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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合约下ＰＰＰ项目的运营期延长决策机制①
高

颖，张水波，冯

卓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摘要：以最终用户付费的ＰＰＰ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其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当对私人
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偿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研究表
明：１）并不是在所有需求量下降的情形下政府都应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在有些情形下私
人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实现其自身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２）在政府应当补偿
的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并且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以及各自的重新谈判成本有关．研
究结果旨在为政府科学确定运营期的补偿范围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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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

言

为了应对意外事件对私人部门造成的损失，
一些学者从政府事前保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最

公私合营模式（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简

小收益保证、债务保证、最大利率保证、最低需求

称ＰＰＰ）是指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通过签

量购买保证、收益上限保证等【１２－１５］．然而，由于政

订长期合约（特许协议），使私人部门有权在规定

府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可能情况，如需求量的变

的期限内建造和运营公共基础设施，并在运营期

动等，因此事前保证可能会出现补贴过度或不足，

结束后无偿移交给政府的合作模式¨。２】．该模式

从而导致当一些意外事件发生时，政府无法兑现

因其能够有效地解决政府资金问题∞。Ｊ，提高基

事前的承诺，使公众和私人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害．

础设施供给效率Ｍ。７１而被各国所广泛采用¨』．然

与此同时，事前保证的不恰当容易引发事后长时

而，由于ＰＰＰ项目的长期性、交易双方的有限理

间的重新谈判，从而使双方不但要支付签订事前

性旧１以及交易存在成本¨０｜，ＰＰＰ项目特许协议无

保证的成本，同时又要承担事后重新谈判的成本，

法覆盖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即特许协议具有不

导致双方所支付的成本相比于只采用事后补偿机

完全性¨１｜．当合约没有覆盖的意外事件发生并导

制而言更加高昂．

致私人部门收益受到损害时，私人部门可能会提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通过事后补偿机制来降

高收费价格或中止运营该项目，从而损害消费者

低意外事件对私人部门造成的损失．Ｈｏ【ｌ卅通过

的利益．因此，当意外事件发生导致消费者利益受

动态博弈模型对政府的事后补贴机制进行了研

到损害时，政府应给予私人部门补偿来降低意外

究，探讨了政府应该给予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的

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使ＰＰＰ项目得以持续运作，

范围；Ｃａｒｍｅｎ【１７１建立了港口设施ＰＰＰ项目的动态

从而保护公众的利益．

补偿模型，即政府第歹年补偿额度为第＿『年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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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４９一

