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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体育场馆引入企业运营是当前政策所指亦是实践所需。较之于事业单位，企业运营场馆取得的经济效

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公共服务水平是否仍具有比较优势尚存争议。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混合研究设计，选

取 2013—2018 年享受中央免低收费开放财政补助资金的 1 044 个场馆的共 4 180 条数据信息，建立倾向得分匹配模

型，对企业和事业单位 2 种场馆运营主体供给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结合对场馆案例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

谈，进一步解释不同运营主体供给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企业运营场馆在公共服务方面与事业

单位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企业在运营场馆的过程中，存在着逐利性、公共服务标准操作性不强、公共服务合约不完

善、政府服务与支持不足、财政补助资金发放不到位、政府监管不到位、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等影响公共服务供给

的因素。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1）加大对企业运营支持力度，确保相关扶持政策落实到位；2）遴选优秀场馆

运营企业，规范企业运营行为；3）明确企业运营场馆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4）优化运营商公共

服务评价体系，激励运营企业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5）完善企业运营场馆监管机制，加强履约监管等。

关键词：公共体育场馆；公共服务；企业运营；事业单位；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企业运营公共体育场馆（以下简称“场馆”）是当前我

国场馆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2019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

第三方企业运营，不宜单独设立事业单位管理”，这为企

业运营场馆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政策支持。企业运营场

馆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但我国场馆的公共

属性决定了其运营管理改革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简单的追

求经济效益，而是要提升场馆的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服

务水平和群众获得感的提升也是评价场馆改革成效的重

要标志。因此，企业运营场馆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值

得关注。然而，部分场馆在交由企业运营后出现了公共

服务效率低下、公平性缺失、群众满意度下降等突出问

题，对场馆改革工作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随着场馆

经营权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企业运营场馆更为

普遍，其运营过程中公益性缺失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亟

需引起重视。

受制于实证数据的缺失，目前鲜有研究就企业运营场

馆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采

用混合研究设计，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就场馆不同性质运

营主体供给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定性研

究讨论企业运营场馆公益性缺失的原因所在，以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场馆经营权改革政策的完善提供

科学依据，助力场馆改革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优化。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与事业单位是我国场馆最典型、最重要的 2 种运

营主体，场馆运营管理改革任务也主要围绕传统事业单

位运营体制向企业运营转变而展开。基于此，涌现了大

量以“民营化”“企业化”“服务外包”“两权分离改革”“委

托管理”为主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运营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运营效果及存在问题 3 个方面。

1.1 企业运营场馆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在必要性方面，传统事业单位运营模式存在机构臃

肿、运营成本高、服务质量较低（谢萍萍 等，2005）、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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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受限、冗员过多（陈元欣 等，2013a）等问题；企业化改革

核心目标就是有效破解或消除传统事业单位管理的体制

机制障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陈元欣 等，2015），企业化运

营具有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

利用率等优势（陈元欣 等，2008），因此，企业化改革势在

必行。

在可行性方面，场馆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公共部

门是主要的运营主体，也为私营部门参与运营提供了理

论基础（曾庆贺 等，2009）；同时，场馆具有商品、福利的双

重属性，不仅要遵循效率至上的市场规律，也要贯彻公平

优先的原则（刘波 等，2008）。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为改

革扫除了障碍（陈元欣 等，2015），市场主体快速发展为改

革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贺 等，2009），“虹口模式”（王鼎

华 等，1994）、“五台山模式”（赵德全，1999）、“无锡模式”

（申全进，2008）等地方场馆改革发展的先进经验，为企业

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范本。以中体、华体、华润、珠江文体、

佳兆业文体等为代表的场馆运营商广泛参与场馆运营管

理，并逐渐成长为国内场馆运营的龙头企业和专业运营

机构，有力推动了场馆运营专业化和连锁化发展（陈元欣

等，2022）。

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中可以透视出，场馆企业化

改革的初衷和行为逻辑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问题导向，

以解决事业单位运营体制下的困境为出发点；二是试点

先行，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渐进性改革。然而，过

于依赖现存问题和既有经验的改革，存在着改革动力不

足等缺陷，对于改革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未能统筹设计，这

也为后续企业运营场馆的公益性缺失问题埋下了伏笔。

1.2 企业运营场馆有利于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从湖北、江苏、浙江等地场馆运营实践案例分析可以

看出，较之于传统事业单位，企业运营场馆具有比较优势。

通过改革前后对比发现，企业运营场馆能够有效缓解平赛

矛盾，降低运营成本（易国庆，2008），提升顾客和利益相关

方的满意度，并通过活动引进和市场开发实现了经营收入

的快速增长（陈元欣 等，2013b）。对比财务数据发现，在偿

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方面，采用服务外

包模式的场馆存在比较优势，整体营运水平更高（李震 等，

2013）。除了经济效益优势之外，企业运营场馆在制度设

计方面也更为自主，包括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薪酬分配、

经营决策等方面都相对灵活（陈元欣 等，2015）。除了提升

场馆自身运营管理水平之外，企业运营还能够减轻财政压

力（丁云霞 等，2017），提高政府收益，创造社会就业（谢萍

萍 等，2005），有利于市场主体培育，政府职能转型，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雪默 等，2020）等。

可以看出，企业运营场馆成效显著，改善了传统事业单位

运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大多数问题，并对行业的发

展、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助益。

然而，以往对于企业运营场馆服务效果的研究大多比

较笼统，对具体的服务类别未能加以区分。重新审视企

业运营场馆的优势，其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

创造经济效益方面，包括成本控制、丰富活动内容、提高

服务质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市场开发等经营行为，最

终均指向了增加创收、提高利润率的目的，而这些利润

高、创收效果显著的产品主要为私人产品，即非公共服

务，包括付费性的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健身培训服务等。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企业运营场馆所供给的非公共

服务水平高于事业单位运营场馆。

1.3 企业运营场馆面临公益性缺失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部分企业运营场馆未能处理好经营性与公益性之间

的平衡关系（陆亨伯 等，2007），存在过度市场化（陈元欣

等，2014）、内卷化（姬庆 等，2021）等倾向，具体包括推高

服务收费、服务时间不合理、场地占用严重、服务对象特

定化等一系列公益性缺失的问题。原因可以归结为 3 个

方面：一是企业行为存在利己性特征，其追求的经济效益

与政府追求的社会效益存在目标函数不一致，从而导致

公平与效率的缺失（庄永达 等，2011）、掠夺性经营（丁云

霞 等，201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姬庆 等，

2021）。二是政府责任缺失，以市场化之名，对公共服务

急于甩包袱和推卸责任。主要包括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监管缺位（陈元欣 等，2014；舒宗礼 等，2016）、支持政策

