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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某港口ＰＰＰ／ＢＯＴ项目招标文件案例分析
张水波，高颖，孙唯眸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摘要：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国际某港口项目招标文件进行分析，以帮助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投标人做出恰当的投
标决策。分析内容包括：项目背景、招标程序、招标文件的组成、投标要求、风险分担。分析结果表明，该招标的
时间安排比较仓促，不能满足投标人投标所需要的时间；招标文件的组成不够完善，没有提供投标人投标重要依据
的项目特许权协议草案；项目投标要求的编制比较清晰，但涉及项目风险分担的规定比较笼统模糊，而且让特许权
受让人承担法律、政策变更的风险不尽合理。认为，由于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具有前期沉没成本高的特点，投标者应
在研究招标文件的基础上。采取“以我为主”的投标策略，设定投标的底线，并将其在投标书中体现出来，这样才
能更好地实现投资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的目标。
关键词：国际；ＰＰＰ／８０Ｔ项目；招标文件；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５５１

文献标志码：Ｃ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６８８（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６０揶５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ＰＰ／ＢＯＴ Ｐｏｒｔ

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ｉ－ｂｏ，ＧＡＯ Ｙｉｎｇ，ＳＵＮ Ｗｅｉ－ｚｈｕ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ｒＩｉｖｅ口ｉ睁，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曼ｉ§ｏｆｔｈｅＴｅｎｄ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ａｎｉｎｔｅｒｒｍｔｌｏｎ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ＰＰ，ＢｏＴ ｂｉｄｄ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 ｂｉ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ｕｒ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ｅｎｄｅｒ
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ＰＰ，Ｂ《玎Ｐｏｒ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ｓｅｔ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ｂｉｄｄｉｎｇ ｐｒｏｅ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ｒｅｑｕｋ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ｉ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ｄ．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ｃｈ ｋｅ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ｎｃｃ￥－

ｓ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ｖ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ａＵｏ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ｓ羽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ｉ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ｂＩａｉｍ耐ｆｒｏｍ ｌｅｎｄｅｆ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ｏｔｈ－

ｅｒｗｉｓｅ，ａｎ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协批ｇｙ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ｅ－ｅｏｎｄｉｔｉｏｍ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ｂｉｄｓ，ｗｏｕｌｄ山ｅ ｂｉｄｄｅｒｓ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ｅ ｍａｋｅ

ａ

Ｓｌｉｔｔｅｒｓｆｕｌ ＰＰＰ，ＢｏＴ ｂｉ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ＰＰ／Ｂ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近年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

也做出了一定的尝试。但是，ＰＰＰ项目周期长，项目面临

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国家发展对电

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项目主办人的投资收益主要取决于

力、交通、供水等设施方面的需求，同时为了解决项目开

项目的本身收益，而且一旦决定投标，其投标费用也比传

发资金缺乏的问题，已从传统的由业主现汇支付的承包模

统项目高昂得多。根据英困国家审计署的统计，ＰＰＰ项目

式逐步转向以吸引投资为龙头，从而带动项目开发的ＰＰＰ

的前期招投标费用高达项目总投资的２．６％ｌｑ。因此，项目

模式。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仅２０１０年，主要发展中国家

投资人必须首先进行是否参与投标的初步决策。而项目招

在电信、能源、交通、供水和污水处理等行业的ＰＰＰ项目

标文件分析则是ＰＰＰ项目投标决策最基础的信息源。本文

投资额度就高达ｌ ７００亿美元，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际项

结合中东某国的港口ＰＰＰ（ＢＯＴ）项目国际招标案例，通

目投资和承包市场。我国在投资和承包国际ＰＰＰ项目方面

过对招标文件的分析，提供项目投标决策信息．并给出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Ｐ阡项目合约治理研究”（７１１７２１４０）
作者简介：张水渡（１９６８一），男．河南开封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国际工程合同管理与国际ｐｐＰ／ＢＯＴ和ＥＰＣ项目研究。