＿『一１年的累积净现值的差值，并与每年私人部门

对此研究问题，本文首先要构建私人部门收益和

的最低期望收益进行比较来动态确定每年的补偿

消费者剩余函数，然后对比意外事件发生前后私

额度；邓小鹏等¨副以政府、私人部门、公众３方满

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最后分析运营

意度均衡为目标，根据系统动力学建立了满意度

期补偿机制对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

的动态调节机制，动态调节ＰＰＰ项目的绩效指

响，从而确定出合理的运营期补偿范围．

标，并以此对ＰＰＰ项目进行动态调价和补贴；宋

本文的分析所基于的基本假设为：

波和徐飞¨纠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提出了市

１）假定在该ＰＰＰ项目的寿命期内，其附近不

场需求较低时政府应给予私人部门的最优转移支

会再建设其他类似的项目；意外事件发生在ＰＰＰ

付或补贴，以确保私人部门运营ＰＰＰ项目的最低

项目的运营期，而且该意外事件的发生仅是导致

保留收益．

项目的需求函数发生变化，即需求量下降；

但目前关于事后补偿的研究仍然存在两点不

２）假定政府与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是由合

足：第１，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政府的资

约不完全性导致的，本文不考虑机会主义重新谈

金补偿问题，而政府采用ＰＰＰ模式的最主要目的

判；在重新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对原来的需求函

之一是解决政府的财政不足问题，所以对于政府

数、变化后的需求函数、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函数

而言，资金补偿并不一定有效ⅢＪ．而时间补偿即

以及双方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所拥有的信息是相

延长私人部门的运营期¨刮由于不涉及政府财政

同的，即信息是对称的；同时假设在ＰＰＰ项目特

问题，因此比资金补偿更容易被政府和公众接受，

许协议中没有明确指出私人部门出现财务不平衡

也更可行；第２，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的目标函数是

时政府是否应该补偿，否则问题转化为事前补偿

私人部门最低期望利益或社会福利最大化，即使

问题；

消费者剩余有较大损失，只要私人部门利益的提

３）假设私人部门在投标时按照利益最大化

高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政府也可以进行补偿．

确定收费价格；同时假设私人部门是利己主义者，

但是，只注重社会效率的提高而忽视社会剩余分

不是机会主义者，即私人部门是追求个人利益的，

配的公平并不利于ＰＰＰ项目的可持续运作旧１Ｉ．因

但私人部门不会通过投机来实现利益的增加，也

此，在意外事件发生后，政府的补偿不应以一方利

不会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故意使另一方受损；

益的增加为目标，而应以实现私人部门和消费者

４）假设政府是仁慈的，他既考虑消费者的利

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为目的，从而实现双方

益，也考虑私人部门的利益；政府的决策不影响私

“共赢”．

人部门的运营，即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形式的补

因此，本文以最终用户付费的ＰＰＰ项目为研
究对象，研究当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当对私

偿，私人部门仍会继续运营，但是政府的补偿是为
了实现私人部门和消费者的帕累托改进；

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当政府对私人部门

５）根据同领域的相关研究∞，１９＇２２｜，为了便于

进行运营期补偿时，政府如何有效确定运营期的

讨论，假设项目的需求函数以及政府与私人部门

补偿范围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

的运营成本函数均为线性函数；同时为了简便，本

累托改进．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为政府科学确定

文在建立模型时并不考虑折现的影响．

运营期的补偿范围提供决策支持．

２政府应当给予补偿的边界条件
１模型基本假设
２．１基准模型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在ＰＰＰ项目的运营

本部分所建立的基准模型是为了分析意外事

期内，当意外事件导致需求量下降时，政府是否应

件未发生情况下的私人部门利润和消费者剩余情

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偿以实

况．假设政府授予私人部门的运营期限为ｒ／，年；私

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针

人部门的建设成本为固定值，（建设成本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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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已为沉没成本）；收费价格为ｐ；事前签订合

ｑ。一堡垒（丝＝１２：

约时预测每年的需求函数为Ｏ（ｐ），简记Ｄ，其表

。８
２．２

达式为

意外事件发生后的比较分析
假设在运营期第ｔ。年末意外事件发生，从此

Ｄ＝ａＡ一叩，（口＞０，Ａ＞０）
式中，一。代表需求函数的斜率；Ａ是需求函数的

刻起未来每年的需求函数变为ｖ（ｐ），简记ｙ，其

截距，表示恰好使需求量为零时的价格水平．私人
部门每年的运营成本包括固定运营成本Ｋ和变动

表达式为Ｖ（ｐ）＝ｂＢ一６ｐ（ｂ＞０，Ｂ＞０），其中
一ｂ代表新需求函数的斜率，Ｂ是新需求函数的

运营成本，其中变动运营成本与项目的运营年数ｔ

截距，表示恰好使需求量为零时的价格水平，且

和需求量Ｄ有关‘５’１９１，记私人部门第￡年的运营成

满足Ａ＞Ｂ，ａＡ＞ｂＢ，此约束表明变化后的需求
函数在原需求函数的下方，即在同一价格水平

本为０，（￡，Ｄ），其表达式为

下，新需求函数下的需求量低于原需求函数下

０Ｐ（ｔ，Ｄ）＝ｅＤ＋ｙｔ＋Ｋ，

的需求量．

（０＜ｅ＜Ａ，ｙ＞０，Ｋ＞０）

此时，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的总利润函数为

式中，ｅ表示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

仃ｌ＝（，ｌ—ｔ１）ｐＶ（ｐ）＋ｔｉｐ’Ｄ’一，一

件不变的情形下增加一单位的需求量所增加的运

ｔｌ

营成本．假设０＜ｅ＜Ａ，即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
本ｅ必须低于需求量为零时的最低价格Ａ，否则不
论需求量为何值，私人部门每年的收益都是负值；