有限且难以落地（陈元欣 等，2016）、税收政策难以衔接

（陈元欣 等，2015）、政府监管碎片化严重（周彪 等，2019）

等。三是改革不彻底，传统事业单位运行下的体制机制

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在准入机制（陈元欣 等，2018）、激励

机制（陈元欣 等，2019）、公共服务标准（陈元欣 等，

2014）、管理服务合同（姬庆 等，2019）、绩效评价体系（郑

文林 等，2018）等方面存在缺陷。

总体来看，我国场馆运营的企业化改革呈现“以问题

导向”而非“目标导向”的特点，其改革对于传统事业单位

高成本、低创收、利用率不高等问题的改善几乎是立竿见

影的，但对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核心目标关照不足，

而随着群众公共服务需求的提升，企业运营场馆的公益

性缺失问题愈发突出。事业单位运营场馆所遵循的财务

管理制度及其所具备的政治资源，使其在供给公共服务

方面具备一定优势，而企业对于免低收费开放、公益性的

赛事活动以及健身指导等利润不高而经费投入颇高的公

共服务供给意愿不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企业运

营场馆所供给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于事业单位运营场馆。

值得注意的是，假设 1 和假设 2 是针对企业运营场馆

提供服务的不同内容所提出的，对于公共服务，政府负有

责任，也是运营企业的首要任务；而非公共服务是企业的

盈利点和关注点，是企业运营的主要目的和持续经营的

重要条件。由于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场馆存在消费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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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点”，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都是受限于场馆拥挤效应

之下的服务产品，两者存在一定的消费竞争关系，甚至可

能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本研究设定的 2 个假设并

非对立，甚至可能同时发生。

1.4 国外私营部门运营场馆及公共服务效益研究

国外的私营部门广泛参与公立场馆的运营管理和服

务供给。私营部门通过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降低政府

融资压力，弥补公共服务空缺，有效增强社会公民意识和

社区发展（Tapper et al.，2018）。跨部门合作不仅要考虑

私营部门合理的利润空间，也要关注公共价值、公民权益

的维护。然而，许多国家的私营部门运营也出现了公益

性缺失的问题。例如，英国通过引入强制性竞争招标制

度，将公共体育设施从政府内部管理转由委托私人管理

或基金会管理，新的商业模式虽带来了更好的运营服务

效率，但对弱势群体的参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Ramchan‐

dani et al.，2018）。日本以强制竞争性招标方式引入社会

力量参与场馆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后发现，“综合服务满

意度”的提升呈现出时滞性特点，主要由于收费服务项目

满意度提升，带来了短期内服务人数的急剧增加，导致了

活动空间的拥挤，与舒适性相关的满意度明显下降，公益

性服务水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Mano et al.，2009，

2010）。采用 PPP 模式投建运营的新加坡体育中心虽然在

2019 年举办了 212 场赛事，但赛事数量仍未达标并因此遭

到了监管部门的经济处罚（TTGAsia，2020），此外，其在

组织社区体育活动、激活社区参与方面未达到预期效果，

这也成为了后续体育中心被政府重新接管的重要原因之

一（Mohan，2022）。从国外实践中了解到，私营部门运营

场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运营效率、服务质量的提升，但

提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方面，在更广泛的公共

服务方面存在被忽视甚至下降的情况。

总结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场馆的企业化运营已

成为共识，但运营效果仍存在争议。多数学者从整体上

肯定了企业运营的优势，但也认为其公益性缺失的问题

难以忽视。此外，已有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1）对于不

同运营主体运营管理水平的比较分析，主要基于同一案

例的纵向（改革前后）比较或不同性质运营主体的横向

（同时期）比较分析，在比较过程中时间、地域等混杂因素

难以排除；2）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观性较

强，少数定量分析的样本量较小，存在选择性偏倚，且以

描述性统计研究为主。因此，本研究纳入了倾向性得分

匹配模型进行大样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已

有相关研究的不足。

2 研究设计

区别于单纯的定量或质性研究，混合研究是一种综合

性的研究取向，目的是实现“意义提升”。它能够纳入多

种资料、方法和研究者，形成相互验证，避免偏差，从而获

得对问题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和佐证（徐建平 等，

2019）。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设计，基于“顺序解说型设

计”的思路（张绘，2012），首先对场馆不同性质运营主体

供给的公共服务水平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再通过定性

分析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补充解释和例证。

2.1 定量研究方法

本研究重点关注场馆运营主体性质（企业或者事业单

位）是否对其供给公共服务水平有显著影响。场馆运营

主体性质受政策、场馆自身条件、环境优势等影响，因此，

场馆是由企业还是事业单位运营管理并非随机事件。对

此，传统采用最小二乘法对运营绩效进行评估，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如选择性偏倚等）。为解决这类场馆企业运

营和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倾向性得分

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分析，模拟随

机对照实验筛选的结果，尽可能剔除不可观测因素导致

的潜在偏倚，使研究结果更为可信。首先，构建实验组

“企业运营场馆”和对照组“事业单位运营场馆”；再以场

馆自身的特征值作为匹配标准，筛选仅在运营主体性质

（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方面不同、其他方面相似的 2 个样本

组；匹配后的对照组可以近似替代实验组的“反事实”，比

较匹配后的 2 组场馆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由此判断场馆运

营主体性质与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

PSM 有多种匹配方法，常见的有近邻匹配、半径匹

配、核匹配等。由于在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一一匹配难度

较大，选取一对四近邻匹配方法并使用其他匹配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最后，计算匹配后 2 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n treated，ATT），即场馆在不同

性质运营主体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情况。

2.2 数据与变量

选取 2013—2018 年享受中央免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

的大型体育场馆为样本。2014 年初，国家体育总局、财政

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向社会免低收费开放的体育

部门所属大型体育场馆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通知》还

要求，接受补助的场馆要定期做好场馆开放信息公开的

工作，详细列出场馆免低收费开放项目、开放时间及收费

标准、场馆下一年度计划开展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名称

等信息。样本数据主要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获得，检索到

历年、各地免低收费开放的场馆基本信息及开放情况。

剔除缺失值、异常值（Z 值≥3），最终得到 1 044 个场馆的

共 4 180 条样本数据。

2.2.1 结果变量

虽然目前我国尚未明确体育场馆的公共服务标准，但

国家体育总局在 2014 出台了《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

务规范》和《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综合评价体系》，就场

87



《体育科学》2022 年（第 42 卷）第 8 期

馆的开放情况、服务内容、顾客满意度等方面提出了明确

要求。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规划》首次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在基本公

