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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吕维霞　宁　晶　刘文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

ＰＰＰ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

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Ｈ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 ＰＰＰ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

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ＫＨＢ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ＰＰＰ项目中，企业

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

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０．１１０５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２５．４８％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

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１７．９８％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

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ＰＰＰ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

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ＰＰＰ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

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关键词　环境治理评价；治理主体；调查实验法；中介机制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１０４（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３１－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６２／ｃｐｒｅ．２０２００６２２

　　随着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逐渐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一方面，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治

理任务多，污染情况复杂；另一方面，在“压力型”城市环

境治理模式下，治理模式和治理效率都存在着一定问题。

在环境领域，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已经成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节约政府成本

的重要途径之一，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重视［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开始走向一条

市场化改革道路。

新公共管理运动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

起，主张“在政府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

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强调文官对社会

公众的响应力和政治敏锐性，倡导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

及其他人事行政环节上实行更加灵活、富有成效的绩效管

理”［２］。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各国政府逐渐将市场机制

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许多实践证明新公共管理倡导的

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和民众的评价。但

近年来学术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也进行了反思，包括新公

共管理对社会公平的影响、数字时代的治理转向等［３］。在

公共部门强调合作治理的新运动，即“新公共治理”也重

新深入地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批判，指出内包或者混合

式提供也是克服完全市场化的方式［４］。

在市场化改革中，ＰＰＰ是改革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

研究合作治理的重要载体［５］。在城市环境治理领域中，很

少有研究对ＰＰＰ改革过程中治理主体和公众环境治理评

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在环境治理中，公众评价能够影

响企业收益和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进而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本文主要研究在ＰＰＰ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作为不

同的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以 Ｈ市环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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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通过对比受访者阅读不同干预材料后产生的环境治

理效果评价差异，验证治理主体对公众环境治理评价的影

响，并且探究信任、公众治理效能感知和媒体介入的中介

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探究 ＰＰＰ模式下治理

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

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由政府还是由企业来提供，是内包还

是外包，较少关注ＰＰＰ环卫项目中，企业和政府谁更能提

高公众对ＰＰＰ项目治理效果的评价。本文聚焦于 ＰＰＰ改

革背景中的环境治理评价，检验政府和企业谁更能提高公

众对ＰＰＰ项目的治理效果评价，对已有的公共服务的ＰＰＰ

改革文献加以补充。其次，为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机

理的研究提出了实证层面的证据，进一步提出了治理主体

影响环境治理评价的三种机制，即信任机制、绩效机制以

及媒介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验证治理主体影响

环境治理评价的微观证据。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

用调查实验法以探究和检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

影响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识别因果关系。

１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１．１　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

已有研究对于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不同影响的

探讨，主要体现在三大模式：

第一，认为私人部门提供环境治理的效果更好。萨瓦

斯［６］认为将公共资源的产权进行私有化是解决环境问题

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一般来说，为了保障城市化过程中的

环境可持续发展，让企业参与进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７］。

公私伙伴关系被认为是对政府和市场失灵的一种解决方

案，能够将私营部门的优势纳入公共服务供给中，例如，私

营部门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更高的管理效率、更具企业

家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同时也能够将公共部门的知识纳

入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８］。私人部门参与可以提高私人

部门投融资效率，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公

共服务，有助于扩展公共服务的范围。已有的分析ＰＰＰ运

作方式的研究，认为由私人投资、私人运营的模式比政府

投资建设、政府运营的模式效率更高［９］。由企业来供给公

共服务效率更高，提供的公共服务会更优质。例如，

Ｌｅｅ［１０］基于对中国城市供水服务的研究，发现企业参与城

市供水服务具有一定优势，包括引进创新管理技能、先进

技术和投资，企业能够根据顾客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进

而推动了中国水服务的改善和发展。

第二，认为由政府提供环境治理的服务效果更好。

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应当向社会提供更多保护

环境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直接由私人企业进行提供会

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民营化实践表明，由企业供给

公共服务并不是解决行政失灵的“灵丹妙药”［１１］。在环境

治理领域，企业、政府和社会合作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在

治理环境中发挥作用［１２］。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私人部

门的参与有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导致公共部

门和私人部门双方都可能会寻租或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缔

约方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选择社会可持续性目标。同

时，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政府通过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