ｎ

∑Ｏｐ（ｔ，Ｄ＋）一∑Ｏｅ（‘，ｙ）
Ｉ ２１

（５）

１２ｔｌ＋１

消费者剩余为
４

，Ｂ

Ｓ１（ｐ）＝￡ｌ上。Ｄ（石）以＋（ｎ—ｆ１）ＪＰ ｙ（茗）如

ｙ表示运营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即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形下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增加的运营

（６）

成本．

由于双方在合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的补

根据以上假设，私人部门利润为

仃＝ｎｐＤ（ｐ）一卜∑Ｏｐ（ｔ，Ｄ）

偿机制，因此，为了获得最大利润私人部门会自行
（１）

调整收费价格，即
ｍａｘ仃１＝（ｎ—ｔ１）ｂ（ｐ—ｅ）（Ｂ—Ｐ）＋

消费者剩余为

ｔ。（ｐ·一ｅ）Ｄ·一，一煎譬必一枨

一

Ｓ（ｐ）＝ｎＩ Ｄ（菇）出

（２）

Ｊｐ

（７）

将需求函数和运营成本的表达式代人式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有

（１），根据模型假设３），私人部门的决策函数为
ｍａｘ

杀＝（”¨邶¨一２ｐ）＝０

７ｒ＝ｎａ（ｐ—ｅ）（Ａ—Ｐ）一，一

Ｐ

丛牡一，ｌＫ

（３）

此时私人部门确定的最优收费价格为

Ｐ１·：毕

由最优化一阶条件，得

Ｐ＋：半
２下

２—ｉ—

（４）
Ｌ斗Ｊ

因此在运营期内不发生意外事件时，私人部

（８）

（９）

Ｌｙ，

由于Ａ＞Ｂ，有ｐ１．＜Ｐ’，表明在没有政府补
偿的情形下，私人部门为获得最大利润，其在第￡。
年后的收费价格应低于第ｔ。年前的收费价格．在

门的收费价格为ｐ’＝尘笋，每年的需求量为

第ｔ，年后，按ｐ？价格收取时每年的需求量为

Ｄ’＝丛竽，私人部门所获得的利润和消费

ｌ，。一！（里二盟

仃＋＝掣一，一半一ｎＫ，

者剩余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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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第ｔ。＋１年到第ｎ年的收益即可．
在基准模型中，私人部门第ｔ，＋１年到第ｎ年

一５１一

率满足鱼ａ≥粉时，有井≥７～１＂，Ｓｔ≥ｓ，表
明并不是所有意外事件发生都会对私人部门的利

的收益函数

益造成损害．事实上，虽然需求量有所下降，但只

７’／＇－－－－（ｎ－ｔ，）ａ（ｐ－ｅ）（Ａ－ｐ）－ｙ∑ｔ一
（ｎ—ｔ１）Ｋ

要当两个需求函数的斜率ｇ和ｂ满足上述条件，私
（１０）

７～１＂：巫掣一ｙ主ｔ－（…。）Ｋ

从而使得利润不低于原来预期的利润，消费者剩

将式（４）代入式（１０）中，得

２———了—一一．当，Ｌｎ叫ｌ

余也不低于原来预期的消费者剩余，即此时私人

ＪＫ

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改

（１１）

当意外事件发生后私人部门从第ｔ，＋１年到

进．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不需要给予私人部门任何
形式的补偿．因此如果此时私人部门仍凭借意外
事件的发生导致需求量下降寻求重新谈判，政府

