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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就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管理“内

卷化”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管理存在委托规范方面有序

与无序并存，委托效益方面整体效益显著与部分场馆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效性存疑并存，利

益主体间相互独立与相互迎合并存的“内卷化”倾向。在对A市W场馆委托管理案例进行

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导致“内卷化”的生成逻辑在于压力型体制导致政府“行政理

性”行为、嵌入性制度与既有行政思维产生冲突、不同利益主体诉求难以契合，以及竞争性

市场的逻辑假设与非充分竞争性市场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由此提出：1）完善制度规范，制

定实施细则，推广典型案例；2）培训基层政府，委托逻辑回归经济理性，量力而行；3）制定竞

争性的招投标机制，建立激励相融的激励机制，提高委托管理专业性；4）确立合同规范为主

的契约治理机制，建立与奖惩挂钩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委托管理效益等矫正公共体育场

馆委托管理“内卷化”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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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 study, expert interviews, case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issue of“involution”of the entrusted management of public

stadiums in China.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current“involution”of public stadiums and com‐

missions in China is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ly and disorderly coexistence in the com‐

missioning norms, both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entrusted benefits are significant and the validity

of some venue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doubtful are coexist, the main body of interest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and meet the mutual.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case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W venues in the city A,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logic of generat‐

ing“involution”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pressure-type system leads to conflicts among the gov‐

ernment’s“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behavior and the embedded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ad‐

ministrative thinking, it is difficult to match the appeal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the contra‐

diction between the logical assumptions of competitive markets and the reality of non-competi‐

tive markets. Finally, the strategy of correcting the entrusted management of public sports ven‐

ues are proposed: 1) Perfecting the system norms, formulating implementation rules, and pro‐

moting typical cases; 2) train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s, making entrusted logic return to eco‐

nomic rationality; 3) formulating a competitive bidding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an incen‐

tive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incentives, and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entrusted man‐

agement; 4) establishing a contractual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contractual norms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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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linked to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o ensure Entrusted manage‐

ment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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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鼓励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展公共体育场馆（以下简称

“场馆”）“改造功能、改革机制”工作，场馆在推进“所有权

归国有，经营权属于公司”的经营权改革进程中，通过采

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委托管理、合作参股、PPP 和政府

购买服务等多种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委托管

理模式已成为改革实践中的主流选择和典型代表。

场馆委托管理最早在《“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

实施方案》中提出，对中央补助投资建设的公共体育服务

设施，鼓励采取“委托管理”等方式，运用竞争择优机制选

定各类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因此，委托管理

的对象是已建成的场馆，即存量场馆资产，其核心模式是

OT 模式（运营-移交），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主

要包括委托运营和管理合同两种类型。在宏观政策倡导

下，经过数年的发展，国内场馆委托管理取得了较大进

展，委托管理实践迅速普及，委托场馆种类全覆盖，委托

方式不断丰富，受托运营主体不断壮大，但同时一些问题

开始暴露：委托制度不完善、委托程序存在缺陷、运营主

体能力参差不齐、委托行政成本和行政风险过高、委托效

益难以真实评估等。

本研究拟用“内卷化”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分析当前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管理过程中“内卷化”倾向的表

现，求证其生成逻辑。选择 A 市 W 场馆，因为 W 场馆是

省内较早采用公建民营、委托管理模式的公共体育场

馆，委托立项时正处于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场馆运营

管理、推广 PPP 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的热潮期，在省内鲜

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区政府与场馆运营机构本

着“先试先行”的原则“摸着石头过河”。该案例在委托

管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所表现出的参与逻辑与行为博

弈，以及委托效果等方面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为

减少争议，本研究对所涉及场馆、人名、地名均已作技术

处理。

1 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的内涵

“内卷化”概念最早源起于哲学领域。康德（Immanu‐

el Kant）在 1790 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用“内卷化”来

区分“演化”“进化”，是指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没有发展

到高级状态或完备状态，而在原来低级状态的基础上不

断复制和复杂化的过程。该概念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格尔

茨（Clifford Geertz）于 1963 年出版的《农业内卷化》。

Geertz（1963）通过研究印尼爪哇农业发展，认为“受外在

行政等条件的限制，爪哇人单靠自己不能转变为资本经

济的一部分，而只能逐渐发展成为劳动力填充型农业发

展模式，对于这样一个自我战胜的过程，我称之为农业内

卷化”。

受到美国学者杜赞奇（1996）从政治学视角分析我国

晚清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研

究启发，“内卷化”概念被广泛引用到政治、社会、经济、文

化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近年来尤其是对政府购买服务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从研究来看，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

