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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建设对基础设施有着巨大的投融

资需求，但过去政府主导的以财政资金、融资平台

举债和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模式导致了地方政府债

务危机隐患突出，不可持续，亟需创新［1］。在这种

需求下，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作为一种国

际流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融资创新模式，备

受政府青睐和重视，成为当前的社会焦点和政策热

点［2］。

PPP 是一系列模式的统称，包括 BOT、TOT、
PFI、OM等具体模式［3］。一般而言，PPP具有缓解政

府财政资金不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分担风

险、提高效率和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等优势，在全世

界都受到重视和较广泛的应用［4］。PPP在中国并非

新事物，从沙角B电厂BOT项目算起，PPP在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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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1984—2013年中国PPP的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描述和分析了中国PPP项目发展的时空格局和特征，并

利用地理探测器对PPP发展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和测度。研究发现：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历程

可分为四个阶段，PPP项目总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空间上PPP项目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总体呈现东部多中

西部少的格局；GDP、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资金总量等因素通过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中国PPP的发展，但在影响程

度上存在差异。该研究为开展PPP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也为中国PPP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同

时为 PPP模式的宏观决策提供了参考，建议 PPP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立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因地

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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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livery model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PP has been widely used worldwide and also has a long

application history in China.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PPP,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PP and learn the lessons of PPP in China. This paper in first establish the PPP projects database through open

search engine, and then explore the spatio- temporal pattern of PPP in China during last 30 years. At last, this paper

identifies,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drivers of PPP in China.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China's PPP development have

exist four stag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space heterogeneity of PPP development is depend

on the interact of GDP, urbanization, capital sum and fiscal revenue. This paper tries to helping Chinese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ake more reasonable policies, as well as laying foundation for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of PP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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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超过 30年的发展历程。2014年以来，在国家的

大力推动下，PPP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

运用，截至 2016年底，财政部PPP入库项目 11 260
个，总投资 13.5万亿元，签约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

1 351个，总投资 2.2万亿元①。与之相比，PPP发源

地英国也才900多个PPP项目②。因此，对中国PPP
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

PPP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PPP发展

具有借鉴意义［5-8］。

全球化背景下的 PPP在各国的应用受到所在

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乃至自然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而有所不同。这方面，很多学者针对不同国家

的 PPP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的国别研

究，比如欧盟［9］、新加坡［10］、加拿大［11］等。这些研究

虽然看到了PPP模式应用的国际差异，但对中国这

样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大国内部的

PPP项目空间差异及其规律却重视不够。

目前 PPP研究常用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主

要侧重于委托代理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实

物期权理论等和德尔菲法、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

焦点小组研讨、案例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等经济学

和管理学领域［12-16］。基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较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大样本数据库为基础的空

间视角的研究。

本文立足地理学的过程—格局—机理—响应

的研究范式，基于1984年以来的中国PPP项目案例

数据，通过空间分析，识别中国PPP发展的过程、格

局和主要影响因素。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采集

相对于发达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等，2014年以前中国没有官方的PPP项目数据库。

目前，中国官方建有财政部和发改委两个PPP项目

库，但两个数据库都缺乏2014年以前的PPP项目资

料。世界银行的 PPI（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
structure Database）数据库收集有中国 PPP项目信

息，截至 2016年底，共收集了中国 1 326个 PPP项

目③。但该数据库的项目范围包括了私有化（dives⁃
titures）、管理租赁合同（management and lease con⁃
tracts）、特许经营（concessions）和新建项目（green⁃

field）等，属于广义 PPP，范围过宽，跟国内官方的

PPP模式定义存在较大差异。此外，PPI数据库的

PPP项目投资人不包含国企，但国企恰恰是国内

PPP的社会资本主体。忽视这一现实，难以全面反

映中国PPP发展的客观全貌。

本研究通过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在搜索引擎上

收集公开发布的案例数据。遴选原则包括：①项目

已经完成社会资本招商（即确定投资人，比如公开

招标项目必须是完成招标）；②不包含BT项目；③
时间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④不含港澳台。构建