进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１３］。在中国，政府仍然在环境保

护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他类型的组织应重点解决特定的问

题，比如清理受污染的水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森

林破坏或保证工业生产过程的可持续性等［１４］。公众偏好

政府是最主要的环境治理主体［１５］。２００８年的一项调查表

明，６１．３０％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环境治理

主体，公众在治理偏好上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１６］。

第三，认为在ＰＰＰ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形成良好的分工

与合作，才能提供高质量的环卫服务。叶林等［１７］分析了

环境ＰＰＰ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如何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提

高ＰＰＰ项目的治理绩效，发现在２０１３年以前广州市政府

由于没有做好环卫ＰＰＰ项目的监管工作，没有提高合同对

企业的约束力，进而导致环卫服务出现倒包现象。在执行

ＰＰＰ项目中加强对外包企业的监管和发包部门的监管，

ＰＰＰ项目才能得以顺利进行。Ｄａｏ等［１８］总结了 ＰＰＰ模式

发展阶段的变化，肯定了私人投资的效率更高，但政府的

制度会影响私人投资的效率，他们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之

间要加强相互配合进而完善公共治理。

综上所述，以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首先，已有的

研究主要基于不同的理论对环境领域中通过企业外包还

是政府提供，哪一种提供模式更能提高环境的投资效率、

服务质量、技术改造等绩效进行分析，较少研究在 ＰＰＰ环

卫项目中企业和政府谁的工作更能提高公众对 ＰＰＰ项目

治理效果的评价。其次，有关ＰＰＰ项目的研究主要关注政

府和企业在合作治理中的关系，但缺乏对合作治理中不同

治理主体对公众评价的影响的关注。最后，已有的对 ＰＰＰ

改革中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研究一般采用定性研

究的方式，缺乏定量分析。

１．２　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公私伙伴关系能够通过政

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效合作解决政府与市场失灵的问题，

进而打破传统的“割裂”治理方式。新公共管理强调专业

化管理、具体的绩效标准与测量、结果控制、去中心化、竞

争、私人部门的管理模式以及规则与资源节约［１９］。一般

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能够提升公众的满意度。由企业供

给公共服务，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进而将财政资金用于更为

需要的领域，同时发挥效率优先的特点实现物超所值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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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２０］。已有的研究发现私人投资的效率更高，但政府的

规制会影响私人投资的效率，建议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要

加强相互配合，完善公共治理。

基于以上陈述，我们提出假设１：

假设１：企业治理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更高。

基于实地调研，本文认为信任、公众治理效能感知和媒

体介入会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首先，社会资本在合作治理中至关重要，网络、信任和

规范可以减少合作的障碍，进而提升合作治理的有效性。

尤其是在社区层面，社会资本不仅体现了社区信仰、目标

以及合作的意愿，还能够通过资源和信息流动加强群体之

间相互依存以促进集体行动［２１］。公众对专家、利益相关

者和政府决策者的信任度低会导致环境治理很难得到公

众的认可，进而降低环境治理评价［２２］。是否信任政府是

影响公民参加积极度和多元主体治理的关键因素［２３］。因

此，环境治理效果的改善会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评价，

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

以上陈述，我们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

作用。

其次，在关于服务质量评价的早期研究中，发现了公

众对服务质量的感知会影响公众对服务的满意度。一般

来说，环境污染会影响公众的生活满意度［２４］，在环境污染

较严重的地区，公民会感知到较为严重的污染水平，公民

会对环境治理产生不满［２５］。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越少，公

众对于治理主体环境治理效果的满意度越高。基于以上

陈述，提出假设３：

假设３：公众治理效能感知在ＰＰＰ治理主体和ＰＰＰ治

理评价中起到中介作用。

最后，一般来说，媒体对人们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能

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媒体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

