测算PPP值
的折现率相同，参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

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财金［2015］21号）第十七条及

有关规定测算。而财金［2015］21号文第十七条规

定，年度折现率应考虑财政补贴支出发生年份，并参

照同期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合理确定。计算PPP模

式下私人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成本现值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时使用的年度折现率同计

算PPP值时使用的年度折现率一致。可见，进行物有

所值（Value For Money，VFM）评价时，测算 PPP值

中各年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和测算传统模式下

PSC值的折现率相同。

VFM评价就是资金最佳使用价值评价，被定义

为：为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成本

和质量（或满足期望）的最优组合。VFM评价将公共

项目传统投资方法和PPP模式看作一组互斥方案，

当PPP值小于PSC值时，实现了资金价值的物有所

值。但计算 PPP值时包括对股权投资支出、运营补

贴、风险承担支出和配套投入支出的计算，其中运营

补贴和风险承担支出都是给予PPP项目私人部门，

相当于私人部门的收入，应站在社会资本角度进行

评估。问题是计算PSC值的折现率是否应该等同于

评估PPP值的折现率？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并进一

步探讨测算PSC值与测算PPP值中各年运营补贴支

出的折现率。

二、测算PSC值与PPP值的折现率是否应该相同

1. 现行的两种观点。某一项目的折现率是投资

者投资于相同风险资产所能获得的收益率，只要项

目风险一致，使用的折现率就应该相同，而项目真正

的风险与是由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提供资金无

关，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由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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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PFI或 PPP模式时将风险计入资金成本，而政

府由于不受实际风险的影响可以无风险利率为项目

提供资金。因为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成本主要受

感知到的违约风险影响，而不受特定投资收益质量

评估的影响。按此观点进行VFM评价时，项目不论

是由政府自行供给还是采用PPP模式供给，其风险

不随供给模式改变，而由项目自身决定，因此，计算

PSC值和PPP值时选取的折现率应该一致。

但一些学者认为PSC值和PPP值测算应使用不

同的折现率。Grout（2003）认为在进行PSC值和PPP
值测算时使用相同折现率是不恰当的，因为当评估

公共部门供应时，要从建设设施支出角度进行，对成

本现金流采用一个折现率；相反，在评估私营部门供

应时，要从收益角度进行，对收入流采用一个折现

率，这两种现金流的风险特征不同，一般成本比收益

的风险性要小，所以私人部门采用的折现率要高于

公共部门才更恰当。为证实这个推论，2002年，普华

永道受英国政府商务部的委托，对私人主动融资

（PFI）项目的收益率进行了测试，选择了 64个私人

PFI项目作为样本，涵盖各个类型的PFI项目，约占

PFI项目建设总造价的 23%。研究发现，所有样本中

项目每年的平均收益率为7.7%，比得出的加权平均

资本成本估算值 5.3%高出 2.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

着PFI项目的平均收益率高于资本成本，超出融资

成本的收益为 2.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投标成本占比 0.7% ~ 1.3%（平均 1%），因为私

人主动融资模式下投标成本高于其他采购方式下的

投标成本，这些成本至少有一部分必须通过股权收

益收回；第二，与公共部门贷款相比，私人部门贷款

的基本利率更高。股权收益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模型）计算的无风险收益率通常采用掉期

利率（5.75% ~ 6.25%），而非同业拆借利率（5.3%），将
平均资本成本提高了 0.45% ~ 0.95%（平均 0.7%）。对
于缺失的 0.7%，普华永道将其归于PPP市场的结构

性弱点，但Darrin（2016）将剩下的 0.7%溢价归于项

目的不确定性。

可见，对测算PSC值和PPP值时折现率的选取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按照相同折现率进行测算，财