了一个三阶段的PPP项目库构建方法（图 1），具体

包括：①以“PPP/BOT/TOT/BOOT/BOO/ROT/BTO”等

加“省份”为关键词，在baidu和google等主流搜索引

擎进行关键词搜索，获取原始项目数据；②根据前

述原则对原始项目进行筛选，形成最终的项目库；

③对项目库进行属性、时空格局、相关性及演化

分析。

GOOGLE BAIDU

PPP相关：
BOT/TOT/BTO

……
省份

初始PPP项目库

最终PPP项目数据库

时间序列

搜索引擎

关键词

搜索

阶段一：搜索

遴选

遴选标准 模式 时间 项目完成信息

阶段二：遴选

+

+

+ +

地点 投资人领域

阶段三：分析

研究 具体模式

图1 PPP项目库构建方法
Fig.1 Technology roadmap

由于本方法受制于信息的公开程度，而中国各

地的信息公开程度存在差异，对此的应对措施主要

就是加强多渠道的信息交叉验证，比如对一些重点

① http://www.cpppc.org:8082/efmisweb/ppp/projectLibrary/toPPPMap.do
② http://www.partnershipsuk.org.uk/PUK-Projects-Database.aspx
③ http://ppi.worldbank.or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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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比如水务领域的北控、首创、威立雅等，交

通领域的中交集团等）的投资项目信息与项目所在

地方政府的信息进行验证匹配。

通过上述方法，本报告共收集了 1 221个符合

标准的PPP项目，构建了研究所需的项目库。

1.2 研究方法

为了从空间异质性角度探索中国 PPP发展和

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http：//
www.geodetector.org）方法进行测度和分析。地理探

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驱动力的一个

方法［17］。其原理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

有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

具有相似性［18］。地理探测器包括风险探测、因子探

测、生态探测和交互探测 4个探测器，本研究主要

采用其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地理探测器没

有过多的假设条件，主要被用来分析各种现象的影

响因子以及多因子的交互作用［19］。地理探测器起

源于疾病风险因素分析，但目前在区域经济、旅游、

规划、考古、城镇化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20-24］。

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主要探测某因子X

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变量Y的空间分异，其公式为：

q = 1 -∑h = 1

L

Nhσ
2
h

N
σ2

（1）
式中：q为某影响因素的解释力，即表示 X解释了

100×q%的Y，本文中表示为PPP影响因素对PPP发

展空间格局分异的解释力；N为研究区全部样本

数；σ2为指标的方差。q∈［0，1］，q的大小反映了空

间分异的程度，q值越大，表示自变量X对属性Y的

解释力越强。本研究中，q值为 0说明某影响因素

与PPP分异完全无关，数值为 1说明某影响因素可

以完全解释PPP分布差异。

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器用以识别不同影

响因子是独立起作用还是具有交互作用。评估的

方法是首先分别计算两种因子X1和X2对Y的 q值，

并计算它们交互时的 q值：q（X1∩X2），并对 q（X1）、q

（X2）与q（X1∩X2）进行比较。

2 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时空格局

2.1 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阶段

以 PPP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家政策、社会经济

等时代背景，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可以分成 4
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1984—2002年，探索崛起阶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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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PPP发展阶段
Fig.2 PPP development stage in China

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资金的巨大缺口，吸引

和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建设成为了国家政策。外商

直接投资（FDI）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和基础设施大

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世界上

刚刚出现的BOT模式通过外商引进了中国。中国

第一个BOT项目就是 1984年的深圳沙角B电厂项

目，投资人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该项目在15年特许

经营期满后于 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沙角

B电厂BOT项目由于条件限制，程序粗糙，文件简

单，影响有限。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开始研究投融资

体制改革。1994年原国家计委选择了 5个BOT项

目作为试点，其中包括了水厂、电厂、高速公路和大

桥。来宾B电厂成为了第一个国家推动并获得成

功的PPP项目。随后，国家又出台了一些政策来指

导 PPP项目发展，各个地方政府也积极试点推广

PPP项目，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本研究收集到的这

一阶段的项目有 91个。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特

征有：①项目应用领域以交通、能源、水务和垃圾处

理为主；②以外商投资为主，外商的参与和国际化

运作保障了项目的成功，提供了经验，促进了 PPP
项目的本土化；③PPP项目前期策划与招商阶段周

期长，成本高，技术壁垒强，限制了PPP模式的大规

模推广使用。

第二阶段：2003—2008 年，稳定推广阶段。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了市场机制，随后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原建设部陆续

出台了几个促进和规范PPP应用的文件，为PPP提

供了法律依据。在国家的强有力推动下，各地兴起

了 PPP的一个高潮。这一阶段影响较大的典型案

例有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北京地铁四号线。

这阶段的特征有：①PPP应用以市政公用事业为

主，包括自来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供暖等，尤其

是污水处理项目占据主导地位；②投资人来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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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比重下降，民企和国企占据主导地位；③普遍