共文化体育方面，对“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和“全民健身服

务”提出了具体的服务标准，包括：有条件的公共体育设

施免低收费开放；推进学校体育设施逐步向公众开放；提

供科学健身指导、群众健身活动和比赛、科学健身知识等

服务；免费提供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结

合《通知》中对享受财政专项补助的场馆提出的要求，采

用场馆的免费体育赛事活动数量、免费举办体育讲座及

展览数量、免费体育健身技能培训人次、运动健身指导人

次、免费体质测试人次作为场馆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

标。另外，采用场馆的付费体育赛事活动数量、付费举办

体育和文化活动数量、付费体育健身技能培训人次作为

场馆非公共服务水平的衡量指标。

2.2.2 解释变量

选取场馆运营主体性质作为解释变量，分为企业运营

和事业单位运营。其他组织（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等）运营场馆数量较少，暂不纳入本文分析。

2.2.3 协变量

协变量包括场馆基本信息、运营环境信息、免低收费

开放信息等。

场馆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场馆规模、类型、座位数等。

企业会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条件适合的场馆开展经营管理

活动，继而影响其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免低收费开放补

助标准也考虑了场馆的类型和规模等因素。

运营环境信息包括场馆所在地域、城市情况。中央财

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大型体育场馆分别按照补助标准

的 20%、50%、80% 安排补助资金，其余部分由地方统筹安

排，故考虑场馆所在地区不同所形成的财政资金来源的

差异，会对其公共服务水平产生影响。同时，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环境属于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会影

响到企业是否选择场馆开展经营管理活动，继而影响公

共服务水平。采用当年地方生产总值反映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环境情况，数据主要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免低收费开放信息主要包括全年对外开放天数、每周

对外开放小时数、全民健身日免费开放情况、户外公共区

域及健身器材开放情况等。这些信息属于场馆免低收费

开放补助政策的底线要求，故作为协变量，认为其存在影

响到公共服务水平的可能性，具体各变量设定详见表 1。

其中，“座位数”和“地区生产总值”2 个指标取对数形式。

在协变量的选择中，需要考虑某些协变量与结果变量

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一般情况下，场馆规模

越大，场馆能够提供的赛事数量和服务人次越多，但由于

存在场馆运营主体的服务能力、场馆服务的市场需求、政

策环境等影响因素，故可能存在场馆规模超出运营水平、

市场需求等情况下，场馆能够提供赛事数量和服务人次

反而随着规模的增加而所有降低的现象。故，协变量当

中引入“场馆规模”的二次项“scale_sq”。另一方面，场馆

开放情况，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开放时间越长，赛事数量

及服务人次越高，但由于人们的健身休闲和观赛行为还

受到自身闲暇时间、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故可能存

在开放时间超过一定范围，人们参与健身次数反而减少，

开放成本提高而可能导致可用于举办赛事的成本降低，

从而导致赛事数量及服务人次降低。故，协变量当中引

入“全年对外开放天数”“每天开放时间”“周对外开放时

间”“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

间”的二次项“days_sq”“hoursd_sq”“hoursw_sq”“hoursh_sq”

作为协变量。此外，考虑某些变量之间存在关联，引入

“每天开放时间”“周对外开放时间”两者的交叉项“hour‐

sw_hoursd”。

2.3 定性研究方法

课题组于 2019 年 7—10 月赴江苏、广西、湖北、北京等

地进行场馆调研，涉及 8 座委托企业运营场馆。同时，受

湖北省体育局委托，课题组于 2021 年 5—6 月赴省内的

15 个地市（州）开展场馆免低收费开放的第三方评估工

作，共涉及场馆 78 座，其中企业运营场馆 28 座。两阶段

调研一共涉及企业运营场馆 34 座，事业单位运营场馆 50

座。调研过程中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走访、查阅资料、问

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多种方式搜集资料，访谈对象包

括地方体育部门负责人、场馆运营机构负责人及相关工

作人员、当地社区居民和健身群众等。后续亦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对主要访谈对象进行了回访，以补充和核实

相关证据材料。调研中，重点关注了企业运营场馆供给

公共服务情况，并对其存在问题及原因展开了深入访谈

和进一步资料搜集取证。

3 定量分析：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所有场馆的各变量情况，按照运营主体性质分类进

行描述性统计（表 1）。在 4 180 条有效样本数据中，共有

1 044 个场馆，平均每个场馆 3.9 条数据。其中，事业单位

运营的场馆 764 个，共有 3 100 条数据，平均每个场馆

4.06 条数据；企业运营的场馆 280 个，共有 1 080 条数据，

平均每个场馆 3.86 条数据信息。事业单位与企业运营场

馆约占总数分别为 73.2% 和 26.8%。

3.1.1 场馆特征情况

从分布情况来看，企业倾向于选择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较好地区和城市的场馆。从场馆类型看，较之于体育场

和体育馆，游泳馆由企业运营的数量较多，占 42.65%。一

方面可能与游泳馆的运营技术要求及风险等级更高有

关，故业主方更倾向于服务外包，交由企业运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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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游泳馆经营属性较强，涵盖健身、培训等内容的商业

模式较为成熟，利润空间较大，更能吸引企业参与。从场

馆规模情况看，较之于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情况，企业倾

向于运营规模较大的场馆。这可能与所在地域有关，分

析发现规模较小的场馆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规模

较大的场馆在东部地区更多。

3.1.2 场馆开放情况

较之于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企业运营场馆开放情况

并不理想。事业单位运营场馆在“全年对外开放天数”

“每天开放时间”“周对外开放时间”“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户外公共区域及户

外健身器材是否全年免费开放”5 个方面指标均值均高于

企业运营场馆。“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是否免低收费开

放”和“全民健身日是否全面免费开放”2 个方面，企业和

事业单位运营几乎没有差异，基本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的要求。

3.1.3 场馆服务结果

在公共服务方面，包括“免费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

动数量”“免费举办体育讲座、展览数量”“免费培训人次”

“运动健身指导人次”“免费体质测试人次”5 个指标均值，

事业单位场馆均高于企业场馆。在非公共服务方面，除

了“付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数量”均值企业场馆略低于事

业单位场馆，其他“付费举办其他体育、文化等活动数量”

和“付费体育健身技能培训人次”2 个方面均值，企业场馆

均高于事业单位场馆。

综上，场馆的运营主体性质不仅与相关改革政策有

关，还与规模、类型、所在地域等场馆基本特征因素息息

表1 变量说明和样本特征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Sample Characteristics

