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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公私博弈框架及合作机制构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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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PPP 是指政府和私营企业为提升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公共部门资金匮乏和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而形成的新型融

资方式。在其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诸多博弈，研究相关博弈并提出相应的合作机制构建
建议将利于加强对 PPP 模式的管理，以保障项目能够成功建设运营。本文针对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两个核心利益相关者
构建了博弈框架——基于管理效率的合作伙伴选择博弈、完全信息静态的风险分担博弈、基于投资比例模型的投资结构
博弈和基于演化博弈模型的项目监管博弈，并通过分析得出了相关结论并提出了构建公私合作机制的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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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PPP 简介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中文译为公
私合营或公私合作关系，是指政府、私人营利企业和
私人非营利企业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相互合作关系的
形式，是一种以各参与方“双赢”或“多赢”为合作
理念的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融资方式。在 PPP 联合投
资模式下，政府既是项目的最终拥有者、管理者，同
时也是运营公司的股东。PPP 模式有“伙伴关系”、
“利
益共享”、
“风险共担”三大特征，在基于目标一致的
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共享利
益、共担风险。PPP 管理模式力求突破简单化的“融资
模式”
，从而上升到从管理模式创新的层面上理解和总
结。
（二）课题意义
PPP 模式包括采购程序、招投标、风险分担、合同
谈判等程序，其他外部条件还有必要的政府支持、良
好的经济环境、稳固的政治环境和可靠的法律法规等。
从世界各国利用 PPP 模式建设基础设施失败的案例
中，从微观层面很多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完工、风险分
担的不合理和联营体的财务危机等最终导致了项目的
失败。在一个 PPP 模式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着政
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诸多博弈，而研究清楚这些
博弈有利于提高应用 PPP 模式项目的成功率，有利于
加强对 PPP 模式的管理，有利于提高项目运行效率。
以公私博弈中关于风险分担这部分内容为例，公
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的这一特征，是 PPP
模式区别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其他交易形式的显著

标志。例如，在普通的政府采购行为中，双方都让自
己尽可能小地承担风险，所以不能称之为合作伙伴关
系。而在理论上的合作伙伴关系（PPP 模式）中，合作
双方各自承担自身最善于应对的风险，整个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成本就能最小化。例如，在一个面向公众
收费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共部门可以对私
营部门提供现金流量补贴，有效控制私营部门因基础
设施使用量不足而引起的经营风险；同样的，私营部
门会依照部门本身相对优势承担较多的、甚至全部的
具体管理职责，而这个领域，却正是政府管理层“官
僚主义低效风险”的易发领域。由此，在理论上风险
得以规避。然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无论是私人部门
还是公共部门，参与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自身利
益而非整体利益，公私双方都会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
计地避免任何风险（包括自身善于应对的风险）。所以，
在关于风险分担方面，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现实条件
下，个人利益的最优并非会使整个项目的利益得到最
优化，从而导致 PPP 项目无法实现预期利益甚至失败。
综上所述，为使 PPP 项目得到成功实现，研究 PPP 模
式各个过程中存在的博弈并提出相应的合作机制构建
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依据博弈论的有关知
识，针对 PPP 模式运行中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应的博弈
模型，在合作伙伴选择博弈中，建立了基于管理效率
的数学模型；在风险分担博弈中，建立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在投资结构博弈中根据收益分配原则、风险分
担原则建立投资结构博弈模型；在项目监管博弈中，
基于演化博弈建立公私双方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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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PP 利益相关者及本文研究对象分析
（一）利益相关者分析
总体来看，PPP 项目的运营全过程包括项目发起与
确立、合作方的选择、资金的筹措、设计、施工、运
营和维护等诸多环节。而整个过程中的参与者主要有：
政府、私营部门即项目公司的主要股东、债权人即提
供贷款的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项目公司即负责项目
的建设、运营、维护等工作的主要人员、用户即产品
或服务购买者，还可能有为项目提供保险的保险公司，
各种工程承包商、供应商、运营商、咨询公司和顾问
公司，以及相关媒体、公众等。参照 Freeman 和 PMI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以上这些参与者，均符合“影
响或被影响”的特点，即均在承担一定的项目风险的
同时享有最终的项目利益，所以他们就是 PPP 项目的
利益相关者。
本文主要依据影响力和相关度进行分类，其中影
响力是指利益相关者影响项目进行的能力，相关度指
的是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受项目影响的关系程
度，有的是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密切相关的，有的
是间接的、相对次要的、松散的。而值得注意的是，
各个分类内利益相关者的状态并不一定是完全固定不
变的，依据不同项目的不同情况，它们内部构成及比
重在项目实际运作中可能是动态的。
如图 1 所示，主要将 PPP 项目利益相关者划分到
I、II、III、IV 四个象限内。I 区域内的利益相关者
是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
他们的态度对于项目公司的决策影响最大最直接；II
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是重要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和金融
机构、工程承包商、供应商、运营商等，对项目公司
的决策影响比较大，项目公司在决策、开工之前要与
他们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III 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是
边缘利益相关者，如用户等；第 IV 象限的利益相关者
是一般利益相关者，如公众、媒体等，它们影响力低，
但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要。正如前文所说上述利益相关
者的分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根据不同项目的特
点和环境进行动态分析。在确定了利益相关者的不同
类型之后，针对以上四个象限内项目利益相关者的不
同特点，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和制
约机制，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稳定的系统。
（二）本文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PPP 项目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项目的进行，而其中核
心利益相关者起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整个项目有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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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着重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分
析，也即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