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新媒体的影响显著 ［２６］。

媒体使用显著影响公众对环境污染程度的认知，从而影响

到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增强

特别是现代媒体的发展，能够促进公众关注污染问题，表

达环境治理的诉求。基于以上陈述，提出假设４：

假设４：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

中介作用。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调查实验

随着行为公共管理在公共管理学界的兴起，实验法因

其能够有效地揭示因果关系，近年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

管理研究中［２７－２８］。一般来说，实验法可以分为：实验室实

验、调查实验、自然实验、田野实验等。实验法的基本逻辑

在于问题的提出、理论的操作化、实验操作与监控以及分

析解释实验结果。其中，调查实验是公共管理研究中常用

的方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调查实验是将不同的信息作

为干预手段，进而探究不同的说法（ｗｏｒｄｉｎｇ）对受访者对

某项问题特定看法的干预效应［２９］。因此，本文采用调查

实验方法以探究和检验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的逻辑

关系。

２．１．１　实验流程

自２０１５年起，Ｈ市将全市４区的环卫工作外包给四

家企业来提供。四家企业主要负责道路、绿化带、水域、垃

圾收集及转运、公厕的建设及运营管理、管理设施和建筑

的建设及维护六个方面的工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给承包企业，通过政府投资３０％的

股权和四个企业投资７０％的股权形式成立平台企业，由

平台企业负责四个企业的管理，由环卫局进行监管。政府

部门主要职责转变为对企业日常作业的检查、考核和监

管。如果企业不能在季度考核中获得９０分以上的成绩，

将减少承包资金。

首先，实验分为Ａ、Ｂ两组：Ａ组为政府治理组，Ｂ组为

企业治理组。访员在问卷访问前向受访者解释什么是

ＰＰＰ改革、Ｈ市目前ＰＰＰ改革的背景和特点以及环卫 ＰＰＰ

在Ｈ市是如何运营的。Ａ组仅指出政府实施了 ＰＰＰ改

革，不强调企业在环卫服务生产中的角色和作用。Ｂ组是

在Ａ组基础上强调 Ｈ市近年来实施了环卫一体化改革，

由原来的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改为政府出资，企业生产

公共服务，并着重强调企业在生产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做的

技术创新等工作。

其次，访员给受访者提供了不同的两份材料。Ａ组

（政府治理组）让受访者阅读一段材料：“据了解，此次改

革是政府为了改善环境面貌所做的努力，是我国环卫行业

真正的ＰＰＰ项目。政府在环卫服务上与企业合作，定期对

企业进行监督并进行公示。政府勇于创新、监管得力，成

为我国环卫行业改革的典范”。Ｂ组（企业治理组）让受访

者阅读一段材料：“２０１６年８月起，Ｈ市实行了环卫 ＰＰＰ

一体化改革，４个区分别由４家公司接手提供环卫服务。

企业切实提供服务，并不断改进技术，加强管理，规范服

务，做出了很多努力，Ｈ市的环境卫生状况确实改善了

很多”。

最后，在阅读完不同的材料文本后，我们进一步询问

了两组受访者：“您对 Ｈ市环卫 ＰＰＰ改革效果如何评价？

选项为非常不好、不太好、一般、比较好和非常好，这几个

选项的分数由低到高排列，满分为５分，请问您给几分？”

通过对照 Ａ、Ｂ两组不同的实验效果，以验证 ＰＰＰ项目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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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过程中，不同提供主体对公众对ＰＰＰ治理效果的评价的

差异性。

２．１．２　问卷收集过程

本文的被试对象为Ｈ市居民。我们主要在 Ｈ市下辖

的Ｘ、Ｌ、Ｍ、Ｑ四个区进行调查。从每个区随机进行抽样，

于２０１８年１月份向公众发放问卷。发放问卷１８００份，回

收问卷１７５０份，问卷回收率达到了９７．２２％。其中，有效

问卷为１６３３份，问卷有效率达到了９０．７２％。

２．１．３　中介分析

本文同时还试图探究治理主体如何通过信任、公众治

理效能感知、媒体介入进而影响环境治理评价。因此，我

们采用ＫＨＢ方法对三种不同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３０］。

在本文的 ＫＨＢ方法应用中，我们首先以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信任、公众治理效能感知、媒体介入）为因变

