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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
闫明星ꎬ范君晖
(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ꎬ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愈发严峻的形势下ꎬ中国养老产业度过了非理性繁荣期ꎬ但问题重重ꎬ采用 ＰＰＰ 模式支

持养老产业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ꎮ “ ＰＰＰ 不是一场婚礼而是婚姻” ꎬ后续的治理至关重要ꎬ养老 ＰＰＰ 项目
治理机制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基于行政职权的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体ꎮ 项目本质是以契约为纽带
的合作ꎬ且项目契约具有不完全性ꎮ 该文从第一代和第二代不完全契约理论出发构建出刚柔相济的缔约机制、产
权清晰的激励机制和高效有力的监督机制ꎬ来完善养老 ＰＰＰ 项目的治理以应对银发浪潮的冲击ꎮ
关键词: 养老产业ꎻＰＰＰꎻ不完全契约ꎻ再谈判ꎻ剩余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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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为中国养老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动力ꎮ 养老产业覆盖的范围较广ꎬ日本
是养老市场高度成 熟 的 国 家ꎬ 鞠 川 阳 子 ( ２００９) 的

“ 银发产业三维产业链理论” 将养老产业划分为本
位产业、相关产业和衍生产业三个产业维度ꎮ « 中

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显示ꎬ养老地产业

与保险业是中国养老产业的先行者且经过市场的淘
洗处于竞争的一线ꎮ 中国养老产业整体上经历了初

疗、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均可推行
ＰＰＰ 模式ꎻ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健康服务业以及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服务
市场ꎻ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人社部、财政部和民政部联
合发布« 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支持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ꎬ鼓励运用 ＰＰＰ 模式推
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ꎮ ＰＰＰ 模式逐渐
成为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ꎬ采取 ＰＰＰ

模式发展养老产业具有如下优势:( １) 政府和社会
资本方共同提供养老服务并合理分工ꎬ具有规模经

创阶段ꎬ开始由规模化阶段向集聚阶段过渡ꎬ但无论

济特质ꎬ优化了资源配置ꎬ增加了养老服务的有效供

是在市场覆盖率、每千名老人床位拥有量还是盈利

给ꎻ(２) 可以将政府的规划、引导和企业的技术、经

水平上都存在很大的缺口和不足ꎬ中国社会保障学

验通过科学的项目设计有机地结合起来ꎬ实现政府

会会长郑功成指出ꎬ“ 十二五” 时期虽是中国养老服

引导、市场驱动ꎬ提升了服务质量和盈利水平ꎻ( ３)

务业发展最快的时期ꎬ但总量供给不足、结构失衡、

改变了政府或企业单方承担风险的状况ꎬ实现了风

资源浪费、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并未改变ꎮ

险转移与分担ꎬ提升了风险应对能力ꎮ

１

２

养老 ＰＰＰ 模式的提出

ＰＰＰ (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模式是政府

采取与私人组织或社会力量合作的方式来提供公共
物品和服务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发改委发布了« 关

于 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 ꎬ提出医

２.１

养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制分析
养老 ＰＰＰ 项目具有契约的本质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 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关系

的缔结ꎻ严玲和赵黎明( ２００５) 提出公共项目具有契
约的本质ꎻＡｒｐｉｎｇ(２００２) 提出 ＰＰＰ 项目的核心是通

过一系列的契约设计形成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作者简介:闫明星ꎬ硕士研究生ꎬ主要从事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
的研究ꎻ范君晖ꎬ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员ꎬ主要
从事社会保障政策与实务等方面的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１８３０２１９２５３６＠ １６３.ｃｏｍ

Ｇｕａｓｃｈ 和 Ｓｔｒａｕｂ( ２００６) 提出 ＰＰＰ 项目的参与者通
过契约联系在一起ꎮ 由此可见ꎬＰＰＰ 项目具有契约
的本质ꎮ 对于养老 ＰＰＰ 项目而言ꎬ项目契约是明确

项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ꎬ保障双方合理主张权利、妥

闫明星等:养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制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

善履行义务的法定载体ꎬ项目本质是以契约的形式
规定的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各自

６７

这些情况达成共识并写入合约ꎻ( ３) 契约的重要信
息对于契约双方是可观察的ꎬ但对第三方( 法院) 却

的行为边界ꎮ

是难以证实的ꎮ 因此问题重心在于如何弥补因契约

２.２

的不完全性带来的效率损失ꎮ

养老 ＰＰＰ 项目内外治理机制分析

治理 最 早 源 于 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 « 企业的性质» 一文最早触

Ｈ.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１９７６) 为代表的委托—代理理论持有者

及了契约的不完全性ꎬ为了解决由于契约的不完全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６) ꎬ Ｒａｌｆ Ｍｕｌｌｅｒ ( ２００９) 对项目治理进行