万方数据

际ＰＰＰ项目投标应注意的问题。
１项目背景和目标

一～

名称为“Ｒ港口扩建项目”位于中东红海海岸，采用
的是ＰＰＰ模式中的ＢＯＴ方式运作（以下称“ＢＯＴ”）。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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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招标失ＢＯＴ模式招标。Ｐｐ要求蔚来投标的一方为该项

究法律对此类特许经营项目的限制条件和支持条件．尤其

目进行投资和建设．并在竣工后的特许期内进行运营。东

是在投资政策和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律性质、项目资产保护

道同发起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该港Ｉ：Ｉ的吞吐量，并通

和争议解决等方面的限制和支持条件。

过借助外来投资带动本国经济。该项目招标方为东道围政

２招标程序

府的交通部（Ｍｉｎｉｓ时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Ｄｒｔｍｉｏｎ），并授权该国的Ｒ

与传统的项目招投标相比，国际ＢＯＴ项目的招投标的

港务局（／｛ＳＰＡ）具俸运作该项譬，ＲＳＰＡ在摆掭文伴中定

持续对间要更长，投标者需要对招标文件给出的招投标过

义为“项目业主”（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ｗｎｅｒ）。该项目的具体目标在

程中的时间节点特别注意。耍对所给出的时间进行估计，

招标文件中表述为：

并可在必要时向招标方申请延长。有经验的招标方会考虑

１）项目业主希望以ＢＯＴ方式。与具备设计、建设、

投标者的申请。见表ｌ。

运营该港１：３（干散货码头终端）能力的国际，国内投资运营

表１本项目招标文件列出的时间计划

入（以个体或联合财团形式）签订合同。授权投资运营人
开发和运营该项目，并力图在特许期内获得最大的投资收
益（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ｏｔｕｍ

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特许期届满后无偿

交给东道国政府；
２）根据国际通行的运营标准，采用最新技术，通过
项目扩建。提高港口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３）为港口所在地以及附近的行政区提供新的就业机
会，并根据Ｉ司家标准，提高庭员服务水平。
招标文件同时说明了采用ＢＯＴ方式进行招标的法律依
据。即：东道国于１９９６年通过并于１９９８年修正的关于
ＢＯＴ政策与指南的ｌ号法令（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１９９６，ａｍｅｎｄ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Ｎｏ．Ｉ，