变量释义

免费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数量

免费举办体育讲座、展览数量

免费培训人次

运动健身指导人次

免费体质测试人次

付费举办体育赛事活动数量

付费举办其他体育、文化等活动数量

付费体育健身技能培训人次

年份（2013—2018年）

所在区域（东部=1、中部=2、西部=3）

场馆类型（体育场=1、体育馆=2、游泳馆=3）

座位数

座位数的对数

场馆规模（甲=1、乙=2、丙=3）

场馆规模的二次项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年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全年对外开放天数

每天开放时间/h

周对外开放时间/h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h

全年对外开放天数的二次项

每天开放时间的二次项

周对外开放时间的二次项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开放时间的二次项

每天开放时间和周对外开放时间的交叉项

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是否全年免费开放（是=1，否=0）

对学生、老年人、残疾人是否免低收费开放（是=1，否=0）

全民健身日是否全面免费开放（是=1，否=0）

变量符号

fevents

factivity

ftraining

guide

test

pevents

pactivity

ptraining

year

location

type

seats

lnseats

scale

scale_sq

GDP

lnGDP

days

hoursd

hoursw

hoursh

days_sq

hoursd_sq

hoursw_sq

hoursh_sq

hoursw_hoursd

outdoor

particular

fitnessday

事业单位（n=3 100）

M

13.788

6.559

4 779.936

10 672.530

3 073.226

6.985

6.627

3 559.561

2 015.637

2.077

1.838

9 967.304

8.699

2.830

8.185

32 056.230

10.141

355.243

18.713

76.336

11.974

126 327.300

381.505

6 547.939

156.052

1 441.052

0.993

0.998

0.994

Std. Dev.

12.203

5.560

8 471.754

17 213.560

2 616.335

10.079

8.800

10 092.680

1.691

0.813

0.577

11 597.080

0.943

0.420

1.959

21 537.366

0.742

11.405

5.597

26.850

3.562

7 956.776

199.990

5 082.869

105.223

722.682

0.086

0.044

0.076

企业（n=1 080）

M

9.605

5.420

3 461.999

9 123.330

2 797.452

6.621

7.434

4 679.864

2 015.631

1.691

1.931

11 562.686

8.786

2.697

7.575

42 161.252

10.443

352.735

11.389

73.630

11.389

124 559.826

338.295

5 947.333

137.533

1 305.494

0.990

1.000

0.997

Std. Dev.

8.702

4.438

6 169.721

14 327.350

2 083.371

9.354

9.513

11 507.010

1.719

0.821

0.676

13 391.634

1.035

0.548

2.483

25 598.521

11.485

11.741

2.799

22.946

2.799

8 174.257

199.224

3 939.485

73.430

630.295

0.100

0.000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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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总体上看，企业倾向于运营场馆规模较大、盈利能

力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场馆。故分析场馆的

公共服务水平是否受到场馆运营主体性质的影响，需要

有效控制这些影响因素。

3.2 回归结果分析

选择 logit 模型进行倾向性得分估计。将所有协变量

纳入 logit 回归，结合变量的显著性情况以及模型和拟合

程度，最终筛选出 12 个协变量（图 1），大部分协变量的

P 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少数变量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R2为 0.106。比较匹配前后ATT可以看出，未进行匹配的估

计会对 ATT 有程度不一的高估或者低估，这也证明了

PSM 模型能够有效减少样本的选择偏倚问题（表 2）。相

对于事业单位运营的场馆，企业运营场馆供给的公共服

务水平相对较低，其中，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数量约

少 1.6 场/年，免费培训约少 900 人次/年，免费举办体育讲

座和展览数量约少 0.42 场/年，运动健身指导约少 1 481 人

次/年，免费体质测试约少 344 人次/年。在非公共服务方

面，企业运营场馆在付费赛事数量和付费培训人次上，没

有显著高于事业单位场馆，而在付费活动数量方面有显

著提高，约比事业单位场馆高出 1.6 场/年。由此，可以接

受假设 2，即企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水平显著低于事

业单位运营的场馆；拒绝假设 1，即企业运营的场馆在非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方面不存在显著高于事业单位运营的

情况，亦即两者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认为，影响

场馆非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因素较多，包括场馆、规模、

属性、类别、所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在控制这些

影响因素后，考虑到当前场馆运营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不

高，收益效果在委托期的前几年并不明显，场馆本身的非

公共服务水平在不同属性的运营主体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有一定的合理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付费举办其他体

育、文化等活动数量上，企业运营场馆显著高于事业单位

运营场馆。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较之于事业单位，企业

的确具备较高的场馆服务水平，但仅限于非公共服务部

分的非体育相关服务功能，这与现实情况也比较吻合，此

类活动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

在匹配方法上，使用卡尺内一对四匹配（卡尺范围

0.01）、核匹配（二次核函数，带宽 0.01）进行稳健性检验，

可以发现不同的匹配方式得到的结果（包括处理效应和

显著性情况）基本相当。

4 定性分析：差异原因的进一步解释

通过实地调研多座不同性质主体运营场馆的运营情

况，并对其主管部门、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访谈，探索企

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原因。研究发现，

一方面，与传统事业单位场馆相比，企业运营场馆对原有

的服务标准、服务合约、政府监管方式、考核评价体系等

方面存在不适应的现象；另一方面，对比经营权改革之

前，企业运营后的场馆在获得减税降费、政府服务、补助

资金等资源和支持政策方面的难度上都有明显增加。

4.1 企业存在逐利性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更容易优先考虑私人

图1 标准偏差降低幅度

Figure 1. Reduction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表2 PSM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Table 2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Robustness Test

结果变量

fevents

ftraining

factivity

guide

test

pevents

ptraining

pactivity

近邻匹配

ATT

-1.641

-900.314

-0.417

-1 480.774

-343.909

0.329

21.907

1.571

t-stat

-3.70***

2.88***

1.98**

2.20**

3.39***

0.78

0.04

4.06***

卡尺匹配

ATT

-1.670

-897.456

-0.428

-1 559.735

-337.536

0.327

-36.281

1.570

t-stat

-3.78***

-2.88***

-2.04**

-2.33**

-3.34***

0.78

-0.07

4.06***

核匹配

ATT

-1.819

-1 130.310

-0.428

-1 516.832

-287.776

0.053

213.155

1.415

t-stat

-4.53***

-4.01***

-2.04**

-2.49**

-3.18***

0.14

0.50

3.9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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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效率优先”“利润优先”的行动逻辑诱发了其对公