了期望损失赔偿、信任损失赔偿和法律干预等司法

对公司治理的研究ꎻＫｅｉｔｈ Ｌａｍｂｅｒｔ ( ２００３) ꎬ Ｒｏｄｎｅｙ

性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ꎬＳｈａｖｅｌｌ( １９８０ꎬ ２００５) 提出

了研究ꎬ共同之处在于认为项目治理主要是治理结

救济措施ꎻ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 １９８５) 主张根据不同契约带

构问题ꎮ 而养老 ＰＰＰ 项目公私合作的主体特征使
其异于一般的公司或项目治理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
门之间既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合作共赢关系ꎬ又是一
种基于行 政 权 的 监 管 关 系ꎬ 这 种 关 系 决 定 了 养 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制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内部治理机

制和基于行政职权的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综合体ꎮ
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采购机制、缔约机制、激励机

来的交易费用匹配诸如官僚组织、市场、科层、混合
形 式 等 各 种 治 理 结 构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ꎬ 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ａｒｔꎬ １９８６ꎻ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ꎬ １９９０) 在批
判总结前两种主张的基础上构建了 ＧＨＭ 模型并广
泛地应用于企业理论领域ꎬ开创了第一代不完全契
约理论ꎮ
ＧＨＭ 模型主张在履约过程中进行有效率的再

制、风险分担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ꎻ外部治理机制则

谈判ꎬ但在契约不完备的状态下ꎬ一旦当事人做出了

主要包括立项机制、指导机制、评估机制和监督机

事前专用性投资ꎬ再谈判就容易导致双边垄断局面

制ꎮ

的出现ꎬ在此局面下投资方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
取专用性投资带来的准租金的风险ꎬ这样会减少当
事人事前的专用性投资ꎬ进而导致最优效率难以实
现ꎮ 但可以通过事前将产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分配给
投资重要或不可或缺的一方ꎬ增加其再谈判时的谈
判力和外部选择权来激励事前专用性投资ꎬ确保在
契约不完备的次优的条件下构建总剩余最大化的最
佳所有权结构ꎬ实现次优效率ꎮ 产权的本质就是剩
余控制权(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ꎬＨａｒｔ 认为剩余
控制权是当契约未规定的情况出现时的权威ꎬ该权
图１

３

基于契约的养老 ＰＰＰ 项目结构

基础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综述
哈佛 大 学 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 和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Ｂｅｎｇｔ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因为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获得了 ２０１６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ꎬ其中ꎬＨａｒｔ 教授对不完全契约理论做
出了奠基性贡献ꎮ 完全契约理论或委托—代理理论
基于新古典的完美市场假设认为契约双方可以设计

威最终来源于物质资产所有权ꎮ
ＧＨＭ 模型具有广泛的理论解释范围但并非无

懈可击ꎬ它强调了剩余控制权的激励作用ꎬ但存在理
论基础不牢固、过于依赖专用性投资、难以解释复杂
组织的权威分配问题ꎮ 为此ꎬ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 １９９９)

尝试引入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来为 ＧＨＭ 模型找到理
论基 础 以 避 免 Ｍａｓｋｉｎ － Ｔｉｒｏｌｅ 批 评ꎻ 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

(２００８) 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以参照点
效应为基础的第二代不完全契约理论ꎬ提出契约是

出涵盖未来所有或然状态的完备契约ꎬ问题重心在

交易主体判断权利得失的参照点ꎬ事后双方的权利

于对履约的监督ꎮ 然而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没

感受直接影响了履约的态度和行为ꎬ最优契约则是

有充分的状态依赖ꎬ具有不完全性ꎬ原因有:( １) 契

保护缔约双方权利感受的刚性与提升事后效率的柔

约双方由于有限理性难以预测到未来所有或然状态

性之间的平衡ꎮ 参照点契约理论不再过度依赖资产

或预测成本过高ꎻ(２) 即使能够预测ꎬ双方也难以就

专用性ꎬ但需要强调的是资产在 ＧＨＭ 模型和参照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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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模型中发挥的作用类似ꎬ都增强了对当事人权利

利益ꎬ避免项目的超额利润挤占社会福利空间ꎮ 因

的保护ꎮ

此双方会对某些条款产生分歧ꎬ难以达成共识并写

４

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养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