第儿年的收益函数为

可以据此判断私人部门提出的重新谈判极有可能

Ｚ＝（ｎ—ｔＩ）（ｐ—ｅ）ｂ（Ｂ—Ｐ）一
ｙ∑ｔ一（，ｌ—ｔ。）Ｋ

人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获取更多的需求量，

是机会主义重新谈判，从而应该拒绝进行重新
（１２）

开：堕掣－Ｔ主州…，）Ｋ
２———ｒ一刍，卜Ｌｎ叫ｌ，＾

谈判．
结论２

将式（９）代入式（１２）中，得

Ｌ／Ｊ—ｅＪ

因为当新需求函数的斜率与原需求函数的斜

（１３）

在基准模型下以及意外事件发生后的第ｔ。十
１年到第ｎ年的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率满足鱼ａ＜将时，有井＜７～１＂，Ｓ·＜ｓ，表
明当发生意外事件后，私人部门虽然会通过降价

ｓ＝（ｎ—ｔ１）【．＋。（ａＡ—ｏ戈）ｄｘ

：尘１掣（１４）
：坠１掣

７

Ｓｌ＝（厅一ｔ１）ｋ＋。（６Ｂ一６茗）（Ｉｘ
８

ａ

私人部Ｉ＇－Ｊ＊ｂ偿．

丌ｌ

８

若鱼＜关邕，则政府应当给予

（１５）
”…

来最大程度地弥补意外事件对自身造成的损失，
但是私人部门的最大利润仍然低于基准模型中的
预期利润，而且消费者剩余也低于原来的预期．在
这种情形下，政府应当选择合适的补偿形式并确
定恰当的补偿范围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
剩余帕累托改进．下面研究政府如何通过延长运
营期来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

由此，可以得出意外事件发生后私人部门第
ｔ。＋１年到第ｎ年的收益差值为

仃１一仃一——————了———一
。。

Ｓ

６（Ｂ—ｅ）２
ａ（Ａ—ｅ、２

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ｌ

若丢≥篙＿三鲁，则政府不应当给

予私人部门补偿．
因为当新需求函数的斜率与原需求函数的斜

万方数据

政府的运营期延长机制

（ｎ—ｔ。）［ｂ（Ｂ—ｅ）２一ａ（Ａ—ｅ）２］

。．

消费者剩余比值为
｜ｓ１

３

假设私人部门的运营期延长了茁年（０＜ｎ～≤
／７，：，其中凡：为私人部门按原特许期移交后项目的
可运营年数）．在运营期延长的重新谈判过程中，
私人部门和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函数分别为
砩（ｆ）和Ｒ。（ｆ），其中ｆ为重新谈判的持续时间，这
里的重新谈判成本表示双方由于重新谈判放弃的
其他有价值的活动的机会成本旧Ｊ．假设私人部门
和政府重新谈判持续的时间越长，双方的重新谈

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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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５２一
判成本越高，即尺；（ｆ）＞０和尺：（；）＞０．
基于私人部门收益的分析