金［2015］167号和财金［2015］21号文件采纳了此种

观点；另一种是按不同折现率进行测算，测算 PSC
值时按政府部门风险确定折现率，测算PPP值时按

私人部门风险确定折现率。

2. 测算PSC值和PPP值时折现率的选取原则。

如何确定测算PSC值和PPP值的折现率，归根结底

要看站在谁的角度进行评价。VFM评价应站在政府

视角，相当于政府在两个供给方案中进行选择，自行

供给或采用PPP模式供给，那么评价时采用相同折

现率是合适的，这与前述文件规定一致。但对用来计

算PSC值和PPP值的各年现金流量，要考虑供给方

式差异，因资金成本差异、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等

特点造成各方期望回报率不同，从政府视角和私人

视角测算PPP值中各年运营补贴支出时使用的年度

折现率应该不同。政府融资不受项目风险影响，基本

不存在违约风险，融资成本较低，但对私人资本来

说，项目风险大小影响其未来发展和偿还能力。若项

目风险大，则会加大其违约风险，融资成本上升，所

以将项目风险计入资金成本是合理的，而且PPP项

目一旦建成，只能用于最初计划的用途，资产专用性

强。此外，PPP项目通常期限较长，不管怎样识别和

分析风险，未来都是不确定的，投资人需要超额回报

来弥补不确定性。因此，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

的折现率选择必须考虑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融

资成本和资产专用性，该折现率应高于测算PSC值

时的折现率。

使用者付费类型的PPP项目，政府没有实质性

支出，但使用者支付的费用相当于政府采用PPP模

式的机会成本，可以看成PPP项目的成本，而且该费

用已考虑了私人部门承担的各类风险，因此，测算

PPP值时各年支出构成包括使用者付费支出和私人

部门承担的风险费用，对于此类项目只需确定测算

PSC值和PPP值的折现率即可。对于非经营性项目

一般采用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由政府

财政资金来满足社会资本的预期回报，并且VFM定

量计算更多的是针对非经营性项目，即由政府付费

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因此，本文主要研究非经营性

PPP项目VFM折现率的测算。

三、VFM评价中折现率确定的文献研究及实践

惯例

折现率的选择对项目VFM评价有着重要影响，

直接决定是否采用PPP模式。各国由于风险评估、财

务指标确定及其他假设因素等的不同，对VFM评价

中折现率的选取方法也各不相同。目前折现率的确

定仍是争论的焦点，选取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社会

时间偏好率（Social Time Preference Rate，STPR）

法，该方法认为折现率应反映政府政策偏好，即政府

愿意放弃一单位现时消费所希望换取未来更高水平

□·108·财会月刊2018.08



消费的回报率。Grimsey（2005）采用 STPR计算反映

成本与效益的折现率，英国将采用此方法计算出的

实际利率 3.5%作为 PPP项目折现率，但是当项目

特许经营期超过 30年时，英国开始使用递减折现

率。二是社会机会成本（Social Opportunity Cost of
Capital，SOCC）法，该方法认为政府项目的折现率

等于资本市场对可比投资的预期回报，即私营部门

的资本机会成本。Young（2002）认为在考虑私人部

门投资积极性的情况下，政府采用社会机会成本方

法计算折现率更为合理。加拿大政府在2007年的成

本效益分析指南中采用 SOCC法得到了 8%的实际

利率并将其作为折现率，这种方法实际上是CAPM
模型的衍生。三是利用CAPM模型确定折现率，该

方法可以规范应用程序，根据具体情况适应项目的

规模以及战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澳大利亚建议，对

于不同的项目，应根据CAPM模型将市场无风险回

报率加上风险溢价反映系统性的市场风险作为项目

贴现率。加拿大在折现率选取方法上与澳大利亚类

似。四是无风险利率法，通常选用公共债券利率作为

项目折现率。

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国内在VFM评价程序和方

法上尚不完善，财政部 2015年出台的《PPP物有所

值评价指引（试行）》强调现阶段以定性评价为主，未

对定量评价程序和方法做详细规定。为避免折现率

取值在财务评价中的争议，投资各方通常直接选取

国家统一发布的关于行业折现率的取值，但这种折

现率选取方式不能真正反映投资各方的成本收益水

平。此外，综合考虑可能的项目风险、融资成本、社会

时间等因素，测算PSC值和PPP值中各年经营补贴

支出时应采用不同的折现率。鉴于此，本文分别站在

政府与社会资本角度讨论VFM评价中测算PSC值

和PPP值的折现率和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

折现率确定方法。

四、测算PSC值和PPP值的折现率选择

VFM评价的可靠性一直受到质疑，在计算PSC
值时，各种风险、折现率及其他因素的估算都基于一

定假设，使得PSC值只是一种估算，并不可靠。在这

些因素中，折现率的取值对PSC值和PPP值的确定

具有关键影响，PSC值折现率应当反映政府投资公

共基础项目时，社会对当前及未来成本收益的相对

评价与估算，这一折现率反映的其实是一种社会折

现率。

1. 社会折现率确定方法。目前我国《建设项目

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采取社会时间偏好

与社会机会成本加权平均法估算的 STPR大约为

4.5% ~ 6%，资本的回报率大约为9%~ 11%，加权平均

后得到8%的社会折现率。Lopez（2008）在STPR法的

基础上计算了九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折现率，他

认为考虑到国家增长的机会性，未来增长率较高时，

社会折现率在 5% ~ 7%之间，反之在 3% ~ 5%之间。

PPP项目作为公共基础建设的一种方式，具有建设

运营周期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考虑社会可持续发