入合约ꎻ(３) 公私合作的主体特征使得项目发生纠

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ꎬ养老 ＰＰＰ 项目契约具有

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目加

制的构建

不完全性ꎬ原因有:(１) 项目期限多为 ２０ ~ ３０ 年ꎮ 政
府换届、法律变更、技术革新、需求变动等复杂多变
的外部环境都会给预测增加困难ꎻ( ２) 社会资本方

纷时难以交由第三方证实和裁决或裁决时政府方占
据优势ꎮ 本文选取了财政部 ＰＰＰ 示范项目之一的
以研究ꎬ基于对相应研究的梳理从不完全契约理论
出发为构建高效合理的养老 ＰＰＰ 项目缔约机制、激
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ꎮ

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ꎬ而政府的目标导向则是公共
表１

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目概况

项目公司

项目面积、投资额、期限

运作方式和回报方式

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项目面积 ５００ ０９２ｍ ꎬ总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和托老服 务 中 心 项

积 ９０ ０００ｍ ꎬ总投资额 ３５ ７８１ 万元ꎻ居家养

护、移交＋用户付费和 ＶＧＦ 拨付ꎻ居家养

２

政府方出资代表:长春市长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ꎬ出资比例为 ２０％

社会资本方:长春市长发养老服
务有限公司ꎬ出资比例为 ８０％

４.１

投资额 ３０ ４２４ 万元ꎻ托老服务中心项目的面

目:设计、投资、建设 ( 改扩建) 、运营维

老服务中心项目的面积 ２５ ２００ｍ ꎬ总投资额

老服务中心项目:设计、投资、改扩建、运

２

２

１０ ０２９ 万元ꎻ总床位数 １ ８００ 张ꎻ建设期 ３ 年ꎬ
运营期 ２２ 年

营维护、移交 ＋ 可用性付费和运营维护
绩效付费

刚柔相济的缔约机制的构建

服务有限公司需要分别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项目、

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６) 提出紧密型契约虽然有利

托老服务中心项目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向市民

约虽然事后灵活性较强但不利于激励事前专用性投

元的运营维护保函和 ２ ８００ 万元的移交维修保函ꎮ

于激励事前专用性投资但事后效率不高ꎬ松弛型契

资ꎬ能在事前和事后效率之间实现平衡的最优契约ꎻ
Ｈａｒｔ 和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８) 的参照点契约理论提出契约设

计需要有刚性机制来保护缔约双方的权利感受避免

政局提交总额 １ ５００ 万元的建设履约保函、１ ４００ 万
仅有的弹性调整措施则是:( １) 建立周期为 ３ 个财
务年度的 ＶＧＦ / 服务费调整机制ꎬ即医养结合养老
机构项目、托老服务中心项目的单位可行性缺口补

权利侵占行为ꎬ促进双方合理主张权利的同时要有

助约定值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的单位运营维护

柔性条款来弥补契约不完全性带来的效率损失ꎮ 联

绩效服务费约定值调整机制ꎻ( ２) 设置因长春市民

合国 ＰＰＰ 中心中国首席代表、清华大学 ＰＰＰ 研究

政局或项目公司违约、法律变更和不可抗力导致的

中心主任王天义教授和清华大学 ＰＰＰ 研究中心首

一个或多个子项目协议提前终止的补偿及股权移交

ＰＰＰ 缔约也要有必要的灵活性和柔性ꎬ刚柔相济ꎬ

高的条件下仅有的 ＶＧＦ / 服务费调整机制和协议提

席专家、欧亚 ＰＰＰ 联络网中方代表王守清教授主张

方案ꎮ 但在为期 ２５ 年、契约不完备和项目复杂程度

方能成就 ＰＰＰꎮ

前终止后续安排方案使得项目在应对未来变化方面

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

目的缔约机制是刚性的ꎬ具有中国一般项目的共性ꎬ

捉襟见肘ꎬ项目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ꎮ
项目合 约 中 再 谈 判 条 款 的 嵌 入 是 有 必 要 的ꎬ

即注重契 约 的 紧 密 性 和 履 约 的 严 肃 性ꎬ 这 种 Ｗｉ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ｇｈｉｏｎ( １９９４) 等研究构建的 Ａ － Ｄ － Ｒ 模型