图 1

PPP 项目利益相关者象限图

图 2 PPP 公私博弈框架

三、PPP 公私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一）博弈模型框架综述
我们知道，PPP 模式虽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现
了公私合营, 但往往在合作协议签订之前, 公共部门
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着利益、责任及风险分担等一系
列问题, 公私合营实质上是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
博弈均衡的结果,PPP 公私博弈框架如图 2 所示。接下
来将对四项博弈分别建立模型并进行定性分析。
（二）合作伙伴选择博弈
首先，经过分析可知，由于政府需要作出前期投
入，则其对项目的影响及关注点主要在于投资、收益
状况及前期运营情况等，而当对以上因素进行分析后
可得出是否继续投资及是否需要合营的结论。因此首
先对此进行基于管理效率的分析如下。
假设政府对项目进行了投资，那么之后的进一步
政府投资与私人营运投入 I=Ig+Ip。政府对项目进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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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入后，其前期建设状况或运营情况有好和差两状
态，分别设为 hGH 和 hGL，它决定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
效率好 eGH 与不好 eGL。项目将来收益状况为好或差，
其分别假设为 BH 和 BL，其发生概率分别为 PH 和 PL，
且 PH+PL=1，假设 C 为项目运行成本，且有 BL<I+C<BH。
通过常识可知，当管理水平低下时，PL 发生的概率较
大，因此若想增加收益状况好发生的概率 PH，需改进
管理水平。
令 eGH=P(hGH|BH)，eGL=P(hGL|BL)>eGH，

