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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部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框架与配套方案，分析总结出体育公共服务

的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发展趋势，探讨其对我国的启示：把握好适度的市场化、合理的社会

化和恰当的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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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of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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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expatiated o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and matching plans for sport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a, therefore analyzed and summed up the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marketization, socialization and decentrali-

zation of sport public service, and probed into their inspirations to China: we should take control of moderate mar-

ketization, r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appropriate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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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发展旅

游休闲消费，扩大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服务消费”；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

导意见》中提出“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服务

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加体育市场供给，努力向人民群

众提供健康丰富的体育产品”的要求，都体现出体育

消费需求旺盛，加快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现实要求，

体育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也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1  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配套方案 
对公共服务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公共管理理论主

要涉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

理论[1]，它们是许多国家与地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

的主要理论依据。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重新界定政府、

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中的

作用，主张缩小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中的

职能与作用，扩大市场与社会的作用；新公共管理理

论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改进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政

府公共服务效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运用非政

府组织和民营部门从事公共产品的提供；新公共服务

理论主张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发挥公民

参与和民主机制的作用，强调保护公民自由，发挥社

区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发挥民主机制

的作用[2]。上述种种理论，都强调公共服务中政府、市

场、社会的多元主体地位。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在体

育公共服务改革上进行不断探索，至今已形成一种多元

的供给框架，即渗透多个区域层面(地方、省级州级、

国家层面)、涉及多种组织方面(政府相关部门、社会非

营利组织、市场商业性组织)的供给范式。在这种框架背

景下，许多国家政府及体育相关部门本着体育公共服务

有效性、公平性的宗旨，制定各种配套方案[3]。 

政府制订颁布不同层面体育发展计划。例如，美

国的“健康公民 2000 年”体育计划；原联邦德国于

1960 年启动旨在推动社区体育中心建设的“黄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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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1989 年日本政府颁发的“关于面向 21 世纪体育

振兴计划”；1975 年新加坡实施的“体育设施蓝图计划”

等。这些发展计划对体育公共服务进行了宏观指导。 

政府在体育公共服务改革进程中履行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责任，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体育服务，同时处理

好市场化、社会化以及责任分权中产生的弊端。例如，

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门(DCMS)在公共服务协议中，进

一步强调通过有效措施鼓励低收入人群、黑人及少数

民族居民的相关消费和参与体育活动。 

政府与其他组织合作，多种方式经营开发各类体

育场馆设施，以便更好地向居民提供体育公共服务。

例如不少国家与地区在体育场馆经营管理中引入竞争

机制，允许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主体

加入，采用 PPP 模式(公共服务民营化)等多种市场化、

社会化方式，实现场馆设施运营的主体多元、形式多

样、服务竞争与效果监督[4]。 

政府联合其他组织共同监管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例如，澳大利亚环境与娱乐管理中心曾在政府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从核心服务、人员素质、基础设施及配

套服务 4 方面，评估与监管各类休闲娱乐机构的顾客

服务质量，包括体育娱乐公共服务领域的健身房、体

育协会、高尔夫课程等[5]。 

可见，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框架在运作中

需要因地制宜，政府要结合自身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环

境与公民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等制

订实施相应的配套方案。 

 

2  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趋势 
2.1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 