期合同应有的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调整能力ꎮ 长春

实 性 导 致 的 敲 竹 杠 问 题ꎻ Ｅｓｔａｃｈｅ 和 Ｓｅｒｅｂｒｉｓｋｙ

ｌｉａｍｓｏｎ 归类下的古典合同及其履行方式忽视了长
市养老综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 ＰＰＰ ) 项目的设
计、投资、建设 / 改扩建、运营维护、移交等环节都有

着 严格规范的合约条款约束ꎬ并且长春市长发养老

指出在初始契约中建立再谈判框架可以解决不可证
(２００４) 研究了中东欧( ＣＥＥ) 国家的 ＰＰＰ 实践情况ꎬ
提出 ＰＰＰ 的融资作用发挥的时间有限ꎬ往往后续宏

观环境的变化或某个计划实施出现问题会导致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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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复杂的再谈判问题ꎻＧｕａｓｃｈ ( ２００８) 研究了 ２０ 世纪

里累计实施了 ７００ 多个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ꎬ

ＰＰＰ 项目的再谈判情况ꎬ发现再谈判率为 ５４.５％ꎬ而

善的« 标准化 ＰＦ２ 合同» ꎮ « 标准化 ＰＦ２ 合同» 增加

９０ 年代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几个美洲国家 ２９７ 个
再谈判的关键是触发条件或阈值的设置ꎬ清华大学
王守清、刘婷、赵桐(２０１５) 通过文献调研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 ３８ 个进行过再谈判的 ＰＰＰ 项目再
谈判的触发原因进行了归类统计和分析ꎮ
表２

３８ 个 ＰＰＰ 项目再谈判触发原因统计

再谈判原因

数量

市场需求风险

１４

政府信用问题
政府过度担保
法律政策变更
民众反对
项目绩效不达标

１３
９
６
６
４

并且在« 标准化 ＰＦＩ 合同» 的基础上推出了更加完
了年度合同评审和每隔 ２. ５ 年的合同效率评审内
容ꎬ项目双方需要根据评审结果编制相应的改进报
告ꎬ改进报告包括承包者为提升服务效率而采取的

措施以及 政 府 和 承 包 者 服 务 变 化 的 内 容ꎮ 此 外ꎬ
«标准化 ＰＦ２ 合同» 提倡政府将软服务( 保洁、餐饮、
绿化等) 从项目合同中剥离ꎬ项目公司可采取灵活

比例( ％)

的处理 方 式ꎮ 英 国 在 这 方 面 的 做 法 可 以 为 养 老

３４.２

国在实践中借鉴ꎮ 我们可以引入周期性的合约评审

３６.８
２３.７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０.５

养老 ＰＰＰ 项目合约的不完全性容易致使效率

受损、合约受挫甚至项目失败ꎬ在二三十年的项目期
限内再谈判难以避免ꎮ 有效的再谈判可以矫正帕累
托最优的偏离进而促进合作预期剩余的实现ꎮ 可以
参照 ＰＰＰ 项目再谈判的触发原因( 市场需求风险、
政府信用问题、政府过度担保、法律政策变更、民众
反对和项目绩效不达标等) 并配合使用内部收益率
( ＩＲＲ) 、偿债备付率( ＤＳＣＲ) 、关键绩效指标( ＫＰＩ)

ＰＰＰ 项目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和启示ꎬ值得中

来提升合约的长期动态适应能力并且促进服务的持
续改进ꎮ
４.２

产权清晰的激励机制的构建
以 ＧＨＭ 模型为主的第一代不完全契约理论着

重强调了剩余控制权的激励作用ꎻ以参照点效应为
主的第二代不完全契约理论强调了对缔约各方权利
的保护ꎬ契约当事人的权利感受和履约行为的粗细、
业绩结果的优劣存在着紧密的联系ꎮ 合理的产权或
剩余控制权配置可以发挥不同侧重点的激励作用ꎬ
成为契约视角下影响合作效率的实质问题ꎮ 对于剩
余控制权的配置ꎬＧＨＭ 模型认为应当采取“ 谁拥有
这些资产或者谁拥有更多的这种资产” 的标准ꎬ但

等量化指数建立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再谈判触发机

是 ＧＨＭ 模型研究的是企业即私人部门间的合作模

制以及规范的再谈判流程和再谈判争议解决方式ꎮ

这也是第一代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局限之一ꎮ

需要强调的是合约中再谈判条款的设置并不意味着

式ꎬ把投资重要性做为控制权配置的唯一参考维度ꎬ
Ｈａｒｔꎬ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和 Ｖｉｓｈｎｙ ( １９９７) 的 ＨＳＶ 模型将