共服务的“选择性”供给行为，如通过缩小服务范围和缩

短服务时间以降低服务质量和数量。“选择性”供给一方

面体现在企业倾向于选择经营利润率更高的项目，相对

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而后者属于场馆应履行的基

本职责和公民能够平等享受的权利范畴。从前文场馆有

偿服务供给情况分析可以发现（表 1），对利润率较高的文

化活动、体育培训等方面，企业运营场馆的供给数量更

多，服务更有积极性，而目前相对较难盈利的体育赛事服

务，企业供给数量则普遍低于事业单位，侧面反映了企业

逐利性的特点。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部分企业通过违约

闭馆、设置畸高的收费标准等方式消极服务，“劝退”了大

批前来健身的群众，以避免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经营

亏损。例如，部分企业运营的体育馆，馆内场地长期出租

给俱乐部培训使用，甚至有的场馆室外场地也租给俱乐

部运营，以此拒绝免费对外开放，不符合“大型体育场馆

所属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应全年免费开放，每

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的政策要求。在实地走访中

收集到的群众投诉信件中，大部分属于在免低收费开放

时段被私营培训机构占用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体育场

地不对外开放却租赁给驾校使用的情况。

“选择性”供给另一方面体现在，企业有限地选择容

易接触到的健身群体加以“特殊照顾”，拒绝对更广泛的

健身群体开展公共服务工作。如某全民健身中心，健身

群众“争抢”免费开放时段已经成为惯例，运营企业通过

建立微信群对这些免费时段健身群众进行联络和服务，

有群众反映，想要“入群”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公共服务

成为了少数人的“专有福利”。调研中还发现有 2 座企业

运营场馆，虽然享受免低收费开放补贴，告示中也注明了

惠民开放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真正落实惠民政

策，而是将设置“会员价”或“会员日”作为完成免低收费

开放任务的形式，曲解了场馆免低收费开放的要求。

4.2 公共服务标准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场馆服务的国家标准尚未出台，国家体育总局

颁布的《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服务评价指引（试行）》成为当前企业

运营场馆重要的公共服务评价标准，一些地方也基于此

编制了地方性的场馆服务标准，但标准的可操作性有待

提升。一方面，这些服务标准较为原则，大多属于约束

性、导向性指标，主要用于判断场馆基本公共服务是否达

标，这导致企业基于成本因素考虑，偏向于仅完成底线要

求而放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这些标准设计

之初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府监管，因此，大多数标准为

客观性的服务数量要求，对于服务质量的要求较为模糊；

未能站在运营商的角度考虑该标准如何有效执行，缺乏

基于公共服务的整个流程优化、服务效率提升的标准指

引。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 5 部门印发《全民健身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对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全民

健身服务提出了标准要求，这为场馆公共服务供给提供

了参考，但相关标准要求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因地制宜地

构建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实施标准。总之，现行标准对

于组织管理标准化程度高、职能目标计划性强、经费来源

相对稳定的事业单位来说较为适用，但企业一般组织管

理灵活、服务项目多元、盈利压力较大，面对操作性不强

的公共服务标准，执行难度较大。此外调研发现，部分场

馆运营企业前期并没有专业化的场馆运营或体育服务经

验，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等类型企业不在少数，

对于场馆的公共服务内容和要求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

通过访谈也发现，相比较于事业单位场馆，企业负责人更

缺乏构建服务标准、管理制度或者开展场馆服务标准化

认证等方面的意识，这也显示出加快构建场馆公共服务

标准的重要性。

4.3 公共服务合约不完善

通过对部分场馆委托管理合同文本的分析，发现其核

心条款不明确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是缺乏对公共服务

项目、要求、定价、保证金等内容的约定（陈元欣 等，

2018）。大多数合同仅设置了相对原则性的公共服务条

款，部分合同甚至直接将大型场馆服务规范和评价体系

政策文件条款直接照搬、纳入其中，忽视了场馆特殊性和

企业的适用性，导致合同的操作性不强，易产生矛盾纠

纷；加之缺乏有效激励，企业运营时容易对公共服务标准

“就低不就高”，只满足基本开放服务要求，服务水平难以

有效提升（姬庆 等，2019）。

合同除了对契约双方的权责利进行约定之外，还应对

运营企业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公共服务考核标准设

计不合理的情况下，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运营企业过度追

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效益。当前部分场馆运营合同

的薪酬模式设计并不尽合理，过多聚焦于经济效益，如对

一些运营初期的企业提出上交管理费、租金或设定逐年

递增经济创收指标等（陈元欣 等，2019）。这种“高能激

励”导致政府惰性，也带来了经营企业对场馆的过度开发、忽

视公共服务，甚至容易陷入“企业无法提交管理费、政府难以

支付财政补助”相互拖欠的怪圈（董红刚，2019）。

4.4 政府服务与支持不足

企业运营场馆难以享受到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企业减税降费政策

的支持力度不大。税收减免政策比较有限，同一场馆由

事业单位运营和企业运营，税负差异较大；能源收费支持

政策亦难以落地，事业单位场馆享受相关支持政策执行

较好，而企业运营场馆的能源收费标准大部分按照商用

标准甚至特种行业标准收取（陈元欣 等，2016），大部分场

馆运营企业的公共服务成本过高，致使其供给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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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较低。同时，企业运营场馆享受的“减半征收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支持政策仅适用于符合免低收

