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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关系的研究
—基于博弈论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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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之下袁转变政府的职能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

是该阶段重要任务之一袁文章基于博弈论的视角袁对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情况
进行了分析袁认为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合作供给才能够使总的社会效益最大化袁并通
过上海翔立方综合体项目这一典型案例袁证明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合作供给是切实可
行的遥 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案例之上袁提出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合作供给的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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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change its functions and render assis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forces.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am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forces. It concludes that only th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force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 can maximize the total social benefits. And through the
typical case of Shanghai Xiang cube complex project, it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nteractive supp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is feasible.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cases, the paper offers the measures for promoting th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supply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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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而结成的组织等袁在社会学中对野社会冶的解

参与者渊博弈主体冤是博弈的决定者与利益相关 者曰

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袁广义上的野社会冶是 大社会的

博弈策略袁 即对博弈所作出的完整的行动计划曰收

概念袁包括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和社会四大系统袁狭义的

益袁即在结果中所呈现出的得失曰结果即博弈后最终

野社会冶则是小社会的概念袁即指社会子系统 [1] 遥 在西

的情形遥

方社会学理论中袁认为野社会冶是与国家相对的概念袁
是独立于国家系统以外的那部分人类交往领域遥
有关野社会力量冶准确的表述是在叶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曳渊国办

对公共体育服务中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情况分

发[2013]96 号冤中对的描 述院野社 会 力量 包括 依 法 在

析袁根据博弈论的构成袁从博弈主体尧博弈策略尧博弈

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

结果和收益等角度进行展开遥

组织袁 以及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
立的企业尧机构等都可称之为社会力量冶遥 从中可以
看出社会力量不仅包含有各种社会组织袁 还包括各

本文中的博弈主体主要有两个院 一是作为公共

类型企业尧机构等袁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宽泛遥 但它必

利益代表者的政府袁追求的是公共收益袁以促进社会

须符合以下几个特征院合规性袁社会力量必须是经过

发展的可持续性曰二是假定的具有完全理性的企业袁

有关部门注册或者认可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曰独立

企业代表的是私有利益袁 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或

性袁社会力量必须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袁不属于政府

经济收益最大化袁因为假设的企业是理性的袁所以其

机构的一部分袁是一个独立法 人曰正规性袁社会力量

投资是经过深思熟虑且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遥

内部具有完善的章程和组织架构袁 能够自主地开展
活动袁不受外界的影响遥
通过以上分析袁 本文中所描述的社会力量是指
独立于国家力量之外的袁符合合规性尧独立 性尧正规
性等特征袁能够参与尧作用于社会的各力量的总称袁
包括社会组织尧科研机构尧企业尧经营者协会等遥

对于企业来说袁 完全理性的企业需要考虑的是
投资多少尧收益如何尧投资的风险尧选择何种形 式的
投资等袁由于企业是完全理性的袁所以只有当投资的
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渊R0冤时袁企业 才 会 考虑
进行投资遥

对于政府组织来说袁因为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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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是由美国数学家冯窑诺依曼 和经 济 学家

因此袁在博弈中需要考虑的是社会收益袁即国民素质

摩根斯坦于 1944 年在其著作 叶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曳

整体性提高尧体育设施更加完善尧体育活动参与热度

中提出的袁 他们认为院野博弈论是通过数学的方法研

进一步升温等袁最优化的策略为政府投入最少袁而获

究出的袁它所研究的是有利益冲突的两方袁其产生的

得最大化的社会收益遥 公共体育服务中政府与企业

目的在于在双方竞争中选择一个最优策略冶 [2] 遥 经过

就是在投资成本渊c冤尧收益率渊R冤大小中不断地选择

多年的发展袁博弈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尧生物学尧

合作或者排斥尧讨价还价等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逻辑学尧数学等学科遥博弈论中包含有多种经典的研

由此产生遥

究模型如囚徒困境尧行贿法官尧智猪博弈尧纳什均 衡
等袁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工具遥
有关博弈论的分类袁按照不同的标准袁可以分为
不同的类型遥如按照博弈的数量分为单人博弈渊只有
一个博弈方的博弈冤尧双人博弈渊有两个博弈方袁且两
者存 在相 互依 存 的策 略和 利 益冤尧多人 博 弈渊具有 3
个或者 3 个以上的博弈方冤曰按照博弈中袁博弈方 行
动的先后次序袁分为静态博弈渊双方同时行动冤尧动态
博弈渊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冤遥 博弈论的分类还有
许多袁如有限博弈与无限博弈尧完全信息博弈与不完
全信息博弈尧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等遥
从博弈论的构成上来看袁主要有 4 个构成要素袁