P(hGL|BH)=1-eGH，P(hGH|BL)=1-eGL
在项目盈利的情况下，政府管理效率 eG 与努力水
平 hH 呈正相关，可得项目前期合作经营状况好的概率
p(hGH)为：
（1）
则政府部门在评价自身的运营管理水平 hGH 或 hGL
后，有几种选择：独立投资、不再投资或公私合营。
假设在运营水平较高即 hGH 时，项目预期社会净收
益为 ENPVE=P(hGH|BH)P(BH)(BH-Ig-Cg)+P(hGH|BL)P(BL)(BL-Ig-Cg)
=eGHPH(BH-Ig-Cg)+(1-eGL)PL(BL-Ig-Cg)
（2）
由于 eGL>eGH，则有 eGHPH(BH-Ig-Cg)+(1-eGH)PL(BL-Ig-Cg)<0
此时，由于政府部门资金有限，管理精力有限，
管理效率不高，项目的预期收益不会太高，因此，政
府不准备单独投资，由(2)式得政府部门不准备单独投
资的管理效率上限为
（3）
在考虑合作经营的基础上，我们考虑私人部门的
投资、运营情况、努力水平等对于政府接下来选择的
影响，并基于管理效率对其作出假设及分析如下。
假设私人公司投资额大小 IP 和收益分配 BS 由公私
双方协商。设私人公司预计项目运行成本为 CP，项目
运行阶段由私人公司管理，努力水平与收益情况有两
种状况，即好 hSH 或差 hSL，它决定私人管理部门的管理
效率好 eSH 与不好 eSL。
令
eSH=P(hSH|BH)，eSL=P(hSL|BL)>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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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私人公司的融资能力与管理水平并作出合
作决策，得到结论：(BH-Ip-CS)PHeSHeGH+PL (1-eGH) (1-eSH)
(BL-Ip-CS)≥0
即要求私人公司较高的管理效率 eSH 来改变项目的
经营状况。此时有如下结论，若希望有合作经营净现
值期望 ENPVF>0，合作伙伴应该具备条件：
（5）
当 hGH 时，项目前期投资运行与管理较好时，合作
经营有一定前提条件。当 eG 趋向于 eGH 时，政府从吸引
资金的角度，即当 eS 接近 eSL 也会考虑合作经营。
当项目未来的运行水平较差即 hGL 时，分析私人公
司的管理水平没有必要，此时应满足:

ENPVF|hG=hGL=PHp(hGH|BH)P(hGL|BH)(BH-IP-CP)+
PLP(hGL|BL)P(hSH|BL)(BL-Ip-CP)
即

PHeSH(1-eGH)(BH-Ip-CP)+PLeGL(1-eSL)(BL-Ip-CP) （6）
由于 eSL>eSH，则式（6）<0,且有
（7）
(7)式表明在 hGL 时，政府的效用为零，则不必要
进行投资。
（三）风险分担博弈
为便于分析，假设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任
一参与者 n 的风险收益 Rn 与风险成本 Cn 都与风险 u 有
关且呈线性关系，Rn=f（n）=au，Cn=g(n)=bu，其中 a、
b 为常数。由上知，净收益 Pi=(a-b)u,，再令μn=a-b，
则 Pi=μnu，称μn 为 u 的风险偏好系数。
下面首先就两个风险主体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
博弈进行分析：令 g、p 分别代表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
则它们的风险偏好系数分别为μg 和μp，分别以承担和
不承担表示风险主体是否承担该种类风险，那么可得
图 3 所示情形。按μg 和μp 的数值不同取向，分三种情
况进行考虑：

P(hSL|BH)=1-eSH，P(hSH|BL)=1-eSL
当预计项目收益状况较好即 hGH 时，私人公司管理
能力较高的概率 eSH 应该大于 1/2。政府得到私人公司
对项目的运行状况或前景后，他会改变对项目的评价
由 P(hGH)调整为 P(hGH∩hSH),
（4）
此时私人公司的管理水平对融资有重要影响，则
65