３．１

运营期延长后，私人部门从第ｔ。＋１年到第

延长范围为ｎ’∈［ｎ～ｌ，习］，其中

ｎ＋ｎ’年的收益函数为
７ｒ２＝（ｎ＋ｎ’一ｔ１）ｂ（ｐ—ｅ）（曰一Ｐ）一
ｎ＋奇

ｙ∑ｔ一（ｎ＋ｎ￣｜ｔ１）Ｋ—Ｒｅ（ｆ）（１６）
根据前面讨论的结果，如果政府不延长，私人

部门的收费价格为Ｐ１．：堡＃，由于运营期的延
长并不影响私人部门收益最大化时的收费价格，

所以私人部门的收费价格仍为Ｐ？：色＃，此时，
运营期延长前后私人部门的收益差为

丌：一；：＝一妥蔷＋

『—ｂ（Ｂ－—ｅ）２一也业一Ｋ协砩（；）４
Ｌ

２

‘‘Ｊ。…’、’７

证明

当０＜Ｈ＜ｙｎ２时，有Ｏ＜旦＜ｎ２，
１，

此时式（１８）在ｆｏ，－５］上为增函数，在『旦，ｎ：］上
、

ｒ

Ｊ

Ｌ Ｖ

Ｊ

为减函数，故在岔＝等处取最大值．
当：＝等帅ｆ一７￣．１＂Ｉ ｋ等＝蓦喝（幻．

日＝迎≠一掣一Ｋ
Ｌ

ｏ，而且在区间［等，ｎ：］上存在
Ｖ

Ｊ

ｎ～２＝ｍａｘｈ拳ｎ：忡一Ｉ￣．＂／＂１≥ｏ）
使得在区间［ｎ—ｌ—ｎ、２］内都有仃ｆ一，／～ｒＩ≥０．

则式（１７）改写为

７ｒｆ—Ｚ’＝一善孑＋ｔ—ｉｎ’一ＲＰ（ｔ’）
２一．：■ｎ＋
一瓜Ｐ Ｌ，

此时存在井∈（。，等］使得丌ｆ一开
Ｌ

为了表述简洁，记

—７ｒｌ

ｎ～Ｉ＝潞（ｏ，了Ｈ］ｋ一井＝ｏ）＇
霹＝ｍａｘ陲［导，ｎ：］旧一井≥ｏ）

只有尺，（ｆ）≤２堡ｙ＇才有仃ｆ一７’１＂１＋Ｉ。：导≥ｏ．

（１７）

７ｒ２

ｉ尺，（幻≤２堡ｙ’贝“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运营期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有效的运
（１８）
Ｌ １６，

如果运营期延长机制能被私人部门所接受，

营期延长范围为ｎ’∈［ｎ～１，ｎ～２］．
命题３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必有运营期延长后私人部门的收益不低于原来的

部门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满足如下条件

收益，即应有７ｒｆ一，ｉ１～＂１≥０．

ｒ日≥ｙｎ２

根据式（１８），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１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部门运营成本各参数之间满足Ｈ≤０，那么对私
人部门而言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证明

ｋ幻≤舶：一华２坝埘私人引项言有效的
运营期延长范围为孑∈［ｎ一３，ｎ：］，其中

霹＝｛孑∈（ｏ，ｎ：］Ｉ ７ｒｆ一７’／＂１＋＝０｝

因为日≤０，则式（１８）在（０，ｎ：］上为
证明

减函数．当宏＝０时，有丌；一井Ｉ，。＝一Ｒ，（ｆ）≤

当日≥ｙ凡：时，有尝≥ｎ：，此时式

（１８）在（０，ｎ：］上是增函数．
０，则在区间（０，，ｌ：］上始终有７ｒｆ一并ｊ＜０．因此
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不存在有效的运营

１＂７９ｐＲ一２ｎＨ
仃ｆ一～’‰＝一等ｎ２
２一享ｎ

期延长范围．

命题２

仃２—

给定变化后的需求函数，如果私人

部门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满足如下条件

万方数据

当ｒ’ｔ＝ｎ２时
２：。２

２．４－

２一

只有Ｒｒ（幻≤胁ｚ一号ｎｚ２，才有７ｒｆ一。Ｔ～Ｉ＂Ｉ

（ｆ）
（ｆ，

Ｉ。：屹≥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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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存在唯一的ｎ～３∈（０，ｎ：］，使得仃ｆ一

收费价格为ｐ？＝堡笋，ｉ年内的消费者剩余为

井Ｉ，．，．＝０，此时在区间［哥，ｎ：］上，始终有

口

Ｓ３＝ｉＬ６（Ｂ一茗）以一（１＋Ａ）尺Ｇ（幻

一

ｎ：ｎｆ

：掣＿（１＋ａ）Ｒ∥）

仃ｆ一开≥０．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私人部门而言
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孑∈［习，ｎ：］．
基于消费者剩余的分析