１９９８）。

荧键节点

大致日期

累计持续对问稠
０

招标文件颁发
招标文件『口Ｊ题澄清接收

２００９—１０－Ｊ０４

６

问题澄清

２００９一１０—１８

８

招标斤答复以及招标
｝｝遗的截止日期

２００９—１】—０２

１０

ｌ技术标评标

２００９一１２一１３

１６

Ｉ投标短名单结果颁布

２０１０—０１一１０

２０

陬判与各同关闭

２０１０一０２一１０

２４

可以看出，招标方的原始计划太乐观，整个招投标过
程不到半年，尤其是问题澄清的时问和合同谈判的时闯更
是不足。由于投标人的投标不单单是投标人自身的行为，

通过背景资料，可以看出，该项目属于扩建项目，因

而且此类项目需要投资人采取各种方式去融资，因此，在

此，其与原港口设施的界面衔接的边界条件是投标者必须

投标提交前，需要与金融机构进行协商谈判，时间确定很

识别清楚的核心条件。这是因为，对于此类ＢＯＴ项目，项

困难。ＢＯＴ合同谈判的时间一般也很长，主要是这一特许

目业主前期的工作深度往往不够．所给予的界面描述的信

经营协议属于长期侨议，一般在１５ ａ到３５ ａ之间，本项目

息比较笼统，而扩建项目竣工后的运营可能在运作程序、

在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是２５ ａ（外加３０个月的项目建设

组织协调、责任分担等方面受制于原有港口设施．所以，

期），因此，要想设计一个完善的特许经营协议。必须设

在投标决策时，必须将未来扩建设施对原设施提供的各方

定很多条件，而且各种条件之间互为关联，其中可能包括

面的支持和服制作为假设条件，并在后期与项目业主方的

很多权变条款（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Ｃｌａｕｓｅ）。根据国际ＰＰＰ／ＢＯＴ

现场考察、澄清和谈判中进行确认。在设定的３个项目目

项目实施的经验可以看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

标中，第一个为经济目标，即东道国政府通过引入国际管

实施快、运营稳”是成功项目的普遍特征。项目前期招投

理技能实现港口投资效益最大化，因此。投标者在港１２１运

标和谈判阶段的“慢”应是常态的，因为这个阶段对关键

“前期幔，

营方面的经验和国际声誉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是否能中

问题不解决，随着项目进程的推移．投资人对项目的投资

标。第二个目标为技术目标，要求投标者采用最新国际技

越增加，就会处于被项目“锁定”状态．导致解决问题更

术标准来投资建设该项目，因此，该标准会影响投标者对

加复杂化．谈判博弈力也会下降。

该项目投资额度的估算。对于我国投资者而言，在投资估

本项目采用国际公开招标，在评出最佳候选中标人

算时就不能按我国港口建设的国内环境投资预算的思维来

后。项目业主与最佳候选人进行谈判。最终签订项目特许

编制项目投资额度。而是根据项目要求的技术条件、东道

铷议。具体评标作法是。先对投标人技术标进行评标，只

国环境条件以及圉际惯例要求来进行投资估算。第三个目

有通过技术标的投标人才有资格进入财务标评标阶段。在

标是项目的社会目标，即该项目能提高当地的就业，因

技术标和财务标进行加权计算后，开始与得分最高的候选

此，投标时必须考虑在建设和运营期间该项目能为当地提

人谈判。这一阶段，接英国ＰＰＰ项目招投标的经验，一般

供的就业人数．作为吸引东道国政府的条件之一。ＢＯＴ项

需要３４个月田。从上述时间安排来看，业主对招标过程的

目招标与传统现汇招标不同。其本质上是引进外资，以项

时间安排太短促，尤其留给合同谈判的时间太短，短短的

目换姿金．属于特许经营。因此，必须考虑东遭国政府的

四周（２４。２０ 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合同谈判。该项目后

现有法律对未来项目实施，尤其是运营期问的影响。本项

面的实际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在笔者参与的另外两个国

目招标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其法律基础，即东道国的专有的

际ＢＯＴ项目的投标中，其中一个项目颁布招标文件和投标

ＢＯＴ法律，所以在投标决策前．必须获得该法律文本．研

书递交的日期推迟了３次；而另一个由于合同条件谈判。

万方数据

中国港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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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融资条件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最终业主将ＢＯ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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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投标要求分析

招标转换为买方信贷的ＥＰＣ总承包模式重薪没标。对于我

ＰＰＰ项目区另｛５于传统项目主要体现在工作范嗣和义务

国投标国际ＰＰＰ，Ｂ０ｒｒ项目的企业来说，一定不要过分受制

的“前仲”与“后延”上。除了项目设计和施工之外，前

于招标方颁发的招投标时间计划，匆匆提交一个不成熟的

延的工作包括项目前期的市场、商务、融资策划，后延的

投标书，而应根据自己的能力，评估妥善完成投标与实施

内容是项目竣工后的运营和移交。下面针对这些方面，对

合同的条件所需要的时间，并根据项目的进程的需要，要

本招标文件进行分析。

求延长时间，则是一种恰当的ＢＯＴ项目投标策略。若自身

屯ｌ对投标韦的要求

能力与业主要求的不匹配，或项目条件太苛刻，放弃投标

该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交的投标书主要包括两大部

也许是一种明智的决策行为。从近几年我国企业承担国际

分：技术建议书（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和财务建议书

大型工程项目的结果来看，不理智的投标决策，是导致项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目后期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