量，ＳＵＢＪＥＣＴ（治理主体）为自变量，进行自变量的拟合模

型，见公式１。其中ｒ为模型的残差。在此基础上，我们进

一步估计公式２。根据这两个公式，可以进一步分解出治

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相对

大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ｒ

（１）

ＶＡＬ＝ａ＋β１×ＳＵＢＪＥＣＴ＋β２×ｒ＋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ε
（２）

２．２　变量测量

２．２．１　因变量

环境治理评价主要是指个人的感知、态度和对公共产

品的评价［３１］。环境治理评价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满

意度，同时也反映了公众的政治支持。本文指公众对环卫

ＰＰＰ改革政策实施效果的整体性评价。在不同组的受访

者阅读了材料后，我们进一步询问了“您对 Ｈ市环卫 ＰＰＰ

改革效果如何评价？满分为５分，请问您给几分。”因此，

我们使用这道题作为环境治理评价的测量题目。

２．２．２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治理主体，测量方式主要是采用不同

的文本作为干预。将回答企业的样本编码为１，治理主体

为企业；将回答政府的样本编码为０，治理主体为政府。

２．２．３　中介变量

主体信任。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政府提供

环卫服务的信任情况，具体问项为“您是否信任由政府提

供环卫服务？”，选项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一

般”“比较信任”以及“非常信任”。我们在问卷中同样询

问了受访者对企业提供环保服务的信任情况，“您是否信

任由企业提供环卫服务”，选项同样有“完全不信任”“不

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以及“非常信任”。我们将

“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合并为一类，编码为１；将“完

全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合并为一类，编码为０。

公众治理效能感知。我们询问了受访者为什么支持

环保ＰＰＰ改革，其中有一个选项为“现在环境干净多了”，

我们将选项入选编码为１，选项未入选编码为０。

媒体介入程度。如前文所述，治理主体会受到媒介的

影响，我们使用“您经常看新闻吗？”，选项包括“从不”“偶

尔”“一般”“经常”以及“总是”。我们将“经常”和“总是”

合并为一类，编码为１，将“从不”“偶尔”“一般”合并为一

类，编码为０。

２．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文献，模型中控制了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人口学特征，性别［３２］、年龄［３３］、学历［３４］、婚姻状

况［３５］、户口［３６］、收入水平［３７］。其中，在调查中，我们询问

了受访者的学历，包括“专科及以下”“大学”“硕士”“博

士”，我们将“硕士”和“博士”合并为一类，编码为１，即为

高学历人群；将“专科及以下”“大学”合并为一类，编码为

０。同时，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的家庭月收入情况，选项分

别有“２０００以下”“＞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本文将“＞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和“＞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的受访者合并为一类，编码

为１，即为高收入；将其他档次的收入合为一类，编码为０。

表１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２．３　平衡性检验

调查实验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的随机性。因此，在调

查过程中我们将干预１和干预２的调查问卷顺序进行循

环排序，分别对应着企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文本，进而在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环境治理评价 ３．８１６５ ０．７２０２ １ ５

企业治理 ０．４６７２ ０．４９９１ ０ １

性别 ０．３４５６ ０．４７５７ ０ １

年龄 ３１．５２４０ １０．２５２２ １０ ９６

高学历人群 ０．０５１６ ０．２２１３ ０ １

已婚 ０．５０７０ ０．５００１ ０ １

本地户口 ０．７９９６ ０．４００５ ０ １

高收入人群 ０．１６２１ ０．３６８７ ０ １

政府信任 ０．６６５４ ０．４７２０ ０ １

企业信任 ０．５７９２ ０．４９３９ ０ １

治理效果 ０．７５１７ ０．４３２２ ０ １

媒体介入程度 ０．４１４１ ０．４９２８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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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过程中按照已经排好的顺序发放给研究对象。调查

实验采取的两种类型的有效问卷数量分别为：政府治理

（７２３份），企业治理（６３４份）。我们同时对企业治理组与

政府治理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以及

收入水平进行了组别方差分析，发现企业治理组与政府治

理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实验在样本分配上实

现了随机分配，具有较好的平衡性（见表２）。

３　实证研究结果

３．１　不同治理主体的干预效应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构建了一个治理主体与环境治