３．２

、‘

８

ｂ、。７

（２２）
、一一７

ｓ，一ｓｆ＝学孑＋痞｛掣一
（－＋Ａ）【半＋Ｍ】｝一
运营期延长前后消费者剩余的差值为

假设政府每年的运营成本为０。，其表达式为
０Ｇ（ｔ，Ｖ）＝ａｙ＋卢ｆ＋Ｍ，０＜ａ＜Ｂ，
』Ｂ＞０，Ｍ＞０

ｂ（１＋Ａ）２（Ｂ—ａ）２．

‘

２（１＋２Ａ）

式中，ａ表示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口表示运营
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肘为政府每年的固定运营
成本．
当政府不延长运营期时，即若年内是政府运

（１＋Ａ）Ｒｃ（；）

（２３）

营，由于这种政府收入可以抵消来自公众的一部

为了表述简洁，记

分税收，因此在孑年内的消费者剩余为

ｕ＝肘＋堕产一号措器丛

Ｓ２＝孑ｆ

ｂ（Ｂ一石）出＋（１＋Ａ）Ｘ
ｎ＋声

．

５，一ｓ；＝半孑＋［华＋

则式（２３）可以改写为

一

ｎ’ｐｂ（Ｂ—ｐ）一∑Ｏｃ（￡，日）ｌ

（１９）

（１＋Ａ）Ｕ ｌ ｎ’一（１＋Ａ）ＲＧ（ｆ）

其中Ａ为单位税收的扭曲成本，Ａ＞０．将政府运
营成本的表达式代入式（１９），有

（２４）

是＝一（丁１＋Ａ）锄２“Ａ占＋（１＋Ａ）ａ］面＋

竽－（１＋Ａ）齐［瑚掣专监＋Ｍ】

如果运营期延长机制对消费者有效，必有政
府延长运营期后的消费者剩余不低于政府经营的
消费者剩余，即应有Ｓ，一ｓｆ≥０．
根据式（２４），得到如下命题．

（２０）

命题４

若使Ｓ：达到最大，则有

＿０Ｓ２：一（１＋２Ａ）ｎ＂ｂｐ＋ｌａｂ＋（１＋Ａ）ａ］晶

若政府的运营成本各参数满足Ｕ＜一

譬一蛰｝｝等，那么对消费者而言不存在有效的

ｄＰ

运营期延长范围．

＝０

证明因为ｕ＜一譬一等等测有

可以得到

ｐ；：迪甚穹芈（ａ＜Ｐｃ·＜Ｂ）
２—１；广Ｌ
ｐＧ

ａ＜＜且，

即政府的收费价格为ｐ：时，消费者剩余达到
最大．此时消费者剩余为

箕＝一学＋｛鱼王羔｛毛昌掣一
（１＋Ａ）［半＋Ｍ】）茁（２１）

若政府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即若年
内由私人部门运营，根据私人部门在运营期内的

万方数据

五：二鱼垡『二磐；警占丛巡＞～ｎ２，此时式（２４）在８ （＋Ａ）１３
“２一

７

１

２’儿“１“、”，７医

孑＝ｏ处取最大值．当痞＝ｏ时，Ｗｓ，－ｓ；Ｉ＃：。＝一
（１＋Ａ）尺Ｇ（ｆ）≤０，则在区间（ｏ，ｎ：］上始终有
Ｓ，－Ｓ２＋＜０．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不
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命题５
本满足

如果政府的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

一５４一

并且［矸，霹］ｎ［习，几：］≠咖时，运营期延长机

ｒｕ，＞－譬一等等

制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

如，≤譬＋［器等刊ｎ：
则对消费者而言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ｎ’∈

改进，而且运营期有效的延长范围为ｉ∈［并，
习］ｎ［习，凡：］．
结论４

［ｎ～４，ｎ２］，其中

Ｈ≥ｙｎ２

证明因为ｕ≥一譬一等等删有
。

一

如果私人部门和政府的运营成本以

及重新谈判成本满足

ｎ’４‘＝｛孑Ｅ（ｏ，凡：］Ｉ Ｓ，一．ｓｆ＝０｝

ｎ’：二丛旦碧；宰尝』巡≤一ｎ２ｉｔ

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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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一譬一等筹

