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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ic sports infrastructures are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to support the sports developments. Due to the lack o f 

construction funds, the current basic sports infrastructures in China cannot meet the growing fitness needs from citizens. Th e ABS 

financing mode is not only attract investments from overseas, but also attract domestic capital go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sport 

infrastructures. It provides a new way for basic sports infrastructur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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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采用 ABS 融资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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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基础设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建设资金缺乏，目前我国公共体育设施明显不能适应和满足广大群

众日益提高的体育运动热情及健身需求。ABS融资模式不仅可以吸引外资，同时也可以吸引国内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为

公共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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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1．引言 

体育基础设施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

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重要阵地，也是推进体育产业、

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体育基础设施公共品

的属性，在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来供给，形成了投资结构

单一格局。如此单一的资金来源，必然会阻碍体育基础设

施的有效供给，同时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在政府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民间资本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这几年民间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可谓方兴未艾，

其中将民间资金转化为国家基础设施建筑资金的融资方式

被称作 ABS[1]。ABS 模式不仅可以吸引外资，同时也可以

吸引国内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为公共体育基础

设施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现状 

2.1资金融通不流畅，投资总量不足 

甘肃省共有14个市州县，经济发展程度有很大差异，

导致财政能力相差很大直接影响了各级政府对当地的体育

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政府的财政拨款是现

阶段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现阶段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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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的体育公共基础设施需要改进与新建的还有很多，尤

其是老少边穷地区，需要的资金数量相当可观。各市州政

府的资金支持力度差异很大，各市居民可享受的服务质量

可就存在较大的差距。 

2.2 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 

甘肃省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监管机制还不完

善，体育公共服务部门事权、财权不对称；体育行政部门

体育发展策略存在缺陷，不完善的服务体系体系与不规范

的决策机制。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利用自己现有的职位

与拥有的权力去做出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而满足自己政

绩和利益的需要，因此决策者往往将有限的财力用于一些

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体育基础设施的供给与建设。致

使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体育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

足，造成供需结构失衡，供不应求。如表一所示。 

表一  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2012年) 

国家财政支出 中央 地方 

12700.46 998.32 11702.14 

2268.35 193.56 2074.79 

2.3融资模式相对简单、渠道单一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国

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方式主要有政府财政拨款、

社会企业投资、提取体育彩票公益金等。筹资方式比较单

一，比例失衡。甘肃省地处内陆，环境闭塞，经济欠发达，

这就导致了经济市场的不活跃，金融工具运用的贫乏。体

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方式只能依靠政府，但是在经

济欠发达的甘肃，政府财政也有限。所以单一的融资方式

必定会导致体育基础设施的市场供给失灵。如图一所示，

是我国 2011 年城市公共设施投资各类资金来源的比重。 

 

 

图一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各资金来源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11》[2]

 

3.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多元化融资的必要性 
社会公共体育设施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和实施全民健

身计划的主体，是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基本条件，也是我

国体育战略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但从我国目前的情

况来看，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因其投资渠道的单一、资金短

缺等诸多问题而导致其发展速度跟不上体育发展要求，这

已逐渐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一个瓶颈。为解决体育基础设

施供给与建设资金相对短缺的矛盾多元化融资显得十分必

要。 

3.1 能够拓宽融资渠道  

多元化融资（ABS 融资）能够拓宽甘肃省体育基础设

施项目融资渠道。在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

源于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体育基础设施隶属公共服务体

表一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各资金来源的比重

地方财政拨款

国内贷款

自筹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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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建设基本依赖于财政拨款。所以融资方式较为单一，

渠道较窄。如果甘肃省合理利用 ABS 模式来进行体育基础

设施项目的融资，这样不仅可以拓宽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

项目融资渠道，而且为今后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

金筹集问题指明了方向。 

3.2 能够降低融资成本 

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能够降低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项目

融资成本。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显著特点是投资额大，

建设周期长。为了节约资本，如果能降低债息率，就会达

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节约大量资本。然而 ABS 模式可以达

到这一目标。ABS 是通过信用增级使 ABS 发行时的信用等

级提高，债息率一般也较低，从而降低了项目融资成本
[3]
。

而且 ABS 融资项目是不需要政府的特许及外汇担保，涉及

机构较少，酬金、差价等中间费用也较少，融资成本又可

以进一步降低。 

3.3 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可以有效的分散甘肃省体育基

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风险。由于运营周期较长且遵循一定规

律，体育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期限与风险都较稳定。一般认

为，原始权益人向 SPV 让度资产，构成“真实销售”，这样

就隔断了项目原始权益人自身风险与项目本身风险之间的

联系，实现了“破产隔离” 
[4]
。即为了保会投资者的利益，

证券化的资产，在发起人或原始权益人破产时，不作为清

算财产。再者债券购买方人数众多，这就大大分散了 ABS

投资风险。与此同时，原始权益人通过出让资产，预先获

取转让收入，转移资产的所有权，有效降低自身面临的风

险。 

3.4 可以实现一定的会计效果 

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能够实现一定的会计效果。由

于 ABS 证券化的资产是一种“真实销售”，所以资产出售后

即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从而实现表外融资
[5]
。对原

始权益人来说，虽然放弃资产会放弃部分收益，但却使得

可用资金增加，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大大加快

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4.甘肃省体育场馆项目利用 ABS 融资模式的可行性

分析 

ABS 融资模式不仅可以吸引外国资本，同时也可以吸

引国内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为公共体育基础设

施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甘肃省体育场馆项目利用 ABS

融资模式是必要可行的。 

4.1稳定的现金流支持及融资保证 

体育场馆的运营可以产生稳定的资金流，为发行债券

进行融资提供了支持，也保证了债券的还本付息。其资金

流主要来源于体育赛事的门票、停车费、广告收入、冠名

权、周边土地开发权等等。目前国内外体育赛事的频频举

行、国民的健身热为体育场馆的经营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

间。体育场馆项目投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稳定的现金流，

能够形成证券化资产的有效供给。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属于

公益性事业，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具有风险较低、收益

较高的特点，符合我国大众的投资心理。体育场馆项目本

身的资产属性决定了其适应 ABS 融资模式。 

4.2风险较低，有政府的支持 

由于运营周期较长且遵循一定规律，体育基础设施项

目贷款期限与风险都较稳定。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可以

有效的分散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风险。公共服

务质量均等化是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目标，然而体育基础

设施项目是关系人民健康生活的重要部分，必定会受到政

府的高度重视，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政府担保。因此也

能实现较为明确的信用等级。 

4.3零负债威胁 

将 ABS 融资模式引入体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领域，可

以缓解甘肃省体育基础设建设资金短缺的现状。ABS 融资

模式运用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仅增强各方风险防

范意识，明晰项目产权，盘活资产，而且具有零负债威胁

（不会增加融资方的负债）。对于遭受高负债威胁的体育基

础设施项目来说无疑是福音。除此之外，投资者对项目投

资具有自主选择权。从而优化投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

政府则可通过监管证券市场，来调控融资规模，进而调控

投资规模。 

5.结语 

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供需不均衡，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来源单一，为解决体育基础设施供给与建设资金相对

短缺的矛盾，采用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十分必要。ABS 模式

能够拓宽甘肃省体育场馆项目融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分散投资风险并且能实现一定的会计效果。甘肃省体育场

馆项目具有有稳定的现金流；风险较低，由政府支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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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威胁等优势。所以甘肃省体育基础设施项目采用 ABS

模式是必要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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