理评价的线性回归模型，模型结果如表３。

模型１中我们只加入了治理主体这一干预变量，结果

发现企业治理对环境治理评价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果

在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系数为０．１１０５。接受企业

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的受访者相比，对

环境治理评价的评价高０．１１０５分。

在模型２中加入了性别、教育程度、婚姻、户口、收入

水平等控制变量。结果发现，首先，年龄是影响环境治理

评价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公民的环境治理评价也会

不断地提高。其次，户口也会影响公民的环境治理评价。

本地户口的居民对本市的环境治理评价比外地户口的居

民评价更高。这一关系在５％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系数强

度为０．１２０５。再次，收入水平也对环境治理评价产生影

响。在５％的置信水平下，高收入者比中低收入者对环境

治理的评价会高０．１２５１分。

在模型３中，我们同时加入了干预变量和控制变量。

模型３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的基础上，干预变

量依然对公民的环境治理评价有着显著的影响。受企业

治理干预的受访者仍然比受政府干预的受访者对环境治

理的评价高。在１％的置信水平下，企业治理组的受访者

比政府治理的受访者环境治理评价高０．１０４０分。这表

明，在环卫ＰＰＰ改革中企业的治理工作能够获得更高的环

境治理效果评价。

表２　实验样本组别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组间差 组内差 Ｆ统计量 显著性水平

性别 ０．００２３ ３０６．８０４１ ０．０１ ０．９１９９

年龄 ４６．８６ １４２４７７．６１ ０．４５ ０．５０４５

教育程度 ０．０１５６ ６６．３７ ０．３２ ０．５７２６

已婚 ０．０６１６ ３３９．１２ ０．２５ ０．６１９９

本地户口 ０．０７１７ ２１７．４１ ０．４５ ０．５０４１

收入水平 ０．３７２３ １８３．９６ ２．７４ ０．０９８０

　　 综上所述，不同的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产生不

同影响。调查实验的结果证明，在中国环卫 ＰＰＰ改革中，

企业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地提升公民对环境治理的评价。

３．２　治理主体的影响机制

为了进一步验证治理主体的影响机制，我们使用

ＫＨＢ方法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效应进行分解。

表４是ＫＨＢ的分解结果。中介效应１显示了政府信

任中介传导效应，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在其中并不起到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２显示了企业信任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果

表明有２５．４８％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中介

效应３表明了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

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１７．９８％的贡献来源于公

众治理效能感知。中介效应４检验了媒体介入的影响，

１６．０６％的贡献来源于媒体介入的影响。

数据表明，公民对企业的信任对于公民对环境治理评

价作用非常明显。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没有起中介作用，而

对于企业的信任却有中介作用。同时，公众治理效能感知

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效果评价中起着中介作用。企业提供

表３　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干预效应估计

项目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企业治理 ０．１１０５ ０．１０４０

（０．０３９１） （０．０３９２）

男性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４１９）

年龄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６）

高学历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８９２） （０．０８９０）

已婚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５３７）

本地户口 ０．１２０５ ０．１２１５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５０３）

高收入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１８０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５３６）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８７５４ ３．３６３１ ３．４２８４

（０．０２８５） （０．１３４６） （０．１３６６）

Ｒ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３５２

样本量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

　　注：括号内报告了标准误，、、分别代表在１％、５％、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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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ＫＨＢ分解结果

项目 传导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间接效应／总效应／％

中介效应１ 治理主体－政府信任
!