市场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上公共服务改

革的主要趋势。在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中强调市

场化，主要有 3 层含义：一是将体育公共服务的决策

和执行分离，政府负责决策和掌舵，而不是执行与划

桨；二是市场化将在公共服务的执行中催生出多个供

给者进行相互竞争，从而打破原有的垄断，提高供给

效率；三是消费者在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将获

得更多的选择权利和可以选择的资源，不但促进公民

体育权利的实现，更使体育公共服务的有限供给资源

实现 优配置。 

国外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主要形式有合同出

租、公私合作、用者付费、凭单制等。其中，合同出

租、公私合作的方式在体育场馆建造、运营上得到较

多的运用。用者付费制度则更多地用于那些消费可分

档次的俱乐部性质的体育公共服务，而凭单制是向某

些特定群体发放有价证券。 

由于体育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会导致市场失灵，

过度的市场化改革会造成政府公共责任缺失、国有资

产流失，影响社会公平、引发私营部门垄断，还可能

会带来腐败，因此，国外体育公共服务在改革中应该

追求适度的市场化。 

2.2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 

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体育公共服

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体育公共需求为导向，

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到兴办体育公益

事业和提供体育社会服务中来，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

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供给格局。 

在实践中，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主要有非营利组

织供给、社区供给与自愿供给等形式。其中，体育非

营利组织是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以服务大众体

育需求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在国

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逐渐与政府、市场形成三足鼎

立的格局，成为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社会部门。

贴近了解居民体育公共需求的社区供给[6]方式，大量存

在于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中，这种方式通过

把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围细化到许多以生活或工作

为纽带的小群体中，从而更容易将群体的偏好与生产

数量联系起来，实现更高效率的供给。自愿供给指个

体或组织在没有强制性征税或必然性消费的情况下愿

意承担体育公共服务的成本。诸如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中志愿者的付出、企事业单位对体育公益事业的捐赠，

就是其中主要表现。 

同样，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破

坏公平、引发社会部门腐败等，因此，国外体育公共

服务供给也力求合理的社会化。 

2.3  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权化 

体育公共服务的分权化，是由地方政府在体育公

共服务生产和提供中扮演更多的角色，依据有 优分

权理论、财政分权理论、用脚投票理论等[7]，它相比由

中央政府集中供给的方式，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

提供具体的服务内容，同时还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发

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促使不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

来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 

在社会实践中，各国政府公共服务事权有分权化

趋势，虽然事权内容各自有所侧重。由于历史传统、

政府职能、行政管理层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

所承担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也体现在各具特色的事权

配置方式中，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与事权也有增

加与扩大的趋势。 

分权化本身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有些地方政府过

小，由其提供体育公共服务难以平衡收益和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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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些体育公共服务项目需求有限而达不到供给的

规模经济效益，造成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提供， 终损

害到公民的应有权益。因此，国外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

分权化强调恰当性，需要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居民体育

需求特点和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配置机制等情况。 

 

3  启示 
从部分国家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中可以看出市

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是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发

展趋势，这种趋势对推进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改革具有

指导意义。 

首先，体育公共服务要进行适度的市场化。由于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公共服务制度很不完

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有限，公共服务市场化改

革进程受到观念、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约束[8]。借鉴国外

的实践经验，基于目前国内体育公共服务的实际，市

场化趋势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职

能与管理理念，继续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制度

建设，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加快

相关的法津法规制定。同时要大力挖掘市场在体育公

共服务领域中的潜力，建立健全多渠道的筹资机制，

加快制定促进民间体育投资的优惠政策，有效推进体

育公共服务多元投资进程，实现体育公共服务投资经

营模式的多元化。 

其次，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要进行合理

的社会化。目前我国公民社会不发达，各类社会力量

总体上还处于发育状态，因此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化

进程要先采取措施培育社会力量。在体育公共服务的

社会化改革中，要加大对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力度，

提高其自身能力与独立性[9]，明确供给的边界与限度，

加强相关制度建设[10]；要进一步构建社区体育公共服

务组织，以服务为中心，形成包括专职、兼职和志愿

人员参与的服务队伍；同时要努力完善体育自愿供给

在激励与宣传、方式和渠道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从而

进一步拓展各类社会组织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功能。 

后，国内体育公共服务构建与改革要进行恰当

的分权化。分权化改革中首先要重视体育事业公共财

政保障[11]，同时要切实考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以及体育公共服务公益性特征。根据国内不同区域的

社会经济环境、体育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政府的规模实

力来进行适度分权，清晰界定各级政府体育公共服务

事权的边界，保障事权与职能的严格对应，避免出现

因为有事权少职能或者有职能少事权而造成的问题，

从而提高体育公共服务的效率。在界定各级政府间体育

公共服务事权的前提下合理配置相应的财权，保障各级

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匹配，更有效地将转移支付用于体育

公共服务[12]，通过选择恰当的转移支付形式，调整完善

转移支付结构，以保障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革中，市场化、社会化与

分权化的具体举措往往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为

预防和应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政府相关部

门需要在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与分权化改革

进程中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建立相对独立、专业、透

明的监管机构，加快相关监管法规的步伐，通过行政、

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来加强对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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