采用公开招标，通过公开竞争方式选择投资人，有

效降低费用，提高透明度，避免黑箱操作，运作规范

有效，也使得地方政府更有主动权，维护了公共利

益；④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流程、实施模式和工

作模板，使得前期交易费用大幅度下降，前期工作

时间大幅度压缩，有力促进PPP项目的推广实施。

第三阶段：2009—2013 年，波动发展阶段。

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世界金融格局，也极大地

影响了中国PPP的发展进程。为了应对危机，中国

政府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巨额的政府

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

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前期阶段的 PPP项目退出

了 PPP模式，直接转为政府投资，对私人资本产生

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这一阶段的特征：①国企占据

了绝对主导地位，由于国企实力强，拥有政府资源

作为支撑，信用高，备受地方政府和银行业的青睐，

国企也逐渐倾向采用PPP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和国企合作的中国特色 PPP模式成为这一时

期的主体；②融资渠道多元化，在中国早期 PPP应

用中，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银行信贷为主，随着资

金需求额度的剧增，以及金融市场的成熟，PPP融

资模式逐渐涌现了企业债、信托等多元化融资

渠道。

第四阶段：2014年至今，新跃进阶段。从 2013
年底开始，为了进一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

财政部为主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进PPP模

式，这次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政策出台之密集都是

前所未有的，兴起了一轮PPP的热潮。

2.2 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格局

通过对收集的中国PPP项目数据库进行分析，

发现存在如下特征：

时间序列分布。中国 PPP应用总体呈现增长

趋势，尤其是进入 21世纪，增长势头显著加快，但

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图3）。
总投资额。虽然收集的项目库中很多案例缺

乏确切的投资额，但对有投资额数据的项目进行汇

总，总投资额在1万亿元（不变价格）以上。1985—
2014年，中国基础设施总投资超过 70万亿元。因

此，相对于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及缺口，

PPP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图4）。
特许经营期。中国 PPP项目的特许经营期大

部分在30年以内，以30年居多，最长的为50年，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政策规定限制，2004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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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PPP项目时序分布
Fig.3 Number of PPP projects by yea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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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4—2013年中国PPP项目、GDP、
财政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

Fig.4 PPP projects, GDP, fiscal revenu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 in China(1994-2013)

部颁布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特许经营期限应当根据行业特点、规模、经营

方式等因素确定，最长不得超过30年”。

项目空间分布。PPP 项目空间分异非常显

著。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多，中西部地区少，东部地

区PPP项目占全部项目的 51.6%，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相对持平，都在 24%左右。PPP应用最多的省

份前三是福建（122，项目数，下同）、广东（116）、江

苏（95），最少的是海南（9）、青海（6）、西藏（2）。在

区域内部，各省之间的 PPP项目差异程度也较大。

东部 11个省之间，均值为 57，标准差为 41，中位数

为 37，项目最多的福建是最少的海南的 13倍多。

中部地区8个省，均值为37，标准差为21，中位数为

38。西部地区 12个省，均值为 24，标准差为 19，中
位数为 22.5。可以看出，东部地区 PPP项目最多，

但省际分布差异最大；中西部省份虽然总体项目

少，但省际分布差异相对较少，唯一的例外就是

四川。

投资人。与国外PPP不同，中国的国企在PPP
的投资人中占据主导地位，民企次之，外企比较少，

且受到许多限制（比如不能控股），也有一些混合所



有制的项目。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这种

态势并不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鲜明的阶段性。

2000年之前，国企作为投资人的项目仅 9个，而同

期外企作为投资人的项目为 17个，占案例全部的

56.6%。进入21世纪之后，国企和民企的比重急剧

上升，外企则下滑态势显著，以 2013年为例，全部

174个统计案例中，国企 78个，占 44.8%，民企 93
个，占53.4%，外企仅占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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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PPP项目区域分布
Fig.5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P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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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各省PPP项目分布
Fig.6 PPP projects distribution by province in China