展及代际之间的利益分配，孙燕芳等（2012）采取

STPR与 SOCC加权平均的方法确定PPP项目折现

率。汪海洲等（2013）基于宏观数据，运用STPR法计

算出我国社会折现率的合理取值应为 4.5%。

Weitzman（1998）提出了递减折现率的设想，证明了

以复利公式折现的等效折现系数是随时间递减的。

虽然递减折现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固定折现率

可能面临的时间跨度问题，但由于PPP项目的特殊

性、未来不确定性和估计的困难性，进行VFM评价

时，往往只需考虑特许经营期而不必考虑代际之间

的时间跨度问题，递减折现率不再适用。例如英国，

只有当项目特许经营期超过30年时，才开始使用递

减折现率。SOCC法在确定资金不进行公共基础建

设而用于投资其他项目所带来的最大价值的计算上

十分困难，而STPR法考虑了时间的不确定性影响，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方法简便，

本文采用STPR法进行PSC值测算。

2. PSC值与PPP值测算中折现率的选取。确定

使用 STPR 法测算 PSC 值后，本文以汪海洲等

（2013）计算的 4.5%的社会折现率作为 PSC值折现

率的取值。虽然 4.5%的折现率远低于我国《建设项

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的建议值，但与其

中估算的STPR大致相同。此外，较高的社会折现率

往往不利于公共项目投资的成功，而且国际上发达

国家近几年逐渐下调了社会折现率，较低的社会折

现率更适用于评价长期项目。因此，选择 4.5%作为

PSC值和PPP值测算时的折现率更为合理。

五、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选择

测算PPP值和PSC值的折现率是从政府角度进

行的选择，而测算PPP值中各年运营补贴支出的折

现率应站在社会资本角度进行选择，两者评估角度

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后者应反映社会资本投

资PPP项目所预期的最低投资收益率。现有研究尚

未对测算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进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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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下文旨在通过以往对PSC值和PPP值折现率确

定方法的研究，寻找适用于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

支出的折现率。

1.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折现率的确定方法。

Oliveira（2015）从社会部门角度出发，利用CAPM模

型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模型确定葡萄牙PPP交通项

目折现率；刘广生等（2013）在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

基础上指出，应从本行业内选取规模与风险都具有

代表性的项目，通过CAPM模型计算投资收益率，

并在综合考虑项目融资成本、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的

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后作为项目的基准收益率。在

实践中，澳大利亚考虑项目具体情况，在可搜集到的

成本效益综合数据基础上，采用CAPM模型进行详

细计算并确定项目折现率；美国弗吉尼亚州也经常

使用CAPM模型计算折现率。

可见，CAPM模型是各国在确定PPP值折现率

时广泛采用的一种方法，CAPM模型可规范公共项

目评估程序，适应项目的规模、特点和不确定性，可

操作性强。此外，该模型可以综合反映风险、成本和

收益，更适合社会资本对项目收益率的评价。因此，

本文采用CAPM模型对测算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

出的折现率进行估算。PPP项目风险由政府和私人

部门共同承担，因此要考虑项目风险分配的影响，在

利用CAPM模型测算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

现率时，需在综合项目风险分担的基础上进行相应

调整。此外，利用CAPM模型计算得到的折现率往

往仅反映股东的期望收益率，并非项目整体的资产

收益率，故还需在此基础上考虑项目贷款融资成本，

进行加权平均调整。本文基于CAPM模型，以可比

公司和市场为基础，考虑项目本身的资本结构及

PPP项目风险分配调整，确定测算PPP值中运营补

贴支出的折现率，基本思路如图所示。

2. 运用CAPM模型确定折现率的步骤。本文计

算 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时以CAPM模

型为中心，考虑各参数及影响因素。其中CAPM模

型公式为：

R=Rf+β（Rm-Rf） （1）
式中：Rf为无风险报酬率，一般采用长期国债

利率，由于PPP项目特许经营期在 25年左右，应选

用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Rm为市场平均收益率；

（Rm-Rf）为市场风险溢价；β为风险系数。由于PPP
项目不是金融市场上既定的公司，故本文采用与

PPP项目同行可比公司的β值的平均值进行适当调

整后得到 PPP项目的β值，可以分别计算可比公司

的公司收益与行业市场收益，通过Excel斜率回归，

获取每个可比公司的β值。各参数计算过程如下：

（1）可比公司股票收益率计算。本文通过搜集可

比公司 2012 ~ 2016年各月股票收盘价及各年股息，

计算得到各可比公司股票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Ri为第 j期股票 i的收益率；Pi，j为股票 i
在第 j期的价格；Pi，j-1为股票 i在第 j-1期的价格；Dj