１）技术建议书包括项目参与人情况、项目实施以及

３项目招标文件的组成

商务安排ｉ个部分。

ＢＯＴ项目与传统的项目招标也有一定的区别，特别是

项目参与人情况要求投标人提供项目投资人信息，包

招标方在提供项目信息的深度上差异更大。本项目的招标

括组织架构，组成投标人的联合体各个成员的名称以及相

文件主要内容分为９个部分。７个附录，共４４页，各方面

关角色的情况，除投资人外。还需要提供项目融资人、承

描述十分简单。

包商、咨询顾问等，同时附有各成员单位的关键人员。关

文件正文具体组成如下：１）项目背景介绍（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于各个投标成员，需要提供的具体信息包括：国籍，有关

Ｏｂ—

项目经验，其组织和法律结构，过去三年经过审计的财务

Ｓｅｈｅｄｕｌｅ）；

报表，投资人之间的股本比例和母公司情况，每个投资人

ｔｉｏｎ）；２）术语定义（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３）项目目标（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ｅｃｔｉｖｅ）；４）示意性计划时间表（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５）程序事宜（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６）对投标的要求（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７）评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ｅｍ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８）

商业安排框架（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９）本项目投标限
制性条件（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内部组织关系、角色定位和责任分工。同时，还应包含一
份投标人成员各公司董事会同意参与投标的授权书。
在项目实施计划中．投标人应基于招标人提供的项目
信息的理解，提出自己的项目实施计划，这一计划应包括

７个附录包括：投标要求检核表（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项目的设计和现场布局、施工、设施运营的整体方案，在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商务研究内容（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关键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提出项目实施和运营在质

绩效指标（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项目运营公司需提

供的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表（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量、安全、环保、物质储运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ｆｒｏＩｎ ＴＯＣ）、财务评价数据

商务安排是ＰＰＰ投标书的核心内容。招标文件要求必

Ｄａｔａｓｈｅｅｔ）、投标函格式（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须详细阐述投标人的商务计划书。具体包括：在未来２５
年的特许经营期内的项目愿景（ｉＰｒｏｊｅｃｔ Ｖｉｓｉｏｎ）；投标人参

ｔｏＢｉｄ）、项目现场位置平面图（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Ｍａｐ）。
无论从招标文件的组成，还是从每部分招标文件描述

与项目的动机（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项目关键阶段里程碑日期；

的深度来看，本招标文件提供的信息都很笼统，因此，投

港口服务市场现状与未来市场预期分析，包括为用户提供

标人投标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就很不完备。在招标文件９）

的设施和服务类型，近期业务类型和业务量及其未来的预

中，明确提出，“在正式的项目协议书签订之前，政府或

期变化，市场细分以及目标市场定位，潜在用户特点以及

Ｒ港务局与感兴趣的投标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Ｎｏ

影响用户服务选择的因素分析。预计的货物处理能力；竞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 ａｒｉ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争力以及市场营销策略分析．包括项目所在地区的港口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ｂｉｄｄｅｒｓ ｕｎｆｉｌ ｔｈｅ

务竞争格局，未来竞争环境的变化，项目经济可行性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ｅ

ｅｘｅｃｕｔｅｄ．）”。但从上面的文件组成来

析．与港口项目相关联的产业开发计划．服务定价和服务

看，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并没有包含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草

促销策略等。此外，在商务计划书中，东道国政府还单独

案，而国际惯例做法是，大多数东道国政府在招标时都附

提出了该项目在运营期间的本土化问题．要求投标人提出

有一个特许经营协议草案。供投标人在投标时参考，并在

在项目运营期间所招募当地人员并对他们迸行培训和发展

合同谈判期间以此为基础，结合投标条件进行谈刿，最终

职业生涯的计划，并根据当地劳动法。提出让当地雇员进

形成正式的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和配套协议。虽然在招标文

入运营公司管理层的计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件８）中提供了商业框架要求，但毕竟很简单，所以，对
此项目投标而言，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商务框架要求的基