11
1�
�
�

�

���

���

���

���

���

���

���

���������� ���������� ����������

图7 PPP项目投资人构成
Fig.7 PPP projects distribution by investors

具体运作模式。BOT占据绝对主流地位，共有

1 024 个，占总数的 83%，包括 20 个 BOT+TOT 项

目。BOT模式是在中国影响最大、运作最成熟、应

用最广泛的PPP具体模式。

项目行业分布。水务（包括供水和污水处理

等）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深的基础设施行业，也是

PPP应用最多最广泛最成熟的行业，占全部统计案

例的 54.6%，其次是市政（包括垃圾处理和供热等）

和交通（包括高速公路、收费公路、桥梁、地铁等）。

2.3 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特征

总体来看，中国PPP应用存在着时序上的波动

性、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和应用上的反常规性等特

征，而三者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

22..33..11 时序上的波动性时序上的波动性

从中国的PPP应用历程看，PPP项目并不是一

帆风顺、线性发展的，而是存在着不稳定性，既有高

峰也有低谷。尤其是 2003—2012年，存在着较强

的波动性。造成这种不稳定性的原因很多，既有

PPP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主要还在

于国家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影响。

22..33..22 空间上的非均衡性空间上的非均衡性

中国的 PPP项目分布格局具有显著的空间分

异特征。由于数据量的限制，本文主要聚焦于省域

尺度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

异。PPP项目最多的省份是福建，共122个；最少的

省份是西藏，只有2个，平均值为39，极差为120，中
位数31，标准差32，表明离散程度较大。

图10 中国PPP项目的空间格局
Fig.10 Spatial pattern of PPP projects in China

22..33..33 应用上的反常规性应用上的反常规性

无论国内外，PPP都是政府主导。政府的需

求、偏好和意愿决定了PPP模式的采用和推广。对

24 经 济 地 理 第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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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而言，PPP的作用之一就是引入社会资本弥

补财政投入的不足，因此理论假设应当是经济落后

的地区和发展阶段更需要采用PPP模式，但过去30
年的实践却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发展迅速

的时期 PPP用的更多。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

达市场化程度最深的区域，而东部地区的PPP项目

占全国的 49%，PPP项目最多的省份前五名分别是

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全部位于东部地区，

五省合计项目占全国的 40%。2002 年之后中国

PPP项目大幅度增加的阶段，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经

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急剧增加的时期（图 4）。这

些表明中国的 PPP应用与传统 PPP理论存在着一

个悖论。

3 1984年以来中国PPP发展影响因素测度

究竟是哪些影响因素导致了 PPP的空间分异

格局呢？目前从空间视角研究PPP的成果极少，国

内外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PPP的驱动因素和关

键成功因素。Li最早通过文献调研和问卷调查的

方法识别了破解公共预算限制，为公共设施和服务

提供集成解决方案，缓解资本投资占用的公共资

金，限制最终的服务成本，促进创造性和创新性，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建筑效益，提高可维护性，有

利于技术转移给当地企业，公共投资的有限追索或

无追索，加快项目开发等 14个 PPP驱动因素［25］。

Hwang等立足新加坡的PPP实施经验认为影响PPP
吸引力的因素有 7个积极因素和 7个消极因素，并

通过专家打分的形式对其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积极

因素包括（按重要性区分先后）更好的物有所值，改

进风险，促进创造创新和成本效益解决方案，提升

质量和服务，分担项目的全部成本，引入私人资本

的专业技能，资源的优化分配等；消极因素包括谈

判时间拖长，参与成本高，政府目标和标准评估比

较混乱，缺乏经验和合适的技能，偏高的项目成本，

私人资本偏高的风险回报，过度限制参与［26］。Chan
等基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实证比较分析识别了

PPP的驱动因素有五大类十一小类，包括合理分担

风险，节约成本和物有所值，提升资产质量和服务

水平，减少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发展等，并且首次看

到了驱动因素的区域差异，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在大

陆，经济相关的驱动因素更重要，而在香港，效率相

关的驱动因素更重要，这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和需要相关［27］。Mota等从政治、法律和宏观经济的

角度对PPP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识别，选择了公共赤

字占GDP的比例、人均GDP、GDP增长率、人口、失

业率、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监管质量

指数、法治指数、清廉指数、政府的政治倾向、PPP
经验（哑变量）等 12个变量进行了定量检验，研究

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PPP发展至关重要［28］。

这些研究识别的影响因素，虽然跟本研究的主

题存在一定差异，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本研

究在文献调研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

情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识别PPP发展时空格局差

异的影响因素，利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和

交互作用探测器从省级尺度层面探测 PPP发展空

间差异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3.1 影响因素识别

过去 30年中国经历了经济和城镇化双重快速

增长过程，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也

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的历史欠账

和巨大资金缺口为 PPP模式提供了市场需求。因

此，选取 GDP、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城镇化率作为

图8 PPP项目融资模式构成
Fig.8 Contract Type Distribution of PPP Projects in China

图9 PPP项目行业分布
Fig.9 Sector Distribution of PPP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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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发展格局分异的影响因素是合理的。此外，