再谈判的随意性ꎬ频繁的再谈判会影响项目进度和

公共部门吸纳进来ꎬ提出合作方类型( 公共部门和

效率且浪费公共资源ꎮ 由企业发起的再谈判存在为

私人部门) 也应该作为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参考维

攫取利润而敲竹杠或降低服务质量的风险ꎬ而由政

度ꎬ但没有考虑到产品的具体属性ꎻＢｅｓｌｅｙ 和 Ｇｈａｔａｋ

府发起的再谈判存在因双方权力差距而采取支配型
策略或因政府信息掌握不充分而采取次优方案甚至
无效方案的可能ꎮ 因此ꎬ对应区域 ＰＰＰ 项目委员会

的设立是有必要的ꎬ可以发挥外部规制的作用ꎬ对本
地区所有 ＰＰＰ 项目的再谈判进行审核和把控ꎬ按照
再谈判触发条件与程序对再谈判申请进行裁定ꎬ减
少轻率的或投机性的再谈判行为ꎮ
契约的弹性设计除了设置再谈判条款之外还可
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ꎮ 英国是 ＰＰＰ 模式的国际
先驱ꎬ上世纪 ９０ 年代英国政府推出了私人融资计划
－ＰＦＩ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ꎬ在 ２０ 多年的时间

(２００１) 研究构建的 ＢＧ 模型将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拓

展到 产 出 为 纯 公 共 产 品 的 公 私 部 门 合 作 领 域ꎻ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ｎｉ 和 Ｍｕｔｈｏｏ ( ２００６) 的 ＦＭ 模型进一步将
其拓展到准公共产品领域ꎬ提出在此领域剩余控制
权的配置应由产品的公共化程度(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ｍ￣

ｐｕｒｉｔｙ) 、公私双方对产品的价值评价(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和
投资重要性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ꎻ 张
喆、贾明、万迪昉(２００７) 通过研究指出了 ＦＭ 模型的

不足之处ꎬ除了上述三个维度ꎬ还将产品价值的可度
量程度和关系的长期性这两个参考维度纳入 ＰＰＰ

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的框架之中ꎬ但对新增维度的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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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处于理论层面的发现与探索阶段ꎮ