本招标文件中的商务安排还包括项目融资渠道安排问
题，并要求提交下列内容：

础上，在投标书中设定自己的投标条件，作为后期谈判合

①项目资金结构，包括股本金（ｅｑｕｉｔｙ）、次级债务

同的基础，若仅仅提出了投资额、回报率等具体要求，而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ｂｔ）、夹层债务（ｔ＇ｎｅｚｚａｎｉｎｅ ｄｅｂｔ）、优先债务

对背后的条件不加限定，则项目实施和运营期间就会很容

（ｓｅｎｉｏｒ ｄｅｂｔ）以及设备融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等。

易产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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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针对股本以及各级别债务融资，投标人应分别就资

ｓｈｅｅｔ），协议内容须覆盖：具体的提款要求（ｄｒａｗ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先央条件（ｅｏｎｄｉｔｉ０１１５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财务限制
条件（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ｓ）、保证（ｗａｒｒａｎｔｉｅｓ），违约事件

金类型（ｃｌａｓｓ

（ｅｖｅｎｔｓｏｆｄｅｆａｕｌｔ）、还款计划（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干预条
件（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提前还款条件（ｐ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 ｔｅｒｍｓ）、

安排（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ｒ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期终余额（ｃｌｏｓ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ｔ）、开账金额（ｏｐｅｎ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提款

安排（ｄｒａｗｄｏｗｎ’Ｓ），资本利息（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还款
给出特许经营期内的年度计划。

债权人之间的安排（ｉｎｔｅｒ－ｃｒｅｄｉｔｏ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ｒｉｔｓ）等。

商务安排中的另一内容是要求投标人对交易量进行预

③股东承诺书，包括股东身份、股本量、最小回报要

测分析，并作为后面财务报价书中财务模型的基础．要求

求、认购条件、分红权、投票权，以及股东（联合体）协

投标人的交易馈预测必须反映出其商务计划中的市场策

议或承诺函副本。

略，交易量预测分析深度必须至少达到年进出１３交易量的

④要求每个股东或贷款人确认已经审阅并批准了项目

吨位数。

的财务模型和输出结果。并同时确认财务模型准确地反映
了他们所要求的条件。

招标文件鼓励投标人在商务安排中提供一个港口服务
收费结构分析，以便对用户透明，并使管理更简明。

⑤投标人还必须对其资金安排的弹性给予清楚地描
述．即在项目需要追加投资时的后续资金安排计划。

２）财务报价书包括报价表及支持报价表的财务模型。
财务标报表如表２。

表２财务标报表样式
从运营开始日
期超刮特许经
营期届满为止

Ａ

君

根据承包商商业计划
的坝测交易量／吨位

每吨交易
费用，美元

Ｃ

Ｄ

预计收益
最小保汪营业牧入
（Ａ×占），美元 （７０％ｘ Ｃ）／美元

ｇ

，

ｅ

每平罘士地
租赁费Ｉ美元

土地租赁收入
（占地面积×Ｅ）

向项目业事保证
的总收人（Ｄ＋，）

第１个１２个月
第２个１２个月
等等

但招标文件同时要求，若实际交易量大干预测交易
量，则向项目业主按实际收入支付。
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模型（Ｆｊ∞ｎｃ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应符合下列
要求：
①财务模型应足够的详细，并用ＥＸＣＥＬ电子文本和
ＰＤＦ文本同时提供；

这在决定是否投标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前面
项目业主安排的招标计划中，整个投标期间不足４个月，
显然，投标人必须考虑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投标书的
可能性。在投标基础资料的提供方面，ＢＯＴ项目的投标与
传统的投标差异很大。交易量的预测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
题，因为该项目的时间跨越２５ａ，港口的交易量不但与港