应当包括：委托规范上有序与无序并存，委托效益上整体

效益显著与部分场馆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效性存疑并存，

利益主体间相互独立与相互迎合并存。

2 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的现实表现

2.1 规范层面：有序与无序并存

委托管理作为场馆经营权改革的一种市场化模式，

其实质是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场馆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该模式的成功实践需要完整的规范予以引导、操

作，包括制度规范、程序规范、契约规范和移交规范四个

维度。

2.1.1 制度规范的体系化和错位使用并存

自 2013年起，国家开始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

务”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先后出台了指导意

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南、指导目录等制度规范，各级政府

也积极出台本地实施政策。在这两个政策体系中场馆运

营管理都是支持引导的重要内容，这就为场馆委托管理

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制度规范。

虽然“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和“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政策均可指导场馆委托管理实践，但具体政策适

用方面则有所不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政策

规定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 3年，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政策针对不同合作模式，对应年限、要求均有所不同。然

而，通过调研发现，部分委托期大于 3 年的案例中仅将政

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这显然与

政府购买服务期限应严格限定在年度预算和以 3 年为周

期的中期规划预算之内的政策相违背，也就为后续财政

审计部门提出质疑埋下隐患。

2.1.2 程序规范的精细化和形式化并存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财库〔2014〕215号）中已对项目

设计、专家论证、招投标、签订合同、委托实施、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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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移交等委托程序进行规范，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充