’肌叫扎

尺Ｐ（ｆ）≤Ｈｎ２一丁ｙｎ２

８
１ 式时此，
２
（＋Ａ）８

（２４）在ｎ’＝ｎ：处取最大值．

ｓ，一．ｓｆ：掣ｎ：２＋

蹦慷譬＋【等等＋ｕ】ｎ：

当ｎ’＝ｎ２时，有

运营期延长机制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
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此时运营期有效的延长

『鱼ｉ鱼型＋（１＋Ａ）ｕ １

范围为痞∈［ｍａｘ（霹，习），ｎ：］．

（１＋Ａ）尺ｃ（；）

４

【

’¨一Ｖ“Ｊ”２
８一
：ｎ

算

例

只有当

蹦崃儿２ ｎ２＋【等等刊ｎｚ

本部分针对意外事件发生后政府采取运营期

延长机制，分４种情形进行算例分析．前两种情形

Ｓ，一霹Ｉ々…≥ｏ，故存在唯一的蔷∈（ｏ，冠：］使

分析的是运营期延长机制存在有效的延长范围来

得Ｓ，一ｓｆ

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

ｔ≈：鼢＝ｏ，此时在区间［习，ｎｚ］上有

从而验证了结论３和结论４；后两种情形考虑的是

Ｓ３－Ｓ２‘≥０．

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对消费者而言有效的运

运营期延长机制不存在有效的延长范围来实现帕
累托改进．

营期延长范围茄∈［ｎ～４，ｎ２］．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运营期延长机制对私人
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
结论．
结论３

当私人部门和政府的运营成本以及

萤新谈判成本满足

在对算例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假设价格的单
位为元，每年需求量的单位为万，成本与收益的单
位均为万元，该项目在私人部门按原来的特许期
移交后项目的可运营的年数为３０年，即ｎ：＝３０．
１）假设意外事件发生后每年的需求函数为
ｖ（ｐ）＝６０—３ｐ，即ｂ＝３，Ｂ＝２０；私人部门第ｔ年

０＜Ｈ＜ｙｎ２

ｕ≥一譬一箭苦

运营成本为０Ｐ（ｔ，日）＝１０Ｈ＋２￡＋３，该成本函数
的含义为私人部门的需求量的边际运营成本为
１０元，运营时间的边际运营成本为２万元，每年的

尺Ｐ（ｆ）≤２ｕｙｓ

蹦酶譬＋【筹等叫ｎ：
万方数据

固定运营成本为３万元，即ｅ＝１０，ｙ＝２，Ｋ＝３；
政府在签订特许协议时授予私人部门２０年的运
营期（不包括建设期的年限），即ｎ＝２０；私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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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重新谈判成本为１５０万元，即尺，（ｆ）＝１５０；
政府第ｔ年运营成本为Ｏｃ（ｔ，Ｈ）＝１２Ｈ＋２￡＋２，
即０ｆ＝１２，卢＝２，Ｍ＝２；单位税收的扭曲成本为
０．５，即Ａ＝０．５；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２００万
元，即尺Ｇ（ｉ）＝２００；根据日和Ｕ的表达式，得到
Ｈ＝３１，Ｕ＝一２９，，满足结论３中的条件．
将上述数值代入式（１８）和式（２３），得到运营
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
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别为
一

＝一凡

＋ｊ １ ｎ一 １３Ｕ．
，

图２

Ｓ３一￡＝１．５矛一６ｎ’一３００
函数曲线如图１所示．通过图１可以看出能够实现
帕累托改进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ｎ。，ｎ。］．
２）本部分所考虑的情形与１）相比只是私人
部门的重新谈判成本变为了２５万元，