图 3 公私风险分担博弈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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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g+BS，其中 ：
（1） 当μg＞μp＞0 时，可得在 g 和 p 的博弈中
,
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即（承担，不承担）、
（不承担，
X、Y
为公私双方风险总系数,
"1、"1、!、"m
为
承担）
：当μg＜μp 时，max（Pg，PP）=μpu，则（不承
担，承担）为最合理的方案；当μg 大于μp 时，max（Pg， 各类风险的权重系数, 投资包括项目建安工程费、设
备 购 置 费 、建 设 管 理费融资成本等。 投资比
PP）=μgu，则（承担，不承担）是最合理的方案；
例 Ig、Is 根据 PPP 项目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项目
（2） 当μg＞0，μp＜0 时，可得在 g 和 p 的博弈
的赢利能力、收费定价机制、政治经济风险等因素确
中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即（承担，不承担）
：由于μ
定。
p＜0，则μpu＜0，因此私人没有承担该类风险的积极
（3）博弈中公私合作双方风险分摊系数的确定
性，而政府则恰好相反，故两者的博弈中，政府部门
PPP 项目中经济与技术风险主要由私人公司承担,
成为唯一的风险承担者；
政策和政治风险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 风险分担计算
（3） 当μg＜0，μp＜0 时，可得在 g 和 p 的博弈
可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进行, 下面以经济风险分摊系
中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即（不承担，不承担）
：无论
是政府还是私人，根据收益公式，双方将都发生损失， 数为例。因素集 U={投资失控程度, 需求不足程度, 运
行管理不良程度, 经济事件严重程度}, 结合实际情
故两者都无承担此类风险的积极性；
况，用适当方法对各因素重要性分 别 赋 以 权 重 ,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风险承担方主要取决于
假 设 权 向 量 A=（"1，"2，"3，"4）=
其风险偏好系数的大小，即 g 和 p 中较大一方的对应
（0.3,0.4,0.2,0.1）, 当项目运行中需求严重不足但
主体最有能力承担该种类风险，是最合理的风险承担
者。总体来说，谁最有能力承担风险，就让谁来承担。 有政府的补贴支持时"2 可以取小值,因素评价 V=(低,
较低,中等,较高,高)。对公共部门的风险进行模糊综
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公私双方并不能直接达到
合评判结果为 GE=A·RE, 其公共部门经济风险的大小
最理想的状态，比如存在着政府对 PPP 项目的扶持。
为 XE=GE·VT,私人公司经济风险的大小为 YE=1-XE。
这是由于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的目的往往不一致，私
由于公共部门和私人公司承担的技术、经济风险不同,
营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会牺牲社会效益来换取经济效
他们对项目经济风险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求出的经济
益，一定程度上与政府部门目的相悖，他们必然会相
风险系数 XE、YE 较难直接进行横向比较, 应当对 XE、
互制约、相互妥协、采取一定方式如政府扶持等，最
YE 进行修正。设公共部门对经济风险的影响程度为
终达到纳什均衡。
dg( 政府投资决策与收费定价方面有较大权力时,则
（四）投资结构博弈
dg 取高值),私人部门对项目经济风险影响程度为 dS,
公私合作合同主要包括合作协议、合作投资、风
修正后的经济风险为：XE*=XE·dg（/XE·dg+YE·ds）
险分摊和收益分配协议、建设管理协议等, 其中利益
YE*=YE·ds/XE·ds+YE·ds）
。同理可以求得公私双方
分配办法与比例、风险分摊比例的合理设计是关系 PPP
技术风险系数 XT*, YT*; 政策风险系数 XP*, YP*; 合