分表现出规范程序的精细化发展方向。但是，在精细化

的程序规范下，各利益主体往往“合谋”，使严谨的程序规

范“形式化”。此类问题往往出现在招投标阶段（陈元欣

等，2018）。

2.1.3 契约规范立足于合同管理，但合同核心条款存在缺陷

在《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财综〔2014〕96

号）和《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

投资〔2014〕2724 号）中都明确提出要加强合同管理，还特

别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湖

北省体育局也发布了《湖北省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合

同示范文本》，要求从合同主体、合作关系、资产移交、运

营服务、权利义务、收入和回报、履约保证、绩效考核、不

可抗力、合同解除、违约责任等内容对委托双方进行约

束。这表明场馆委托管理的契约规范已经建立，对直接

指导各地场馆委托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各地也根据实

际情况将责权利及相应条款在契约中予以规定（李明，

2018）。

然而，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我国场馆委托合同存在诸

多问题：第一，合同权利义务多聚焦于委托双方，忽略了

社会公众主体权益和诉求，导致公众利益难以有效保障

和满足；第二，部分合同公共服务条款仅规定国家有关场

馆公共体育服务的最低要求，未能实现场馆社会效益最

大化；第三，经营内容要求不明确，缺少经营红线，容易导

致场馆过度经营；第四，部分场馆运营管理服务费和补贴

的发放缺乏论证过程和审核依据，导致存在审计风险；第

五，履约保证金条款缺失、违约责任归属模棱两可，导致

违约风险低、责任难以落实（姬庆 等，2019）。尽管场馆委

托管理的契约规范已经建立，但核心条款的缺陷依旧较

为普遍。根据调查，委托合同内容不健全已成为影响场

馆经营权改革的重要因素。

2.1.4 移交规范缺失导致矛盾频发

期满移交意味着运营阶段的终结，场馆经营权和双

方权益的再次转移，这是整个委托管理过程中最复杂、最

艰难的阶段。从若干法律诉讼案件和实地调查来看，业

主方对移交阶段的认识程度和委托合同中移交条款的概

括性约束远远不能满足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需求，因此

移交阶段也是双方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

根据客观需要，合同中移交条款应当包括移交范围、

移交方式、移交标准、移交责任和费用、验收程序、相关事

项处理方案等内容。而在多数业主方看来，移交是简单

的合同到期、收回资产，进而采用一刀切式的处理方式，

即委托期满，无偿收回一切权益和资产。这与运营机构

的诉求截然相反。

第一，忽视了有形资产处理的复杂性，对运营商先期

投入缺乏充分回报机制。移交时，对乙方投入的资产设

备应当有合理处置方案，包括资产评估、折价回购等。但

从调研中发现，部分合同不仅没有相关方案，反而要求乙

方自行处理购置的设备设施，甚至还有个别规定“对乙方

难以拆除部分，则被视为废弃物”的条款。这种处理方式

是导致乙方恶性拆除、超期运营、拒绝移交的主要原因。

第二，对人员安置的复杂性缺乏认识。运营机构在

委托期间自主聘用的员工在移交后面临失业风险，现有

移交程序中对人员解散形式、安置渠道、补偿方式等未明

确规定，这增加了运营机构人员安置成本。另外，尽管员

工聘用与解聘是运营机构的责任权利，但移交后，运营团

队全部解散可视为场馆人力资产损失，不利于场馆长期

运营。

第三，对无形资产价值缺乏认定和补偿机制。多数

委托管理的场馆是新建或地理位置欠佳的场馆，经过运

营机构多年经营，为场馆积累了大量消费人群、培育了消

费市场、建立了合作伙伴、树立了场馆品牌形象，而现有

移交清算中未考虑这一因素，乙方普遍要求在移交时进

行补偿。

第四，对乙方储值类会员卡、课程和广告、冠名权等

超期售卖行为缺少追责和惩罚措施。

2.2 效益层面：整体效益显著与部分场馆经济和社会效益

有效性存疑并存

经过多年委托管理实践，我国场馆委托管理效益取

得了重要突破。首先，委托管理模式迅速普及，已成为场

馆经营权改革的主流选择。第二，专业场馆运营主体不

断壮大，委托管理供给市场初步形成。通过检索国内近 5

年 184 个场馆（包括 64 个 PPP 项目场馆）招标、中标信息，

共有 120 多家场馆运营机构，其中包括珠江文体、佳兆业

文体、华体、中体、福建冠深等一批全国性的专业场馆运

营商和上市公司。第三，委托方式不断多样化。当前国

内场馆委托管理模式有“委托＋承包/租赁”“委托＋补

贴”“委托＋购买服务”“先补贴后付费”“基本费用＋绩效

费用”，以及“先合资再委托”等多种模式（陈元欣 等，

2019）。委托管理模式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场馆经营权

改革和“改造功能、改革机制”工作，进一步促进了体育场

馆服务业的发展。

然而，委托管理在总体上推动了场馆经营权改革的

情况下，是否真正提高了场馆综合运营效益、提升了公共

体育服务质量，这需要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

进行论证。

2.2.1 经济效益各有得失

长期以来，场馆盈利能力低下备受各方指责，但在委

托管理模式下，场馆经济效益有所改善。通过对比国内

若干实施委托管理的场馆财务数据发现，如不考虑场馆

建设成本、折旧，同时政府给予运营补贴，场馆运营公司

或许有利可图；但如果失去政府补贴，运营公司则压力巨

大。而从产权方角度来看，仅依靠场馆运营收回成本基

本不太现实。

98



姬庆，等：公共体育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及其生成逻辑——基于A市W场馆委托管理的经验分析