人的研究ꎬ本文认为相关法规政策的落实、定价管

王守清、伍迪、彭为、崔庆斌(２０１５) 认为 ＰＰＰ 项

理、数量质量监督、可行性缺口补助( ＶＧＦ) 和服务

设计是由普适性的法规政策指导的ꎮ 王守清等将中

方应该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用户服务方面拥有较

国不同级别的 ＰＰＰ 法规政策的决策权利束细分为

大自主权ꎬ社会资本方应该是这些方面剩余控制权

提议权、审批权、执行权、监督权ꎬ开创性地从不同法

的掌控主体ꎮ 在项目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不能过

规、不同决 策 过 程 和 不 同 配 置 主 体 视 角 出 发 研 究

分重视监管角色对项目进行过多干预、不当干预而

ＰＰＰ 项目剩 余 控 制 权 配 置 的 原 则 与 机 理ꎬ 并 使 用

弱化平等友好协商、深化合作、尊重社会资本利益的

目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是通过契约实现的ꎬ而契约的

费拨付方面的剩余控制权应归政府所有ꎻ社会资本

ＦＭＥＡ 指标设计实施专家调研ꎮ 研究得出 ＰＰＰ 项

交易角色ꎬ需要平衡监管角色与交易角色ꎬ按照法律

目的重要决策、各决策的重要过程大多由政府掌控ꎬ

条文规定的行政职权范围与契约条款约定的合作交

企业更多地担任决策落实者的角色ꎬ由于受到约束

易边界来规范自身的行为ꎮ

发挥的空间有限ꎬ政府需要进一步放权ꎮ 这对 ＰＰＰ

４.３

义ꎮ

励机制ꎬ都需要以有效的监督为配合和保障ꎬ高效有

法规的设置及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具有重要指导意

高效有力的监督机制的构建
无论是刚柔相济的缔约机制还是产权清晰的激

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

力的监督机制可以为养老 ＰＰＰ 项目保驾护航ꎬ相应

托老服务中心项目的设计、投资、建设 / 改扩建、运营

一纸空文ꎮ 项目再谈判条款的嵌入以及周期性的合

维护以及市民政局同意的市场化增值服务并收取市

约效率评审和服务改进等弹性机制是建立在保证合

民政局和市财政局支付的可行性缺口补助ꎻ负责居

约约束力的刚性机制基础之上的ꎬ弹性机制的触发

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的设计、投资、改扩建、运营维

条件和运行程序应作为正式规范的条款写入合约ꎬ

护以及市民政局同意的市场化增值服务并收取市民

违反合约规定的随意行为应受到及时有力的处罚ꎻ

政局和市财政局支付的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维护绩

项目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亦是如此ꎬ明晰的产权划分

目中:(１) 项目公司主要负责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和

效服务费ꎮ (２) 三个子项目都采取了“ 建设 － 运营维

护 －移交” 的 ＢＯＴ 模式ꎬ政府须授予项目公司基础设
施特许权ꎮ 项目合约规定项目的资产权属安排取决
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土地权属以及托老服务中心
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房屋权属安排ꎮ 由于项目公
司拥有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土地使用权ꎬ所以在合
作期内拥有该机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
营权ꎮ 项目公司不拥有托老服务中心和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的房屋产权ꎬ所以拥有动产部分( 除去建筑

的监督机制的缺乏容易致使契约流于形式甚至成为

应作为正式规范的条款写入合约ꎬ对权利侵占行为
或权利名不副实的情况应给予及时的处罚或纠正ꎮ
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

目的监督机制具有一般 ＰＰＰ 项目的特征ꎬ即立法欠
缺、监督分散和监督不均ꎮ ( １) 有法可依是监督运
行的前提之一ꎬ但 ＰＰＰ 在中国立法层面上还是空
白ꎬＰＰＰ 的相关规定或散于« 合同法» « 招投标法» 和
«政府采购法» 等其他通用性的法律中ꎬ或散于位阶
相对较低的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文件中ꎬ央地

物外的设施设备等) 的资产所有权和两个机构全部

之间、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统一ꎬ前后矛盾、标准不一

资 产的使用权和经营权ꎻ( ３) 此外ꎬ项目资本金为

的情况时有发生ꎮ (２) 中国 ＰＰＰ 项目采取的是多部

出资比例为 ２０％ꎬ长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程验收由各级发改委负责监管ꎻ财政承受能力论证、

在项目公司股东会的表决权与股比保持一致ꎮ

术标准的事项则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管ꎬ税务、

１５ ２４７ 万元ꎬ项目股权结构设定为长发展投资公司

门分业、分散的监督模式ꎮ 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和工

为 ８０％ꎬ长发展投资公司和长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ＶＦＭ 评价和财务核算由财政部门负责监管ꎻ相关技

养老 ＰＰＰ 项目一方面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参考

国土、环保和劳动等部门也参与项目的监管ꎮ 职能

维度较多且部分难以量化ꎬ另一方面公私合作的主

交叉、责任不清、效率低下是这种监督模式的弊病ꎮ

体特征以及项目目标的双重性使得该类项目的剩余

(３) ＰＰＰ 项目的监督重心落于社会资本方ꎬ而政府

控制权配置不能绝对化ꎮ 结合长春市养老综合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王守清等

方往往成为监督的真空ꎬ王守清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显
示 ３８ 个再谈判的 ＰＰＰ 项目中因政府自身问题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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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判的就有 ２２ 个ꎬ由谁来监督政府成为一大难

７１

健康可持续发展ꎮ

题ꎮ

高效有力的监督机制的构建需要做好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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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是防范政府腐败、减少黑箱ꎬ促进 ＰＰＰ 市场公
平竞争、规范发展的有效途径ꎬ应严格按照财政部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ＰＰＰ) 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公
开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建立 ＰＰＰ 项目信息平台并

完善项目信息发布机制ꎬ发挥包括银行、咨询机构以
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外部监督作用来减少监督真空、
改善监督不均的局面ꎮ

５

结语
养老 ＰＰＰ 项目集聚了政府和市场的优势ꎬ健康

地运行会产生 １ ＋ １>２ 的效果ꎬ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可
以有效地应对银发浪潮的冲击ꎬ养老 ＰＰＰ 项目治理

机制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基于行政职
权的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体ꎬＯｌｉｖｅｒ Ｈａｒｔ 教授的不

完全契约理论对项目治理机制的完善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ꎬ本文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对项目治理进行了
思考ꎬ提出通过在项目契约中设置再谈判条款、引入
周期性的合约效率评审ꎻ妥善配置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剩余控制权ꎻ加快 ＰＰＰ 立法进程、理顺横向间和
纵向间监管机构的职权关系、推进项目信息公开等
措施构建出刚柔相济的缔约机制、产权清晰的激励
机制、高效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促进养老 ＰＰＰ 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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