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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片区综合开发是各地方政府引领城市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在传统投融资模式规
范严管政策不断出台、PPP模式收紧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合规性从严要求等背景下,片区综合开发在
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限制因素。因此,为了更好的实施片区综合开发,可采用ABO模式(授权(Authorize)建设(Build)-运营(Operate))进行的委托建设运营开发,在保障项目合规性的前提下,推动片区综合开发项
目的实施,提升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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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local governments to
lead urban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standardized and strict policies for tradition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s, the tightening of PPP mode
and the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liance of implicit deb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ve
facto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the entruste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development of ABO
mode (Authorize-Build-Operate) can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ject of the area and improve the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level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project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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