随着场馆经营权改革和委托管理的发展，场馆运营

市场主体迅速成长，但也出现专业水平良莠不齐的现象，

个别场馆难以提供优质运营服务，难以实现自我盈利，无

力在委托期内持续经营。在调研的场馆法律案件中，因

为运营机构经营不善，难以缴纳管理费，以致于提前解

约，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和群众健身权益受损的案例占比

较大。

为进一步促进场馆委托管理良性发展，激励运营机

构，平衡运营效益，部分场馆设计了利润分配机制和亏损

分担机制。此外，考虑到场馆高昂运营成本，许多场馆在

委托时享有政府补贴，此举可视为亏损分担机制。利润

分配和亏损分担机制是委托激励机制的自我完善，改善

了委托效益，促进了委托管理的实施。

2.2.2 社会效益难以有效衡量

第一，真实社会效益难以客观衡量。当前，我国场馆

社会效益评价以《大型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大

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综合评价体系》为基础，其中“综合

效益”指标对场馆接待人数和公益活动人数进行评判。

然而，在智慧场馆系统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各地上报

的数据大多是估算的。另外，部分场馆为便于计算社会

效益的货币量，以公益项目的投资额为依据。此种直接

将为公益事业的投入列入收益的做法值得商榷，是否真

正获得等额的社会效益还需进一步评估。

从社会效益评估方法来看，学者专家利用主成分分

析（盛菊霞，2012）、平衡计分卡（耿宝权，2012）、GEM 模

型（褚贝，2018）、WSR方法论（李海杰，2018）等多种方法，

以及王进（2013）、杜朝辉（2015）、郑文林（2018）等对场馆

综合评价体系进行研究，但普适性的社会效益评价方法

和体系依旧存在争论。

第二，服务对象特定化倾向影响了场馆社会效益实

现。随着人们健身意识不断增强，场馆服务对象的数量

越来越多，当场地存在竞争时，运营机构出于树立形象、

公关需求、节省成本的考虑，往往有意识挑选特定的服务

对象。杨书胜（2015）将其称之为“奶油化”现象。李春霞

等（2012）则称之为“公共服务的悬浮”。

2.3 利益主体层面：相互独立与相互迎合并存

场馆委托管理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场馆业主方、运

营机构、健身群众、第三方评估机构等，多方主体在权益

上相互独立，又为了各自利益相互迎合。

2.3.1 政府/场馆业主与运营机构相互独立与相互迎合

第一，运营机构主动行政化。在政府行政垄断尚未

有效改善的情况下，委托双方权利地位天然不对等（杨风

华，2008）。为履行合同中公共体育服务条款，完成场馆

业主方的行政性要求，场馆运营机构主动放弃部分经济

利益，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政府支付更多补贴，或签订额外

的政府购买服务协议，此举与事业单位场馆每年获得政

府专项拨款的逻辑颇为相似。这说明专业的场馆运营机

构并未按照市场化逻辑促进政府向合作治理的方向良性

改变，而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利益，主动采用政府运作

逻辑，是自己“主动行政化”（耿国阶 等，2018）。

第二，政府寻租与运营机构合谋的客观存在。政府

寻租是委托管理中较为常见的异常现象。为了保证委托

过程中政府权益、延续行政职能，在合同条款中加入大量

政府行政性指令，通过寻租以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

2.3.2 体育部门与国资部门相互独立与相互迎合

当场馆产权在国资部门名下时，国资部门是产权方

和业主方，体育部门是业务指导方、监管方和公共体育服

务购买者，二者各司其职，权责相互独立。

首先，国资部门主动联合体育部门，以实现部门利

益。按照场馆免费低收费补助政策要求，仅体育系统内

场馆能享受该补助资金。为获得补助资格，国资部门在

场馆委托过程中主动邀请体育部门参与，或者以双甲方

身份签订委托合同，以便于在运营中顺利获得该补助资

金。其次，根据国家有关场馆税费政策，体制内场馆可获

得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资格。部分场馆不惜把

产权划入体育部门，以实现税费筹划。

2.3.3 第三方评估机构与相关利益主体相互独立与相互

迎合

第三方评价是提高场馆委托管理质量，规范委托管

理行为的重要手段，第三方评估机构应确保评估工作的

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尽管场馆委托管理第三方评

价还未普及，但开展此项工作的场馆已出现一些典型问

题。由于评估结果往往与合同费用支付挂钩，为达到预

想的评估结果，委托方和受托方都试图影响第三方评估

结果，提高了合谋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

3 基于A市W场馆委托管理服务项目的经验分析

A 市 W 场馆是其所在省较早采用委托管理模式运营

的公共体育场馆，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具有示

范意义的场馆经营权改革尝试，但其背后的委托过程之

复杂、各利益主体间博弈之激烈和委托效益的真实性都

充分表现出“内卷化”的特点和倾向，以及区体育部门的

自我矫正等值得反思和借鉴。

3.1 项目描述

A市B区水务部门响应该市整治河道用于城市绿地、

休闲设施建设的号召，在该区河滩上规划建设一个以体

育运动、健身休闲为主的体育公园。在规划建设过程中，

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场馆建设运营问题，认为区体

育部门应当协助区水务部门完成场馆规划建设并设计运

营方案。区体育部门经过信息收集，首先邀请辖区内一

家运营经验丰富的 J 健身俱乐部负责人 O 作为顾问协助

区水务部门开展建设工作；在运营问题上区体育部门首

先提出成立事业单位的管理中心，但被区政府以新增编

制困难为由拒绝，遂又提出引入社会力量，实施“区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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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建设、体育部门监管、社会力量运营”的委托管理方