第２种情形下运冒期延长机制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

３）与１）相比，本部分私人部门的重新谈判
成本为３００万元，即Ｒ，（ｉ）＝３００；而政府的运营
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都发生了变化，假设此时政
府第￡年运营成本为０Ｇ（ｔ，Ｈ）７－－．．１０Ｈ＋４ｆ＋２，即

“＝１０，口＝４，Ｍ＝２；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３００
万元，即尺。（ｆ）＝３００．此时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
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
函数分别为
一７ｒｌ

２一ｎ＋ｊ １ ｎ一

，，

ｓ３一ｓｆ＝３孑一５．２５ｎ’一４５０
函数曲线如图３所示．通过图３可以看出，虽
然在Ｅ点右边时延长运营期会增加消费者剩余，
但就私人部门而言，延长运营期并不能提高其收
益，因此此时并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补偿的运营期／年
图１

第１种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

即Ｒ，（ｆ）＝２５，其余数值保持不变，此时满足结论

凄
、

４中的条件．将上述数值代入式（１８）和式（２３），
得到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部门的收益差值

塑

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别为
＂／７５２一ｉ１３＋矛：＿弃一’

２一ｎ＋ｊｌ，ｌ一
２
一仃ｌ
，，

补偿的运营期，年

Ｓ，一Ｓｆ：１．５矛一６Ｚ一３００

函数曲线如图２所示．通过图２可以看出能够实现
帕累托改进的运营期延长范围为［诧。，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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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第３种情形下运营期延长机制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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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与１）中的情形相比，本部分私人部门的
重新谈判成本为３０万元，即尺，（ｆ）＝３０；而政府
的运营成本和重新谈判成本都发生了变化，政府
第ｔ年运营成本为ＯＧ（ｔ，日）＝８Ｈ＋３；＋６，即０［＝
８，口＝３，Ｍ＝６；政府的重新谈判成本为２０万元，
即尺ｃ（；）＝２０．此时运营期延长与不延长时私人
部门的收益差值函数和消费者剩余的差值函数分
别为

２０１４年２月

生导致私人部门的收益降低时，延长私人部门的
运营期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
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而且有效的运营期补
偿范围随着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以及重新
谈判成本的不同而不同．

结束语

５

ＰＰＰ项目特许协议从本质上讲是长期的合约
万？一７’１＂１’＝一ｎ－ｘ，２＋３ｌ菇一３０．

安排，它具有天然的不完全性．本文研究了当合约

ｓ３一ｓｆ＝２．２５孑一１０４．２５孑一３０

未规定的意外事件发生导致需求量下降时，政府

函数曲线如图４所示．通过图４可以看出，虽

是否应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运营期补偿以及如何补

然在Ｆ点右边时延长运营期可以提高私人部门的

偿来实现私人部门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

收益，但并不能实现消费者剩余的提高．因此此时

进．本文的研究表明：１）并不是在所有需求量下
降的情形下政府都应当对私人部门进行补偿，在

并不存在有效的运营期延长范围．

有些情形下私人部门可以通过自行降价来实现双
方的帕累托改进；２）在政府应当补偿的情形下，
运营期延长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私人部门
收益和消费者剩余的帕累托改进，并且有效的运
营期延长范围与政府和私人部门的运营成本以及
各自的重新谈判成本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旨在
为政府科学确定运营期的补偿范围提供决策
支持．

本文研究的是政府和私人部门信息对称的情
形，同时考虑的是即使政府不提供补偿，私人部门
仍然会继续运营的情形．然而，在现实中还存在其
他情形，如政府和私人部门双方信息不对称；如果
圈４

政府不补偿时私人部门终止运营等．这些情形将

第４种情形下运蕾期延长机制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ｎｇ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４

从以上４种情形可以看出，当意外事件的发

会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并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以
使双方事后补偿机制的建立更加科学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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