PPP的一个很主要的驱动因素就是弥补政府财政

资金投入的不足，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财政

支出和当地的资金总量（即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对 PPP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以省级行

政单元为衡量尺度，选取了资金总量（金融机构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GDP、城镇化率、财政收入、财

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关键指标，以其作为自

变量，在地理探测器中分别用X1、X2、X3、X4、X5、X6指

代，以PPP项目数作为因变量，利用地理探测器，进

行空间分异影响的测度分析。

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现状，本研究通过各类年鉴

收集了1998—2013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

澳台）的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

城镇化率和资金总量等数据。地理探测器要求自

变量应为类型量，如果自变量为数值量，需要进行

离散化处理。因此，本研究对GDP、财政收入、财政

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和资金总量等数据

通过SPSS中的Hierarchical Cluster进行聚类，分为5
级。

3.2 影响因素测度与分析

将数据输入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风险探测、因

子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分析，结果显示：

因子探测器主要探测某因子X多大程度上解

释了属性Y的空间分异，即各影响因素对PPP发展

空间格局分异的解释程度。本研究的因子探测结

果见表 1。按照解释度强弱顺序为：X2 GDP＞X4财

政收入＞X3城镇化率＞X1资金总量＞X6固定资产

投资额＞X5财政支出。其中，GDP的影响作用最

大，这表明过去30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主要是东

部地区，PPP项目越多，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

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区域，较早参与了全球

化，因而，相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法制意识、市场

意识和信用意识，对 PPP模式的认识也更加客观，

而且在PPP的应用过程中，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运作

规范，政府信用高，对投资人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PPP项目的成功率也较高。排在第二位的是财政

收入，一般而言，由于 PPP具有弥补财政资金不足

的优点，应当是财政收入低的地方 PPP项目多，但

过去30年中国PPP发展格局呈现相反态势，财政收

入高的东部地区反而PPP项目多，其原因可能还是

前述的经济发达地方政府信用高，支付能力强，对

社会资本吸引力高，有助于项目落地。城镇化率排

在第三，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率高的地方对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大，PPP的潜在市场空间较大。

资金总量多，则对PPP的融资支持度高，有助于PPP
项目的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财政支出的解释

度不高，原因可能在于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对 PPP 的冲击和替代，但需要进一步探索和

证实。

表1 因子探测结果
Tab.1 Result of factor detector

探测因子

X1
X2
X3
X4
X5
X6

影响因素

资金总量

GDP
城镇化率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额

q值

0.1706
0.3462
0.2342
0.2465
0.0593
0.0739

交互作用探测器用以探测识别不同影响因素

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如果存在共同作用，则是

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本研究的影

响因素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所有

影响因素均存在交互作用，所有影响因素交互后，

两两之间均存在双线性加强或非线性加强。此外

所有影响因素交互后其得分均大于两两因素得分

之和，也就是说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均显著增强了

对PPP空间分异格局的解释力。

表2 交互作用探测器结果
Tab.2 Result of interact detector

X1
X2
X3
X4
X5
X6

X1

0.1706
0.6481
0.6037
0.4636
0.4672
0.4806

X2

0.3462
0.5654
0.6392
0.6815
0.5382

X3

0.2342
0.6323
0.4747
0.5214

X4

0.2465
0.7271
0.4577

X5

0.0593
0.4433

X6

0.0739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构建1984—2013年的PPP项目库，

识别中国PPP发展的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特征，并利

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过去 30年中国PPP发展的影

响因素进行识别、测度和分析，为开展 PPP相关研

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也为中国PPP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研究发现：

①根据项目和发展环境，1984年以来中国PPP
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 1984—2002年的探索崛

起阶段，2003—2008 年的稳定推广阶段，2009—
2013年的波动发展阶段和 2014年至今的新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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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②1984—2013年中国的 PPP发展存在显著的

空间格局差异，在 PPP项目上各省之间差异较大，

总体呈现东部多中西部少的差异格局。

③1984—2013年中国 PPP发展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可概括为时序上的波动性、空间上的非均

衡性和应用上的反常规性。

④1984—2013年中国 PPP发展的空间格局分

异主要受GDP、城镇化率、财政收入和资金总量等

因素影响，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通过

交互作用综合影响PPP发展。

本研究识别了中国 PPP发展存在时空分异的

特征，并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分析了影响因素，但时

空分异格局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识别及测度、过

去30年PPP与2014年以来PPP发展格局及特征的

比较等内容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开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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