案，此方案获得区政府认可。

3.2 W场馆委托管理的“内卷化”表现

3.2.1 区体育部门的非产权方身份与运营机构的强势使体

育部门左右掣肘

首先，非产权方地位导致文体局难以协调各方。W

场馆是区水务部门投资建设、区财政局付费、J 健身俱乐

部运营，区体育部门虽是甲方之一，但仅作为业务指导部

门，权威性最弱，难以协调其他部门。体育部门的协调服

务职能被弱化，引起了场馆运营商的不满，进一步弱化其

权威性。

另一方面，俱乐部负责人 O 不仅游说区政府默许其

成为场馆运营商，促使区政府接受了他提出的方案，再由

区政府授意区体育部门执行，同时还利用其在本地区行

业的影响力，迫使其他机构退出，使委托管理招标面临单

一供给市场。运营机构的强势使区体育部门管理弹性

小，监管难度大。

3.2.2 区体育部门对委托管理规范和实践陌生导致“先天

不足”

场馆委托管理对区体育部门而言是新生事物，对相

关政策理解不够深入，在省内也缺少相关经验可借鉴的

情况下，仅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等作为制

定合同依据，使委托管理合同缺少足够法律依据；而合同

中不仅约定“由绩效考核结果确定运营管理服务费数

额”，还约定“场馆的运营管理支出的资金缺口列支服务

费用弥补”，不仅使合同中的核心条款前后矛盾，而且直

接造成双方对“服务费”定义产生分歧；此外，因为场馆在

交付运营时存在质量问题，J 健身俱乐部需投入大量资金

进行改造，这使 W 场馆委托管理实质上成为 ROT 模式

（改造-运营-移交），所以约定场馆委托管理期限为 15

年。但该情况在合同中并未提及，仍按照普通委托管理

进行约束。而按照我国委托管理最高不得超过 8 年的政

策要求，显然 15年运营期远超政策许可范围。

3.3 区体育部门对委托管理“内卷化”的自我矫正

3.3.1 研制评估体系，消除核心分歧

为加强政府监督管理，规范场馆运营商运营管理行

为，更是为计算年度服务费数额提供直接依据，区体育部

门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委托 T 研究机构专门研究

制定了《W 场馆运营管理绩效考核办法》和《W 场馆运营

管理服务费发放办法》。

《W 场馆运营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结合了国家、省、市

三级有关场馆运营管理的相关要求，更结合了 W 场馆运

营管理实际，从开放情况、经营管理、运行保障、特色加

分、减分项等 5 个一级指标，34 个二级指标对场馆公益效

益、运营管理效益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估，其中特别设置了

“减分项”一级指标和 4个二级指标作为运营的负面清单，

视情况，直接扣除相应费用，甚至一票否决。考核办法的

制定不仅使体育部门能够全面掌握场馆运营管理情况，

及时矫正运营商偏离行为，也使委托管理在制度上更加

规范化、法治化，更重要的是使区体育部门重新获得了主

动权和主导权。

《W场馆运营管理服务费发放办法》结合W场馆绩效

考核结果和年度财务结果，设计了“重绩效考核、轻财务

状况”“多亏多补”的服务费计算方式。此举作为委托合

同的补充，初步消除了合同中存在的“按照亏损给予补

贴”和“根据绩效发放服务费”的条款矛盾，完善合同管

理，为接下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3.3.2 引入第三方评估，确立评估结果的权威性