②财务模型应是动态的，即应包括和显示出计算所用

口的位置和服务质量相关，而且与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宏观

的全部公式，不得有隐藏栏或数据表，并包含有运算功

经济发展周期以及竞争环境关系十分密切，投标人应根据

能、各公式和链接；
③详细说明计算所依据的重要假设（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自己对相关数据的掌握情况和调研渠道，来判断港口在特
许经营期的交易量。关于港口服务收费水平的确定，业主
招标中并没有给予硬性的限制条件，只是鼓励投标人给出

④财务模型所包含的现金流来预测必须与投标书中技

其服务收费的结构分析，给予了投标人服务定价一定的灵

术标中商务计划书相一致。现金流预测、港口收费结构、

活性，但由于港口服务不属于完全的垄断服务，因此，服

预测交易量、运营策略之间的关系应具有可追溯性。

务定价还受同行竞争、替代运输方式的影响。

４．２分析

从前面的财务报价书中可以看出，本项目业主评标的

对于国际ＰＰ啪０Ｔ项目，项目核心问题就是投标人投

主要财务指标为该项目给东道国政府所带来的财务收益，

资、建设、运营是否能获得预期收益，而获得预期收益的

即在特许经营期内向项目业主保证的净现值总收入，除了

关键就是项目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就本项目而青，其关键

其他冈素之外，该额度的确定主要受投资人期望的投资收

问题就是扩建港１：３项目投资额度、交通流预测、可收取的

益的影响：其各个参数关系如下：

服务费宰口１。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计算投资人项目投

项目总收益（投资人期望收益＋东道国政府期望收

资收益期颦值，然后才能给出技术标与财务标要求的各种

益）＝项目总收益（交易量×服务费率＋其他开发收益）一

条件。就投资额测算来看，项目招标文件中关于项目本身

项目总投资（投标费用＋建设费＋运营费＋其他开支）。

提供的资料很少，投标人耍想比较准确地对投资费用测

因此，在确定项且总投资和总收益的条件下，投标人

算，需要在投标期内对项目现场进行详细的勘测，并设想

最终决策焦点将会落在其财务报价（给东道围政府带来的

出合理的设计、施工方案．并根据项目实施的环境条件确

财务收益）与自己投资期望值大小的取舍上。

定扩建该项目的投资额。因此，可以看Ｈ｛．投标本项目需

５风险分担

要付出很大的工作量和时间．需要为此花费很大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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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此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很多。如前所述，项