项目成败关键因素。PPP 项目中公私双方共担风险、共
作风险系数 XC*, YC*。
享利益。在博弈中建立合作投资的投资比例模型。综
另一方面, 可用层次分析法求经济、技术、政策
合考虑投资和风险因素,使用综合评价方法, 给出公
[5]
与合作风险各自的重要程度
α E, α T, α P,α C。
公私方 总
私双方的风险分摊系数和收益分配比例 。
风 险 系 数 分 别 为：
（1）博弈中的收益分配原则
X=αE·XE*+αT·XT*+αP·XP*+αC·XC*
PPP 项目的根本设计原则为 “ 风险分担、利益共
Y=αE·YE*+αT·YT*+αP·YP*+αC·YC*
享”, 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收益分配应与双方承担
（五）项目监管博弈
的风险水平 xi, y (i i=1, 2, …, m, 表示有 m 种风
项目监管，主要是指政府对项目承包人的执行合
险) 和投资大小 Ig, Is 相关 ( 这里不考虑运行成本) ,
同行为进行监管。
设公、私双方的财务收益比例分别为 Bg、Bs, 则
站在政府的角度，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监管必然
有:Bg=F ( Ig, x1, x2, …, xm) , Bs =G ( Is, y1,
会产生监管成本，而项目实施过程监管缺失会导致工
y2, …, ym)，Bg+Bs=1，x1+y1=1。
程项目的承包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造成项目施工
（2）博弈中收益分配比例的计算方法
设 项 目 的 最 终 收 益 为 B, 则 有
质量达不到预期设计要求，甚至承包人损公图利，以
Bg=Ig·X/(Ig·X+I·Y),BS=IS·Y/（Ig·X+Is·Y）
，
各种名目繁多的手段将国有资产据为已有或者挥霍，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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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导致项目完成计划拖延或者失败。站在项目承包
人的角度，如果承包人认真履行合同，则有可能使自
己无利可图。因此，由于投标过程中激烈的竞争，承
包人通常会以低价获得项目的承包权，而在之后项目
实际建设过程中，为了快速收回成本获得利润，承包
人可能采取偷工减料的不认真、不负责行为，甚至在
合同实施中通过各种手段变相增加项目实施成本。
基于上述现象，在政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会
展开关于项目监管的博弈。项目监管博弈以经济理论
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基础，模拟从个体到群体行为
的形成过程，分析群体进化的稳定性和趋，即进化稳
定策略。博弈双方通过不断的尝试、学习、模仿、改
进，最终找到一个均衡点，即博弈双方都感到满意的
均衡策略。
为了简化复杂环境下 PPP 项目监管博弈的模型，
我们做出如下原则假设：
（1）理性假设，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是理性人；
（2）信息不对称假设，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得到
的信息不对称的，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决定或者是决策
倾向。
基于上述假设，建立博弈模型如下：
政府的所有可能行为={监管，不监管}
企业的所有可能行为={认真，不认真}（其中认真
工作包括按期完工）
设政府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认真工作的条件下所
获得效益是 M，在其不认真工作时获得的收益是
L(M>L)；私营部门不认真工作时获得的收益是 L(H>L)；
不论私营部门认真工作与否，公共部门都要向其支付
合同中规定的工资 W。如果认真工作，私营部门会获得
一些奖励 R，不认真工作则可能会受一定惩罚 P，但可
以获得额外的利润 E；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为 V，私营
部门努力工作的成本为 U。招标人选择监管的概率为
x,则其选择不监管的概率为 1-x；私营部门选择认真工
作的概率为 y 则其选择不认真工作的概率为 1-y，如图
4 所示。
收益