区体育部门认为由其开展绩效评估会增加行政成

本，也缺乏足够的评估人员、时间、专业知识，而评估结果

也很难令运营方信服，于是主动引入专业的场馆评估方

Y 机构：通过充分授权，提高开展评估工作的便利性；通

过召开三方参加的绩效评估报告会，提高评估结果的信

服度；通过认可评估结果并与服务费直接挂钩，提高评估

工作的权威性；通过要求场馆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整改，提

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

根据连续 2 年的跟踪调查，绩效评估的作用已经显

现：2017年评估时发现的“因设备原因游泳馆未开放”“未

充分利用节假日向市民免费低收费开放”“互联网订场功

能缺失”“操课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已在 2018年得以解决，

仅 2018 年暑期游泳馆开放期间就免费、低收费接待了

5 000余人次。引入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既可提高评估的专

业性和客观性，也是区体育部门加强监管、纠正运营商偏

离行为的重要举措。

3.3.3 开通群众监管渠道，保障群众健身权益

区体育部门认为“场馆运营成功与否，应由群众说了

算”，因此在委托管理之始就主动公布监管热线，鼓励群

众通过信访、互联网、热线等多种方式表达需求、反馈信

息、投诉监管，共同促进场馆运营管理工作。开通群众监

管渠道，调动了群众参与积极性，区体育部门不仅根据群

众需求向运营方提出了调整运营的建议，还根据群众投

诉的不良行为提出了整改要求，有力保障了群众健身

权益。

3.4 项目典型性分析

A 市 W 场馆是该省较早采用政府付费、委托民间机

构运营的公共体育场馆之一，虽项目本身存在诸多个性

化现象，但在委托过程中暴露出的缺陷和问题却具有一

定典型性和代表性。主要表现在：1）W 场馆招投标过程

反映出当前场馆委托管理招投标竞争不充分现象；2）因

基层政府对场馆委托管理工作陌生而导致先天不足的现

象广泛存在；3）体育部门在非体制内场馆委托管理中弱

势的现象广泛存在；4）体育部门自我矫正的做法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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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的生成逻辑探讨

4.1 压力型体制导致政府“行政理性”行为

压力型体制是近年来学者对中国体制运行特点的形

象描述（杨雪冬，2012）。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工作

任务的计划、执行和评估都面临上级部门强有力的行政

压力。虽然压力型体制能够提升基层政府在发展经济和

社会管理的效率，但强度过大势必造成基层政府行政的

被动性。在场馆的经营权改革过程中，压力型体制的表

现无处不在。

场馆是否应当进行委托管理，按照市场化逻辑，“应

该是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过程”（E.S.萨瓦斯，2002），这可

称之为“委托理性”。场馆业主方需要分别对自主运营和

委托管理的全部成本进行测算，当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测

算结果能够证明本部门开展场馆委托管理的成本小于自

主运营成本，或总收益大于自主运营时，方可采用该模

式。然而，受压力型的行政体制的影响，政府做出场馆委

托运营的决策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出于市场化逻辑。

国家在政府购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重点领域投

融资等政策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场馆运营管理，国家体

育总局制定的体育产业政策要求进行场馆经营权改革，

并将委托管理作为重要模式。各省市在本级政策中积极

跟进和落实，把场馆改革或实现委托管理写进工作计划

并分解任务到下级政府或体育部门。下级政府或体育部

门为完成上级指令或计划，需在“行政理性”的前提下努

力实现“委托理性”。

4.2 嵌入性制度与既有行政思维的冲突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开展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工

作行政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管理最简单、操作最熟悉的

方式是成立下属事业单位，通过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从

财务、人事、运营管理、服务供给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管控。

然而，虽然场馆委托管理中政府授权运营和为公共体育

服务付费类似于政府购买或行政许可，部分学者也认为

这具有一定的行政属性（胡敏洁，2016），但是委托管理的

本质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其所适用的法律是约定民事

行为的《合同法》，政府使用委托管理手段也应当是市场

化的治理模式，这就产生了冲突。如果基层政府主动采

用委托管理模式，尚可以柔和的方式在内部进行调整；但

如果是上级政府的强力推动，则基层政府难以短期消化，

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董红刚（2013）认为，场馆嵌入其

中的复杂社会关系严重扭曲了场馆产生逻辑和运行机

制，而委托管理作为与既有管理思维截然不同的管理模

式被强行嵌入其中，无疑会加剧这种不利局面，其破解之

道应当在于政府职能转换。

对于不同地区，角色和职能转换速率不同，问题表现

也不尽相同。相对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

言，相似的市场化实践较多，对委托管理模式适应性较

强，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委托管理本身是一种陌生

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反应出的

问题较多。

4.3 不同利益主体诉求难以契合

上述所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迎

合”的矛盾表现主要由两对矛盾导致的，一是政府部门之

间事权和财权不匹配，使甲方内部相互制约；二是政府政

绩观和企业逐利观之间的矛盾，使甲乙双方产生矛盾。

首先，在政府部门之间，虽然场馆委托方大多是体育

部门或国资部门，但财政、城管、消防、税务、水务、电力等

部门，均在场馆委托管理中发挥作用。其中政府付费的

委托管理实践中，体育部门作为业务指导部门提出公共

体育服务等要求并对运营机构进行监管，其他部门则从

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等方面提出其他要求，而财政部门根

据委托效益每年支付费用或补贴。

其次，从甲乙双方来说，场馆业主方和运营机构往往

拥有不同的目标函数，这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而双方的私利最主要的表现是委托管理的政府政绩观和