为股票 i在第 j期的股息。

（2）市场收益率的计算。本文选取2012~2016年
沪深300指数计算各期市场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

（3）

其中：Ij为第 j期市场指数；Ij-1为第 j-1期市场

指数。

（3）PPP项目β值的计算。由于本文PPP项目β值
的计算采取的是可比公司法，考虑到PPP项目财务

杠杆的影响，需要对计算出的每个可比公司的β值进

行处理以获得目标行业的β值即βl。处理方法如下：

βl =βμ × éë ù
û

1+（1- t）× D
E （4）

其中：βl为加载项目财务杠杆β系数，即为所求

目标行业β值；βμ为卸载财务杠杆的系数，即为可比

Ri =
Pi,j - Pi,j - 1+Dj

Pi,j - 1

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计算思路图

Rm =
Ij- Ij - 1

Ij - 1

社会资本方
承担风险比例

项目借入资金

RmRf β

特许经营期

项目自有资金

CAPM模型

PPP项目

行业类型

可比公司

卸载杠杆的βu

加载杠杆的βl

项目自有资金比率 项目借入资金比率

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

股东资产收益Rg=Rf+β（Rm-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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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β值的均值；t为所得税税率；D为债务资本；E
为权益资本。由于PPP项目的特殊性，需对βl系数进

行风险调整，设PPP项目社会资本方承担的风险比

例为Rs，则调整后得到PPP项目β系数=Rs×βl。

（4）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计算。

通过上文计算得到的各项参数，利用CAPM模型计

算得到股东资产收益率Rg。考虑到PPP项目的负债

融资成本，综合加权平均得到测算PPP值中运营补

贴支出的折现率，即R=Rg×自有资金比率+Rd×借
入资金比率×（1-t）。其中：Rd为借入资金成本，通常

为银行长期借款利率；t为所得税税率。

六、案例分析

本文以某县绕城段及新南外环建设工程PPP项
目为例，根据VFM评价中建设和运营阶段整理得到

的数据，利用上述方法测算该项目的折现率，并进行

VFM评价，对比项目原有VFM评价结果，对该方法

进行检验。

1. 项目概况。该工程总投资 90940.17万元，其

中项目自有资金 18188万元，银行贷款 72752.17万
元，银行贷款利率为 5%。采用BOT模式，合作期 15
年，其中建设期3年，运营期 12年。项目属于政府付

费类型，进行VFM评价时的折现率为4.51%，合理利

润率为6%。项目全部风险成本占项目建设和运营维

护成本的 12%，其中政府自留风险占项目全部风险

的15%。

2. 利用 CAPM 模型计算在测算该 PPP 项目各

年补贴支出时使用的折现率。

（1）Rm与Rf的确定。通过Wind数据库搜集沪

深 300指数 2012 ~ 2016年各月指数收盘价，计算得

到市场平均收益率 Rm 为 10.76%。由于高速公路

PPP项目特许经营期一般在 20年左右，无风险报酬

率一般采用与特许经营期相近的国债利率，通过

Wind数据库搜集2012 ~ 2016年10年期国债年末到

期收益率，计算得到年平均到期收益率为 3.4838%，

即无风险收益率Rf=3.4838%。风险溢价=Rm-Rf=
10.76%-3.4838%=7.2762%。

（2）可比公司及其βu的确定。本文选取道路运

输行业中通行费及配套服务收入为主营业务且占公

司业务 60%以上的公司作为可比公司，最终得到粤

高速A、深高速、四川成渝、山东高速等 10家公司。

利用Wind数据库获取各可比公司 2012 ~ 2016年各

月收盘价、各年产权比率均值以及沪深 300指数各

月指数收盘价，按上文方法计算得到各公司的β系

数、产权比率均值及卸载杠杆的系数βu，求得平均

卸载杠杆系数βu=0.5338。可比公司资料见表1。

（3）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确定。

本项目自有资金和借款的比例为 2∶8，即项目负债/
资产为 4，项目所得税税率为 25%，加载项目财务杠

杆后的βl为 2.1352，考虑到该项目中政府保留风险

为项目全部风险的 15%，进行风险调整后的β为
1.8149，代入CAPM模型计算得到Rg为 16.69%。银

行借款利率为5%，综合加权平均后得到测算PPP值
中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 R=6.34%，大于利用