费开放条件的大型场馆，而中小型场馆不符合减免条件

（杨金娥 等，2019）。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部分企业运营

场馆在开放服务中需要按照商用标准缴纳水电费，且低

收费开放仍需要缴纳高昂的房产税，企业运营成本压力

较大，这也降低了其开放服务的积极性。

二是企业在社会资源动员方式上与事业单位存在差

异，动员效果也不具优势（杨宝 等，2019）。课题组在调研

中发现，一些事业单位场馆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公益性健

身健康讲座、健身培训等服务过程中，善于调动周边学

校、医院、社区居委会、体育社团及其他基层自治组织的

积极性，这些组织对上拥有主管部门的支持，对下在群众

身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有效动员社区企

事业单位及周边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而企业在

服务过程中关注“等价交换”的有偿服务，需要悉心考虑

服务成本，并更重视消费主义和盈利效果。不少事业单

位场馆在发布公益性服务信息时能够借助体育部门的官

方平台，并动用社区、街道力量进行宣传、动员群众参与，

而这些条件和资源，企业运营商则很难同等享有，公共服

务供给效果有很大差距。另外，政府在面临多元主体参

与治理的多重困境时，会通过努力削弱市场主体的对抗

性来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市场主体也会出于自身

利益决定合作与否及参与程度（唐刚 等，2016）。由于部

分地方体育部门未能做好场馆运营企业与群众之间的沟

通纽带作用，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断下降。通过

调研还发现，一些地方体育部门为了维持在群众中的良

好形象，对存在大量无效投诉、恶意投诉的企业运营场馆

重新接管运营，增加了企业持续经营的难度。

三是部门间协调不到位。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除了

在税费方面部门间存在分歧导致支持政策难以落地外，

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因财政部门与体育部门对运营

企业的绩效管理理念不一致，导致无法及时、足额发放服

务费用，甚至出现违约的情况，严重影响企业运营场馆供

给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如某场馆在交由企业运营后，政

府通过购买服务或直接补助的形式支持运营企业承担公

共服务职能，但由于场馆所提供的服务数量与计价标准

未能得到财政与体育部门的认可，导致政府资助经费未

能及时落实到位。

4.5 补助资金发放不到位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仍以传统财政补助的方式支持场

馆运营企业供给公共服务，对于部分经营收益率较低、运

营成本较高的场馆，财政补助仍然十分必要。但现有的

财政补助范围多局限于体育系统且过程透明度较低（陈

元欣 等，2016），部分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转

移给场馆运营商之后，未能给予足够的财政补助。通过

对场馆运营企业调研发现，部分场馆免低收费开放财政

补助资金，最终难以发放到实际提供服务的运营企业。

如某体育中心享受免低收费开放政策，补助费用最终拨

付给体育中心上级主管单位地方体育局，并未实际拨付

给场馆运营企业，严重影响了其供给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该现象并非个案，补助资金发放不

到位折射出当前仍然存在着对于场馆运营企业的偏见，

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的水平，还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业单位场馆管理机构企业化改革的积

极性。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应有配套补助资金，然

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较少地方政府能够给足配套资金。

4.6 政府监管不到位

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按照合同及相关政策要求严格开

展监管工作，应急式审查、运动式监管较为普遍，未形成

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企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脱离监

管的情况时有发生。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场馆在

委托运营期间从未开展常规性的监督考核，大部分仅在

委托到期时进行了“象征性”的考核，以便发放服务费或

续约。对部分场馆的绩效评估报告分析发现，企业在运

营场馆过程中普遍存在供给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内容较

少、满意度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多数是在日常监管、阶

段性考核中可以发现并及时纠正，但遗憾的是，部分案例

中政府监管工作基本缺位。在价格监管方面，大多地方

场馆服务价格规制改革以后，未能将场馆服务价格纳入

政府指导价，亦未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应的定价机制，导致

场馆在由企业运营后公共服务价格失去控制，居高不下。

在监管手段方面，传统用于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计划任

务书、干部调整等行政指令型监管方式，对企业可能存在

的“选择性服务”、弄虚作假等问题监管作用效果有限，容

易产生监管盲区，一些企业甚至通过专门“编制”服务报

告、补助金使用报表等“应付”检查。

4.7 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

首先，部分业主方对企业运营场馆的考核评价标准偏

重于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关注不足，导致部分场馆运营

企业不够重视公共服务。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

担，从场馆委托企业运营中收取一定的国有资产使用费

或者租金，在对运营商的考核评价方面，过于注重经济效

益指标，对公共服务指标关注不足。课题组在调研中发

现，某体育中心的评价体系中，设计的绩效得分最终由

80% 的运营效益和 20% 的财务情况加权而得，但在运营

效益指标中又重复设置了“收支比例”“收入增长”等财务

指标，经济效益被反复强调、重点关注。其次，部分企业

利用评价体系缺陷，在享受免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的同

时，又多渠道申请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青少年公益培

训等政府资助项目，片面夸大和重复计算部分公共服务

内容，导致公共体育服务实际供给水平大幅下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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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甚至将部分市场营销活动也纳入到公共体育服务考

核当中，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运营场馆供给的公共服务水

平。再次，一些企业运营场馆参照《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

理综合评价体系》，在评价指标中将与公共服务、社会效

益相关的指标标注为核心指标，而大多数场馆仅照搬了

核心指标，并未明确其应达标的标准，致使核心指标失去

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最后，部分企业运营场馆的公共

服务绩效考核与运营付费不挂钩，无论是委托运营合同

约定固定服务费发放形式，还是采用可行性缺口补贴的

付费机制，都未明确绩效评价结果对补贴的影响，这与相

关政策要求不符。通过访谈也了解到，主管部门对运营

企业一般都开展了定期考核，但几乎没有针对考核结果

设置绩效奖励，对运营商也难以形成有效激励。

4.8 个案分析：以A市体育中心为例

A 市体育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位于湖北省某市中

心城区，由综合体育馆、游泳馆及其他室外健身场地构

成，是当地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齐全、场地质量最高的

综合性体育中心。2015 年，市体育局委托某民营企业对

该中心开展运营，授予特许运营期 5 年。根据中心的第三

方绩效评估报告以及课题组实地调研，发现该中心经济

效益突出、商业开发效果显著，但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

在诸多问题，如开放天数未达合约要求、游泳馆未按要求

提供免费健身名额、室内场地晚上未设置惠民时段、群众

性体育赛事活动举办较少、体育培训未能开展、场地设施

维护管理不到位等。

课题组结合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及相关资料查阅，对

中心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主要原因可概括

为以下 5 个方面：一是运营过度商业化。场馆开展群体性

赛事活动较少，却承接了大量的商业性赛事活动。场馆

委托运营采用“使用者付费”的“零租金”模式，即政府不

给予补贴或管理服务费、企业也无需支付租金或资产使

用费。合同约定“委托经营期间由乙方（受托方）自负盈

亏”。在访谈中也发现，企业负责人多次提及经营困难、

利润微薄、成本压力以及总公司业绩考核压力。因此，受

托企业商业化运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存在追求自身

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风险。二是服务标准缺失。

受托企业虽为一家专业化的场馆运营企业，但其内部管

理制度和场馆服务标准尚不完善，场馆服务也未通过“体

育服务”等相关认证，对于服务标准建设和认证的意识不

强。三是服务合同不完善。虽然合同约定了具体的服务

内容，但执行情况较差，一方面，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未达

标的相应处理方式，违约成本较低；另一方面，服务标准

较低，主要是对开放天数、开放时间段、赛事活动场次等

的基本要求，缺乏服务质量、赛事活动规模、类型、人次、

满意度等具体指标，部分条款表述模糊，对于服务标准的

灵活操作空间较大。四是财政补贴不到位。中心采取

“零租金”模式，企业没有获得任何补贴或绩效奖励性资

金，每年中央的免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也未能发放到企

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作为当

地重要的招商引资企业，亦没有获得额外的补贴或者资

助。五是监管缺位。中心的委托运营管理合同中明确约

定了“5 年期间连续 3 年年终评审为不合格，甲方将收回

委托经营权”，而中心在委托给企业运营的 5 年期间，从未

开展过绩效考核相关工作，仅在委托项目到期前 1 个月开

展了 1 次整体性的考核，常态化监管缺位。

该中心是国内较早采用企业运营的场馆，该案例也是

国内场馆运营管理改革的缩影，其中反映的公共服务问

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主要表现在：1）企

业普遍优先关注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商业价值的挖掘；2）

主管部门对场馆运营企业存在支持、服务与监管不足的

情况；3）企业专业化运营能力偏低的问题在经营权改革

初期广泛存在。基于该案例，本研究剖析了企业运营场

馆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认为除了企业自身的

“逐利性”特点外，还包括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如服务标

准缺失、服务合同不完善、财政补贴不到位、监管缺位等。

换言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力及

其对公共服务的认知和理解，还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的

创设，包括资金和政策引导、服务、规范与监管等。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企业运营的场馆供给公共服务水平显著低于事业单