私营部
门决策

认真 y

不认真 1-y

监管 x

M-V-R,W-U+R

L-V+P,W-P+E

不监管 1-x

M-R,W-U+R

L,W+E

公共部门决策

图 4 项目监管博弈分析图
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影响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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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决策概率 x，y 大小的主要因素监管成本 V 的
大小，对私营部门工作做出惩罚 P 和奖励 R，私营部不
认真工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E 等。

四、建立公私合作机制的有关建议
（一）针对合作伙伴选择博弈的建议
1、政府成立 PPP 管理和推动部门，专业高效地
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当政府进行前期投资后进行专
业分析，以获得下一步收益最大化；
2、私营企业加强对项目的了解，积极参与适宜自
己的项目。公私合作有利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但
若私人营企业进入项目且对投资环境不够了解时，其
承担的风险较大，项目难以成功实施；
（二）针对风险分担博弈的建议
1、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项目中也会遇到如技术
风险、运营风险、融资风险、不可抗力的风险等各种
风险，因此有必要对面临的风险及自身能力进行评估，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企业；
2、在博弈中尽量达到均衡，为此可能需要政府作
出更多努力。如进行补贴来作出妥协；
（三）针对投资结构博弈的建议
1、遵照多赢原则。项目以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为目的，分配收益时应该考虑到私营部门的期望，
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和信任；
2、确定合理的投资激励政策。公私双方的主要职
责、分担的风险不同，各自的投资不同，从而收益分
配也不同, 应该有!Bg/!Ig> 0, !Bs /!Is> 0,即各方收
益随投资增大而增加 ( 在各自投资规模上限内) ；
3、政府适当给予投资者补贴。公私收益随承担的
风险增大而递增,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当总收益远小
于私营企业预期时, 政府应及时给予投资者补贴。
（四）针对项目监管博弈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项目责任。
允许公共部门加大对完成质量差、偷工减料、变相增
加项目成本及项目完成时间晚于预期时间的私营部门
的处罚力度，从法律上控制私营部门的行为；
2、建立行业协会诚信体系。将私营部门的不诚信
行为记录下来，为 PPP 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行业氛
围；
3、公共部门对私营企业采取适当的鼓励政策，并
加大对不诚信企业的处罚力度，以减少私营部门不认
真工作的行为出现；
4、公共部门创新管理模式，降低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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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一）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框架构建及分
类模型分析，分别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合作伙伴选择博弈
针对公私合作伙伴选择问题，在政府对项目已作
了前期融资和了解的条件下，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
系的管理效率模型：以投资、收益、运营情况及管理
努力程度作为参数，使公私双方提高各自的管理效率，
得出了在一定管理效率的时候政府不会单独投资，且
信息对称时，政府愿与管理水平较高的私人公司合作，
而当信息非对称时，政府与经验不足的私人公司合作
风险较低，为公共项目在投资中期或运行期实施公私
合作伙伴关系投资提供了决策依据。
2、风险分担博弈
PPP 存在风险共担的特征,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
公私双方的风险分担结构便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
题。本文基于公私双方风险偏好系数的不同, 构建政
府部门与私营企业双方风险合理分担的完全信息静态
博弈模型，最终得出风险偏好系数较大一方对应的主
体更有能力承担该风险，是最合理的风险承担者的结
论。但由于假设的限制，现实中情况往往更为复杂，
需要多方面、动态考虑最终做出决策。
3、投资结构博弈
由于 PPP 项目是由代表政府的公用企业和私营部
门合作进行的,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各自的出资形式
和出资比例, 需要一个反复讨价还价和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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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私合作合同中，利益分配办法与比例、风险分摊
比例的合理设计是关系 PPP 项目成败关键因素。在博
弈中建立合作投资的投资比例模型。综合考虑投资和
风险因素, 使用综合评价方法, 最终给出公私双方的
风险分摊系数和收益分配比例，建立合理的投资结构。
4、项目监管博弈
之前人们普遍认为 PPP 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有效
的监管框架, 而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对私营企业
进行有效的监督并非是使项目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还可以通过加大对私营部门不认真履行合同的惩罚力
度或者认真工作做的奖励力度来影响私营部门的行
为。政府与私营企业各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责任分工,
只有合理确定监管和奖惩措施，才能更好的避免出现
PPP 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社会虚度”效应。
（二）论文展望
此次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仍然
是初步的、较为浅显的，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
探索：
1、论文的研究主体较为狭隘。讨论仅限于政府和私
人，但正如前文所述，PPP 项目中存在参与者，如承包
商、经营商、用户等。而论文在探究 PPP 项目合作伙
伴选择、风险承担等的问题时没有考虑其他各方，因
此，研究不够全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2、研究结论没有得到实际论证。尽管论文对公私双
方在 PPP 中相关的各环节得出了结论，但是，这些结
论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没有得到实际工程项目的论
证，因此，需进一步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论证，对论
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修正和验证，使其更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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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of Public-Private Game in PPP and Proposals of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Mechanisms
Ma Ning1, Liu Xifei2
Abstract：PPP is a new financial mode used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frastructure， address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ector efficiency．There exists many gam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it. To analyze those
game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ll strengthe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operation to be successful. Based on the two core stakeholders of public sector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game frame—the game of partners’ selection based on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the static game of complete information of risks, the game of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based on the model
of investment ratio, and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project controll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se four
games equilibrium, it draws the conclusions and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 on constructing th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PPP; stakeholder; gam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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