STPR法计算的折现率 4.5%，验证了计算 PPP值中

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高于测算 PSC值时使用的

折现率。

3. 项目VFM定量评价。根据财金［2015］167号
和财金［2015］21号文件，项目VFM定量评价流程包

括：PPP值测算、PSC值测算、比较 PSC值和 PPP值

并得出定量评价结论。

（1）PPP值及PSC值测算。该项目资金全部来自

社会资本，即股权投资支出为0；社会资本收入全部

来自政府补贴收入，竞争性中立调整值为 0；采用

6.34%计算PPP项目运营补贴支出，对VFM定量评

价结果进行重新测算并与最初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VFM定量评价数据结果见表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采用 STPR法计算得到的

折现率与项目最初测算时采用的折现率基本一致；

重新测算后的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折现率大于最

初测算使用的折现率，这是导致计算的PPP值存在

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测算PPP值中运营补贴

支出折现率是计算PPP值的关键。

（2）VFM评估结果及对比。通过上述计算得到

PSC值和PPP值定量评价的比较数据见表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可比公司名称

楚天高速（600035）
东莞高速（000828）
赣粤高速（600269）
吉林高速（601518）
宁沪高速（600377）
四川成渝（601107）
山东高速（600350）
深高速（600548）
皖通高速（600012）
粤高速 A（000429）

β
1.2805
0.9897
0.8608
0.9053
0.5186
1.1608
0.9866
0.8557
0.7737
0.8005

产权比率均值

1.6220
0.5820
1.0880
0.9180
0.4600
1.2800
0.8380
1.0860
0.4420
1.2020

βu

0.5777
0.6890
0.4740
0.5362
0.3856
0.5956
0.6059
0.4716
0.5811
0.4210

表 1 可比公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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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两种测算方法下该项目均通过了

VFM评价，但重新测算的PSC值和PPP值较最初测

算结果增大，PSC 值增加幅度不大，表明将使用

STPR法计算得到的社会折现率4.5%作为测算PSC
值的折现率是合理的；而PPP值增加幅度较大，造成

VFM量值和VFM指数变化幅度较大，这是由于重

新测算PPP值时运营补贴支出的折现率选择考虑了

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融资成本、资产专用性等因

素的影响，使得该折现率高于测算PSC值时的折现

率，导致政府各年补贴支出增加，PPP值加大。若不

考虑这些因素，采用较低的折现率可能会使定量分

析不可行的PPP项目通过VFM评价，降低PPP项目

VFM评价的准确性，而且可能导致在政府财政资金

紧缺时，为引入私人资金而允许其在运营阶段收取

更高费用；或为追逐经济效益，降低所提供产品或服

务的质量。这两种情况均会使社会公众利益受损，导

致社会总福利降低。

七、结论

本文基于政府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了PPP项

目VFM评价中折现率的确定，为投资双方折现率的

选择提供了参考方法。给出的建议是：利用STPR法

确定PSC值折现率；利用CAPM模型并考虑风险分

配确定投资者期望收益率，结合债务成本采用加权

综合资金成本确定PPP值中运营补贴支出折现率。

由于考虑了社会资本和政府部门的风险、融资成本

的差异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本研究测算的PPP项
目中运营补贴支出折现率高于PSC折现率，有利于

将非物有所值的项目排除在外，提高PPP项目VFM
评价的准确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PPP项
目借入资本往往占项目总投资的 70% ~ 90%，其β值
需要利用可比公司计算得到的目标项目的β值通过

一定的风险调整才能真正反映，对项目公私双方风

险分担比例确定的准确性要求较高；其次，由于PPP
项目信息公开程度较低，案例信息获取受到限制，无

法获得更多的同类项目进行分析。因此，为积极推行

PPP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应使各地 PPP
项目信息及时入库，健全PPP中心功能，创建更为公

开透明的PPP项目管理系统，使实务界与学术界能

更便利地分析现有项目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为各行

业和项目提供更强大的信息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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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值测算数据

PPP值折现率

政府各项支出折现率

股权投资支出

运营补贴支出合计

保留风险支出（现值）

PPP值

重新测算结果

4.5%

6.34%

0

156656.50

1867.88

102889.20

最初测算结果

4.51%

4.51%

0

136163.36

1866.45

90387.19

VFM定量评价数据

PSC值

PPP值

VFM量值

VFM指数

重新测算
结果A

122438.66

102889.20

19549.46

15.97%

最初测算
结果B

119611.93

90387.19

29224.74

24.43%

差值（A-B）

2826.73

12502.01

-9675.28

-8.47%

表 3 PSC值和PPP值定量评价比较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表 2 PPP值与PSC值测算数据及对比
金额单位：万元

PSC值折现率

建设和运营维护成本（现值）

竞争性中立调整值

项目全部风险成本（现值）

PSC值

4.5%

22523.77

0

12452.55

122438.66

4.51%

19723.33

0

12443.02

1196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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