可抗力、政治风险以及双方违约的情况，会在随后的谈判

目的各种因素都可能是一种变量，项目收益计算都建立在

中再予以确定。一般双方违约的责任比较容易谈，但关于

某种假设条件上。若这些假设在实际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

不可抗力和政治风险则不好界定，如某些政府的行为是属

有变化，就会影响项目预期。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项目影

于政治风险。还是属于其违约行为，哪些事件可以归为不

响，是由项目投资人承担，还是由东道国政府承担。则招

可抗力事件等，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做法，双方不易达成

标人应在招标时在项目协议草案中建立一个风险分担框

一致意见。另外，本招标文件还漏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

架，作为投标人投标参照和未来谈判的基础。本项目的招

争议解决方式。投资人应争取采用国际仲裁机构仲裁方式

标文件并没有包括项目协议草案，只是在招标文件中的商

来解决，从而从战略上对政府行为进行一定限制。若东道

务安排以及其他部分给出了笼统、散乱的风险分担，主要

国法律规定必须在该国内采用诉讼形式解决，则必须考虑

内容概述如下：

该国的司法体制的公平和透明性，从当今国际现状来看。

１）特许权受让人（即中标的投资人）对整个项目的

很多国家都达不到这一理想状态，尤其发展中国家。这一

全过程负责，包括项目实施所涉及的各种事宜。项目建设

法律风险必须引起投资人高度重视。

和运营中的超支、拖期等风险由特许经营人负责。

６结语

２）汇率波动风险由投资人全部承担，政府不予补偿。
３）项目实施和运营的所有许可证和牌照的获得由特
许经营人负责，政府方面负责协助。

ＰＰＰ／ＢＯＴ项目不同于传统的工程承包项目，其实质是
投资和项目经营，周期长，前期沉没成本很高，因此，项
目投标决策就应该更加谨慎，并基于招标文件及其相关信

４）现场条件以项目业主交付的实际情况为条件，对

息进行科学地分析和投标决策。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招标文

于因项且现场条件延误项目实施的情况也由特许权受让人

件的成熟度不高，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成熟的ＰＰＰ，ＢＯＴ

负责。

招标范本格式。实践中做法不一，从本招标文件来看，

５）特许权受让人承担项目融资相关的一切风险，包
括利息、外汇的变化和通货膨胀。

ＰＰＰ，ＢＯＴ项目中很多关键问题在招标文件中都没有提到，
如同业竞争保护问题、东道国政府给予的支持条件，项目

６）应有责任遵守特许协议签字时生效的法律以及未

的边界条件等。没有配套的特许经营协议草案，更是本招

来对其的修订，同时特许受让人还应遵守相关政府当局

标文件的缺陷。招标时间的安排也太仓促，没有给予投标

（包括Ｒ港务局）的要求和指令。

人合理的编制投标书的时间。因此，对于我国投资国际

７）对于因不可抗力、政治因素和双方违约事件的补

ＰＰＰ项目的企业，在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投标决策时，应采

偿将在后期的谈判中商定，并最终体现在项目特许经营协

用“以我为主”的原则，在理解招标文件的基础上，制定

议中，但倘若特许受让人违约，则政府有权要求特许受让

自己的投标策略，防止草率决策，尤其重视影响项目中长

人将其股份出售给政府控制的当地运营公司。

期运作的法律、政治、经济等东道国制度安排的完善性和

８）政府在特许权受让人违约的情况下有项目经营的
介入权。

稳定性，并确定该项目中能够承担的风险水平。在项目投
标进程上，应尽早确定自己的投标报价底线，并在不能满

分析：由于本招标文件没有附上通常应随招标文件

足时迅速暂停。对ＰＰＰ项目投标，关键问题越是推迟解

颁发的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草案，在涉及风险分担的招标文

决，对投资人越不利，因为投资人为项目投标和谈判花费

件８）中。只是笼统提出了上述各点，这是该招标文件存

的资金越多，越容易造成“持续的决策偏差（ｂｉａｓｅｄ

在的最大问题。对于国际ＰＰＰ／ＢＯＴ项目，由于签约的一方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因此，应将自己不能接受的风险清单．

属于东道国政府。因此，可认为在履约过程中。项目特许

结合招标文件的规定．在前期随投标书一起递交，并作为

权受让人与政府的实际博弈力量是不平衡的，政府的力量

谈判的前提条件，防止投资人因前期花费太多。并为了得

比项目特许经营人强大得多，因此，作为一种保障机制，

到项目，不得已接受己方根本无法控制和接受的风险。

首先在特许权协议中尽量清晰地界定双方承担的风险。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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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项目的运行，特许权受让人完全被置于政府的控制
之下，这种行为风险是无法接受的。招标文件中，关于不

万方数据

【４】王守清，柯永建．特许经营项目融资（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９９—１０１．

国际某港口PPP/BOT 项目招标文件案例分析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张水波， 高颖， 孙唯晫， ZHANG Shui-bo， GAO Ying， SUN Wei-zhuo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2
中国港湾建设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12(2)

参考文献(4条)
1.Jeffrey Delmon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2009
2.National Audit Office (UK) Improving the PFI Tendering Proces 2007
3.Carmen Juan;Femando Olnons;Rahim Ashkeboussi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 as Strategic Alliances
2008(2062)
4.王守清;柯永建 特许经营项目融资 2008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gwjs201202015.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