位运营场馆，具体包括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数量、免费培

训约人次、免费举办体育讲座和展览数量、运动健身指导

人次、免费体质测试人次等。

企业运营场馆在供给非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一定的比

较优势。具体而言，与体育有关的服务项目（如付费赛

事、付费培训），企业运营场馆的供给水平与事业单位运

营场馆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非体育服务项目（如付费举

办其他文艺表演、展览展销等活动），企业运营的场馆则

优势显著。

企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原因主要包

括企业存在逐利性、公共服务标准可操作性不强、合约不

完善、政府服务与支持不足、补助资金发放不到位、政府

监管不到位和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完善等。

5.2 研究建议

5.2.1 加大对企业运营支持力度，确保相关扶持政策落实

到位

一是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对于不同主体运营场馆提

供的公共服务应一视同仁，企业运营的场馆也应纳入政

府购买公共服务范畴，并及时、足额发放公共服务经费，

尤其是中央免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应切实发放至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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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公共服务“生产”责任的运营企业手中，地方配套资

金也应尽力补齐。二是为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及相关服务支持。对于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公众参与不

足、相关部门沟通不畅等问题，政府部门或场馆业主方应

积极动员各方资源，利用基层政府体系以及附属网络动

员企业与周边学校、社区、医院、社会团体等建立友好的

互动合作关系；政府部门可利用政务平台、官方媒体等媒

介构架好运营商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及时向场馆运

营企业传递群众公共服务需求。三是加大税收减免、能

源费用支持等政策落实力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建议

借鉴文化体制改革经验，对运营场馆的事转企机构，实施

过渡性税收政策，如一定时期内免征企业所得税或实行先征

后返的政策（张冰 等，2017）。此外，政府部门应扩大向场馆

运营企业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范围，并鼓励企业走出场

馆，走进周边社区和学校，以提升企业的办赛、培训及其他体

育服务能力，并为企业培育潜在消费群体。

5.2.2 遴选优秀运营企业，规范企业运营行为

应充分利用缔约前的竞争机制，遴选优秀、专业的场

馆运营企业，将候选企业的公共服务能力、服务质量、服

务团队、服务价格以及与政府的既往合作经历等纳入到

运营商遴选标准当中；优化现有的运营商遴选指标体系，

全方位考察企业的服务能力、过往服务绩效以及未来服

务方案，避免因过分关注管理服务费报价而产生不合理

的低价中标、压缩服务品质等情况。同时，积极推广场馆

管理示范合同，将公共服务内容、价格以及违约责任等作

为合同核心条款；在出现合同约定的解约条件或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的情况下，场馆业主方有权解除合同，并做好

更换运营商的预案，以激励场馆运营商努力做好场馆运

营工作。

5.2.3 明确企业运营场馆的公共服务标准，提高标准的

可操作性

明确企业在场馆运营过程中应当实现的基本功能和

要求，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标准，并将其纳入服务合

约、考核评价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之中。在标准制定的

同时，应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政府要求以及企业能力，并

针对不同场馆属性、不同地域特点设置适当的运动项目、

定价、开放时间、服务内容等，以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指标的设计应体现公共服务的细节，如开放时间、收费标

准、场地质量、环境卫生、配套服务、特殊人群优待等，鼓

励运营企业提升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加强人文关怀；

在保障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公共服务质量指标，如赛事活

动的丰富性、项目的多样性、社会影响力等，以适应当前

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群众健身需求的变化。此外，要发

挥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汇集学界、业界专家共同制定服

务标准，并鼓励有条件、有经验的场馆运营企业基于成功

的运营实践，探索制定专业、规范的服务操作指南并推广

使用。对于公共服务标准也应动态更新和及时调整，尤

其是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群众体育需求的变化情

况，适时地将一些符合条件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内容纳入

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中，以提升群众获得感。

5.2.4 优化公共服务评价体系，激励运营企业提高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

建议优化场馆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完善公共服务激励

性条款，鼓励场馆运营企业在满足合同要求的基础上，提

供更丰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一是在提高公共服务

评价指标权重的同时，应注意提高群众满意度评价的权

重，将其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条款。二是提高评价指标

的科学性。重点关注赛事活动数量、体育培训次数、参与

人次、服务满意度等公共服务指标的增长情况，实现动态

评价与静态评价相结合，激励运营企业持续提高服务水

平；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人口以及场馆的特殊性，转

变原有的绝对性评价指标为相对性评价指标；以“重要

性-绩效表现”差距分析替代传统、单一维度的满意度评

价，帮助运营企业明确服务改进的方向。三是积极引入

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发挥第三方的

专业技术，最大化实现高效和公平；保护第三方评估的独

立性，确保绩效评价的程序公平与结果客观，建立对有违

公平的考核评估的投诉举报和处理回应机制，以提升评

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客观性。四是提高绩效评价的信息化

水平，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无感化绩效信息采集，避免

“唱赞歌”式的自填式评价，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五是完善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对评价结果设置具体而

有威慑力的奖惩措施，明确其作为拨付政府补助、续约、

整改等的重要依据，将企业运营场馆绩效及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与运营服务费严格挂钩，对服务水平较高的企业

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或荣誉激励，反之，予以一定比例的

服务费用扣除，以充分调动企业供给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5.2.5 完善企业运营场馆监管机制，加强履约监管

一是加强监管合作，摒弃传统大包大揽、自上而下式

的政府监管理念，积极构建政府监管、群众监督、行业自

律的多元治理格局；开放监管体系，积极引入新闻媒体、

社交网络等外部监管力量；畅通公众的诉求表达、意见反

馈渠道，鼓励群众性健身团体、社会组织等对场馆公共服

务进行监督协调；鼓励推广专业化第三方独立监管。二

是创新监管方式，充分适应运营企业组织管理特点以及

新经济背景下的服务模式创新。加快场馆的智能化改

造，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对企业开

展全方位、全流程、动态化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优化“全

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的监管功能，完善场馆运营企业的

基本信息，及时公开运营企业的年度工作报告、财政补助

资金发放及使用情况、绩效考核结果、利益相关者满意度

等相关信息，探索建立违法失信黑名单制度，并通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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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与市场监管、司法、网信等多部门实现违法、违规信