企业逐利观。W 场馆的委托合同中之所以出现对“服务

费”和“亏损补贴”矛盾性表述，正是因为甲乙双方间利益

诉求相左导致。另外，似乎场馆业主方、运营机构和学

界有一个共识：场馆仅靠使用者付费难以弥补运营成

本，需要给予补助，运营机构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一共识，

以谋求更多利益。在调研某三线城市全民健身中心委

托管理案例中发现，运营机构向政府提出总额不低于

2 000 万元的“运营管理补贴＋购买服务＋免低开放补

贴＋场馆改造补贴”的诉求，使当地政府难以接受。

4.4 竞争性市场的逻辑假设与非充分竞争性市场的现实

矛盾

实施委托管理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能够满足政府委托

需要的供给市场，而且市场上的潜在供应商为政府委托

内容展开竞争，使政府能够获得“物美价廉”的服务，这是

政府理想中的逻辑假设。然而现实却绝非如此。由于国

内场馆经营权改革启动较晚，场馆运营机构中事业单位

占据绝大比例，虽然近年来企业法人的运营机构大幅增

加，但建立成熟的供给市场仍然任重而道远。当市场缺

陷增加的时候，政府的交易成本也在增加，“内卷化”倾向

也随之而来。

5 结论与启示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

折性相统一。委托管理作为当前场馆经营权改革的重要

模式和路径，已经在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

选择，其直接优势是：减少政府开支、增加收入、减少政府

债务、提高运营效率、培养人才、提高服务质量（E.S. 萨瓦

斯，2015）。基于对国内场馆委托实践的总结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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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A 市 W 场馆委托管理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是指，虽然场馆委

托管理得到较快发展，但与预想中提高场馆综合效益、提

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等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反而因在内

部出现多方博弈致使委托效果偏离和无效率发展现象。

第二，产生“内卷化”倾向的原因既有来自需求侧的

因素；也有来自于供给侧的因素，主要是各地面临的非充

分竞争性市场的现实，包括垄断、寡头、竞争不充分等。

另外，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也是重要原因。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卷化”倾向并不意味着

场馆经营权改革或委托管理进入到死胡同，而是在委托

实践的初期阶段发生的一些偏离现象，加以调整，便可以

趋利避害，使场馆委托管理重新回到正轨。

第四，场馆委托管理“内卷化”倾向的矫正策略：1）完

善制度规范，制定实施细则，推广典型案例。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委应当对与

场馆国有资产管理、委托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等有关的政

策文件做好解读和说明工作，地方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地

制定实施细则，确保地方实施场馆委托管理时有理有据；

同时应积极总结和推广不同委托管理模式的典型案例，

供基层政府借鉴学习。2）培训基层政府，委托逻辑回归

经济理性，量力而行。基层政府在场馆委托管理中扮演

关键角色，其决策和行动直接决定着委托实践的成败。

因此，有必要对基层政府进行培训和引导，使其成为合格

的委托人和负责的监管者。各地在启动委托管理程序前

应全面分析项目成本收益，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研制

量力可行的项目补贴或政府购买方案。3）制定竞争性的

招投标机制，建立激励相容的激励机制，提高委托管理专

业性。一方面，只有制定竞争性的招投标机制，才能吸引

信誉好、专业性强，真正有实力的运营机构，这是场馆委

托管理实践成功的前提；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

设计，使运营机构的利益与业主方利益趋同，才能保证场

馆委托管理实践的最终成功。4）确立合同规范为主的契

约治理机制，建立与奖惩挂钩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委托

管理效益。政府对运营机构的管理应立足于合同管理，

充分论证合同的完整性、严谨性，明确委托内容，突出公

共服务，完善核心条款，以契约治理代替行政治理。为真

实衡量委托管理效益，需在委托合同中制定绩效考核体

系，并赋予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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