环境治理评价 ０．１１４６ －０．０１０６ ０．１０４０
不显著

（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８２）

中介效应２ 治理主体－企业信任－环境治理评价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２６５ ０．１０４０
２５．４８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３８２）

中介效应３
治理主体－公众治理效能感知 －环境

治理评价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１８７ ０．１０４０

１７．９８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３８３）

中介效应４ 治理主体－媒体介入－环境治理评价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１６７ ０．１０４０
１６．０６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２）

　　注：括号内报告了标准误，、分别代表在１％、５％的水平上显著。

的优质的环卫服务让 Ｈ市居民亲身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因此，他们对于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媒体介入对于

公民对于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也起重要作用。一般来说，

接触媒体报道越多，公民对企业治理本市环境的知晓程度

越高，也越能关注环境的变化，对环境治理效果评价更高。

３．３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调查实验的方法对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

评价的关系进行探究。使用调查实验法已经有效地解决

了内生性问题。为了验证其稳健性采用倾向值匹配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的方法对治理主体进行检验。

经过平衡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仍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见表５）。倾向值匹配的结果表明，接受企业治理干预的

受访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更高。

４　结　论

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伴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越发重视，许多城

市采用了环卫ＰＰＰ改革以改善环境治理绩效。其中政府

和企业应该如何在 ＰＰＰ中发挥作用成为争论的焦点。本

文在ＰＰＰ改革的背景下，基于调查实验探究不同的治理主

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机制，即探究信任、公众治理效

能感知、媒体介入在ＰＰＰ项目中环境治理主体与公众环境

治理评价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首先，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在中国城市环境

治理中的应用并未过时。在环卫ＰＰＰ模式下，企业和政府

基于ＰＰＰ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都发挥各自重要的作用。

其次，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评价更高。

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的受访

者相比，对环境治理评价的评价高０．１１０５分。再次，信任

在治理主体和公民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

政府信任在其中不起中介作用，但企业信任能够起到中介

效应，结果表明有２５．４８％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

影响。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

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１７．９８％的贡献来源于公众治理

效能感知。最后，治理主体也会通过媒体介入对环境治理

评价产生影响，１６．０６％的贡献来源于媒体介入的影响。

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ＰＰＰ

改革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

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作为 ＰＰＰ模式下的环境公共服务的

重要治理主体，企业在技术研发、管理创新等方面对提升

居民环境治理评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可以尝试对

企业参与环境治理和公共服务给予更大范围和更高强度

的赋权，采取更多激励性政策工具，以提升企业参与环境

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和效能。第二，在ＰＰＰ项目运营

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

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加强作

为，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这一方面有利于避

免ＰＰＰ项目运营中的寻租和责任真空等问题，另一方面也

有利于提升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第三，Ａ、Ｂ两

组数据间的差异表明，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与居民主观满

意度之间并非同一。为此，应注重将客观的环境治理绩效

转化为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感知和满意度。第四，城市环境

治理的ＰＰＰ改革需要加强公众对主体的信任。一方面因

为城市环境公共服务具有专业性；另一方面在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寻租等问题。因此，需要加

表５　倾向值匹配结果

因变量
分层匹配

ＡＴＴ（ｓｅ）

半径匹配

ＡＴＴ（ｓｅ）

核心匹配

ＡＴＴ（ｓｅ）

企业治理 ０．１０８０ ０．１１０８ ０．１１１１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３８５）

　　注：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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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公众对治理主体的信任，例如，提高企业资质、具体服

务、治理绩效的透明度，进而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的评价。

第五，城市环境ＰＰＰ改革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实证结果发现环境治理绩效是治理主体与环

境治理评价的中介机制之一。因此，在 ＰＰＰ改革过程中，
政府应当选择能够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的企业，充分完善长

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谈判协商机制，以不断促进外包企

业的服务效能。第六，政府需要加强城市环境ＰＰＰ改革的
宣传，通过新闻、社交媒体等方式增加公众对环卫 ＰＰＰ的
了解程度。对政府的工作和企业的作为进行更好的宣传，

未来尤其要结合垃圾分类等具体环境治理问题进行宣传，

提高公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参与度，支持政府和企业的环

卫改革工作。环卫工作和社区每个公民的维护和支持息

息相关，媒体宣传和动员对提高公民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

行为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本文的不足在于：调查研究的适用性近年来引起了讨

论，其主要问题在于测量受访者对文本的当场反应，这种

干预效应是否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影响难以确定。此

外，受访者很有可能已经接受过干预信息，这会使得干预

的实验效果和现场效果难以区分。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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