息共享互通，建立跨部门监管机制，依法交换、分享和利

用企业数据资源以及相关法人的信用信息，形成监管合

力，提高监管效率；探索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提高监管

可信度；建立完善的“触发式”监管机制，为企业创新消费

业态和服务模式提供宽松发展环境的同时，设定严格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责任底线。三是强化监管问责，将运营

企业的监管工作纳入体育部门以及相关领导的绩效考核

之中，对存在监管不严、不作为的情况进行追责，以加强

履约监管。

6 研究展望

当前我国企业运营场馆在供给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不

足，但在非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该结论为

我国正在推进的场馆运营管理企业化改革提供了重要信

息，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当前企业运营场馆在供给公共

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学者亦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然

而，企业的逐利性与政府的公益性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

和的矛盾。如何调和？多元主体供给是前提，政企紧密

合作是关键，合理有效制度是保障。

一是企业运营场馆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也要关注到，多元主体供给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体现，对于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显然，企

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并不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简

单替代，也不是以效率为中心的市场化策略，而是重塑了

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支持着政府转型的治理变革（敬乂

嘉 等，2018）。企业化改革绝不仅是市场的胜利，而是政

府与市场互动关系的胜利。从这一概念上理解企业运营

场馆的背景，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评价企业在公共服务

方面所做的努力。在经营权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场

馆运营更应重视公益性保护，但这势必削弱盈利性，故需

要对场馆进行明确的服务定位，从纯粹的商业模式向公

益性回归，同时，以财务收支平衡为基础，为企业运营设

置合理的盈利标准（王子朴 等，2010）。

二是提高企业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涉及到方方面面的

细节，而更为紧密的政企互动能够有效实现双方的合作

与谅解。政企关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之上，政

府应理性看待企业的盈利行为。例如，鼓励企业参与场

馆投、建、营的全过程。从调研情况来看，场馆的投建耗

资巨大，且涉及到用地审批程序复杂，民营企业参与投资

建设难度过大，积极性也不高，但不少企业表示十分愿意

也应当参与到场馆投资建设前期的可行性研究、规划与

设计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提高场馆投建的科学性，使

建成的场馆更符合市场化运营条件，另一方面，能够大幅

降低后期委托运营时企业的改造成本，提高企业持续运

营的信心。又如，面对公众对公共服务要求日益提高，服

务满意度容易陷入“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困境之中，政

府应紧密关注市场动态，适时调整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

项目与范围，借助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原则上每 5 年进

行一次规划编制的契机，场馆的公共服务内容和规范标

准也应该在全面评价基础上，定期进行统一调整。

三是场馆运营主体性质与公共服务绩效之间存在着

复杂的联系，这其中，运营主体专业水平、服务定价、合作

期限、对政府的依赖度等因素（程坤鹏 等，2018）起到重要

的调节作用。这些调节因素通常隐蔽而模糊，一旦脱离

控制，将导致绩效水平偏离理想状态。竞争性招标机制、

常态化的监管、定期绩效评估等制度保障，能够降低调节

因素的不确定性，提高绩效水平。例如，通过公开招投标

形式遴选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能够保证运营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专业性；通过明察暗访、监督投诉电话和邮箱、

网络问政等方式对场馆免低收费开放持续开展监督检

查；通过设计目标管理机制并进行定期考核，对运营机构

进行“能进能退”的动态化管理，可防止合作期限过长而

导致的运营机构动力不足、公共服务“倦怠”等风险的

产生。

另外，研究在量化分析部分的样本和指标选取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可能存在对企业运营场馆供给公共服务水

平的低估。2022 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公共体育

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服务评价指引（试行）》，从健身场地

开放面积及开放率、接待人次、赛事活动、体育培训、学校

体育、体育组织、信息化管理服务等方面明确了评价标

准，并要求地方体育部门定期评价、网络公开，以接受社

会监督。基于此，未来研究中可增加不同规模、不同类型

场馆样本，并结合公众服务满意度、场馆业主方以及政府

部门对场馆的绩效考核结果等结果变量，对场馆的公共

服务水平进行综合性考察。关于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

聚焦企业和事业单位性质的运营主体区别，后续可以细

化企业性质（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

等），分析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运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运营场馆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影响因素，本研

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进行佐证，后续可以结合全民

健身信息服务平台上更为精准和丰富的数据进行量化研

究，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致谢】本文在调研、走访和数据、资料、信息收集整理

中得到课题组姬庆、李震、杨金娥、邱茜、陈磊、郑芒芒、周彪、

时宵的支持，赵爱国对调研工作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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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Provided by Different

Operators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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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in public sports venues is the current policy orientation and also the need for
practice. Compared wit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btained by enterprises in operating venues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ut whether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ixed research design. We selected a total of 4, 180 pieces of data from the 1, 044 large-scale sports
venues that enjoyed financial subsidi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years from 2013 to 2018.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was adopted to compare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s between venue operators, which include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blic services levels provided by different oper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nterprises had disadvantages in public services,
which still had a gap wit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factor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such
as strong profit-driven; weak opera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standards; imperfect public service contracts;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support; inadequat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nadequat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needed to be
improved.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provided by enterprises operating venu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Increasing support for enterprise operations and ensuring the relevant support policies are in place; selecting excellent venue
operation enterprises and standardizing their operating behaviors; clarifying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tandards of corporate venues
and improving the operability of the standards; optimizing the operators’ public servi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ncouraging the
operato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orporate operation venue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Keywords: public sports venues; public services; enterprise operation; institution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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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Molecular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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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scular calcification is the cause of many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it is the common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like atherosclerosis,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The formation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is a complex regulation
involving many cells. The smooth muscle cells switch from contractile phenotype to osteogenic phenotype, the mesenchymaliza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e regulation and direc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to osteoblasts of stem/progenitor cells promot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xercise can inhibit the transition of smooth muscle cells to osteogenic
phenotype, improve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mediate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microRNAs, thereby inhibit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ffectively. Aerobic exercise,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and stretching exercise can increase vascular compliance,
reduce pulse wave velocity and stabilize calcified plaque, which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Many medical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advocate that the sports prescription should be used to prevent and trea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t the practice is not widespread.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gulation of exercise on vascular calcification
and related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suggested a public exercise program to prevent and treat vascular calcific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through the non-medical way of exercise.
Keywords: exercise; vascular calcification; smooth muscle cells; endothelial cell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