公共体育服务是宏观经济的重要 组成 部分 袁也

存在着资本的流转袁 只要存在资本的流转就遵循边

际 收益 递减 揖注 1铱 以 及 假设 的 企 业 完 全 理 性 的 袁即 收

益曲线的斜率为定值遥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过程中袁
增加资本的投入袁 会增加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量以
及社会总的收益率袁随着资本的持续增加袁结合边际
收益递减规律袁社会总收益率会随着资本的增加袁转
为逐渐下降袁 当社会收益下降到与社会平均收益率
相同的情况时袁 资本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的流动
将趋于停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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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收益函数 揖注 2铱院基于前面的假设袁如图 1 所

成为公共体育服务中唯一的供给者遥 根据当前我国

示袁 将坐标 轴 Y 轴设为收益率 R袁X 轴设为供给规

的实际情况袁 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者难以满足当前

模 T袁 则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的收益函数为向右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袁因此袁政府与企业非合作

下 方 倾 斜 的 直 线 即 r1=-k1T+a遥 R0 为 社 会 平 均 收 益

博弈是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遥

率袁 政府收益曲线 r1 与 社会 平均 收 益率 R0 相交 于

政府与企业合作博弈袁即政府与企业共同供给袁

m袁相对应的社会供给量为 t1袁此时达到最大社会收

主要有两种方式袁一种为自发性共同供给袁此类供给

动趋向于停止袁若继续扩大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袁政

制袁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袁容易出现供给混乱尧逐

益即由 amt1o 围成的四边形的面积袁 社会资本的流
府就成为唯一的供给者遥
企业的收益函数院在当前中国实际情况之下袁企
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量要小于政府组织袁 所以企业
的收益曲线应处于政府收益曲线的下方袁因此袁根据

方式政府与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以及良好的监督机

利 性 尧不 正 当 竞 争 等 问 题 袁极 易 产 生 野搭 便 车 冶的 行
为袁因此为减少野搭便车冶的行为袁便出现了另一种供
给方式要要
要政府与企业互动合作供给袁 指政府与企
业共同出资或企业自主融资袁 政府为企业参与公共

前面的假设袁 非政府的收益曲线为向右下方倾斜的

体育服务供给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尧资金等袁最大限度

直 线 即 r2=-k2T+b渊如 图 1冤袁企 业 收 益 曲 线 与 社 会 平

地减少企业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成本袁 进而提

均收益率 R0 交于 n袁对应的供给量为 t2袁企业最大供
给量即为 t2袁 因为此时企业的收益率与社会平均收

高企业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积极性遥 这在政府
与企业收益函数中也可以表现出来袁如图 2袁减少企

益率持平袁 继续提供时社会收益率已经低于社会平

业的供给成本袁在相同投资情况下袁企业可以获得更

均收益率袁企业将不再提供供给袁因此袁企业的最大

大的收益率袁 在收益函数示意图中表现为企业收益

供给量为 t2遥

函数与社会平均收益率 R0 相交袁所围成的总的收益
面积增加袁即将企业收益函数向上平移袁得到新的企

业收益函数 r3=-k3+b1袁 与社会平均收益率 R0 相较于
q 点袁相对应的供给量为 t2'>t2袁企业的收益由原来的
bnt2o 变为 b1qt2'o袁 增加的收益即为政府通过优惠政

策袁将政府的收益转移到企业的收益上袁企业在相同
投入之下袁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袁且相应的社会供应
量增大袁相同情况下袁总的社会收益和总的社会供应
量增加遥 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与企业
互动合作供给所产生的良好的结果袁因此袁政府与企
业互动合作供给才是最终的选择遥
图 1 政府与企业收益函数示意图

依据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的模型袁并根据图 1
供给量与社会收益率的关系袁 公共体育服务中政府
与企业的博弈分为非合作博弈渊政府完全供给冤以及
合作博弈渊政府与企业共同供 给冤的情况袁政府与企
业博弈的结果分析如下遥
政府与企业非合作博弈袁即政府独自供给袁由图 1

可知袁政府供给的量大于或者等于 t1袁此时说明政府

完全有能力满足公众全部的体育需求遥 在供给量等
于 t1 时袁 企业的社会收益率已经低于平均社会收益
率袁企业将不会参与此时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袁政府

图 2 政府与企业互动合作供给的收益函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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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万 人袁对体 育的 需 求十 分旺 盛 袁但 周 围 缺 乏 标 准
通过前文的分析袁 政府与企业互动合作供给才
是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最终选择袁 政府与企业
互动合作供给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有许多成功的案
例袁尤其在体育场馆建设方面袁如青岛新兴体育馆尧
苏州市吴江区笠泽文体广场尧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
体等袁 本文选取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为案例进行
分析遥

的体育场地袁 居民进行体育锻炼只能选择广场和距

离较远的体育馆袁 南翔镇政府为满足公众的体育需
求袁进一步增加体育资源的供给袁南翔镇政府迫切希
望建设属于南翔镇公众自己的体育场馆遥

渊2冤经济方面遥 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建筑面积

达到 24 000 m2袁项目工程量大尧建设周期长尧投入资

金多袁这给对南翔镇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压力袁迫
切需要社会资本的介入遥此外袁过去由政府独自出资
建设大型体育场馆的模式袁造成场馆管理滞后尧场馆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坐落于南翔镇袁 是由多

个废旧的厂房改建而成袁 项目建筑面积 24 000 m2袁
内设模拟高尔夫尧篮球尧笼式足球尧壁球尧羽毛球尧台
球尧棒球尧曲棍球尧击剑尧橄榄球等运动设施以及相关

利用率低尧经营管理不善尧社会参与差尧资金运转率
低等问题频出袁因此袁为解决这一问 题袁南翔镇政府
决定吸引社会资本的介入遥

渊3冤政治方面遥 南翔镇政府的相关领导具有创新

配套餐饮和商业等遥 项目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投

发展理念和开化的政治文化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资建设袁 由南翔智地产业园承担基础建设袁 尚清实

的大背景之下袁南翔镇政府以党中央尧国务院有关吸

业尧信韧投资两家民营企业负责体育设施建设尧后期

引社会力量投资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政策为指导袁

的运营管理等工作袁 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进一步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袁 树立了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供

满足了园区白领和附近居民的体育需求袁 是南翔镇

给体育场馆的发展理念曰 南翔镇政府相关领导为此

唯一一个大型文体综合体遥

专门召开专题会议袁 讨论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建设
翔立方综合体项目的相关事宜袁 并为此先后印发了
多份会议纪要袁 这为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的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遥

在上海翔立方案例中袁博弈的主体主要有两个院
一是为提高当地公共体育设施供给量的南翔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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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袁二是为谋求企业能够更好发展的尚清实业尧信韧
投资两家民营企业遥

3.2.3.2 企业积极回应配合

企业对政府的积极回应主要经历 了意 向尝 试 尧

沟通磨合尧认可合作 3 个逐渐变化发展的阶段.

渊1冤意向尝试阶段遥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一开始

就能答应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供
对于南翔镇政府来讲袁 其追求的是当地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袁 最优化的策略为政府的投
入少袁而当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水平反而提高曰对
于两家企业来讲袁其目的是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袁因
此选择的最优化策略为最终的产出大于投入袁 丰富
了企业的业态袁企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遥
南翔镇政府与信韧资本和尚清实业两家民企之
间的博弈袁经历了不断交流尧切磋尧商议尧讨价还价的
过程袁并最终建立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袁对于双方博弈
的过程相关分析如下遥
3.2.3.1 政府引导发起

在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中袁 南翔镇政府

是项目引导者与发起者遥 政府作为引导者和发起者
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遥

渊1冤实际需求方面遥 综合体周围 居 民常 住人 口

给袁因为企业所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袁野无利可图冶
野义务奉献冶在企业中是很难见到的遥 在翔立方综合

体项目中袁两家民营企业追求的也是利益的最大化袁
企业的领导者为谋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袁 丰富企业
项目业态袁表达出强烈的进军体育产业的愿望遥与此
同时袁 南翔镇政府委托上海南翔智地企业投资管理
公司对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的工
作袁两家企业的领导层对此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袁并
向政府表达了意向尝试合作的态度袁 这为政府与企
业互动合作创造了条件遥

渊2冤沟通磨合阶段袁通过前面的意向尝试阶段袁

两家企业的领导层分别派出专员对项目的前景 尧所

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后期的收益进行了专门的考察袁
并就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尧场馆的所有权尧经营权尧管
理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尧体育设施的购买尧内部装修
等问题与南翔镇政府进行了协商和沟通袁 南翔镇政
府对此高度关注袁并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袁双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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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磋商袁 最终南翔镇政府印

责尧利关系的合理分工曰第二袁管理权与所有权的成

发了相关会议纪要和民营企业签订了相关的协议遥

功分离袁 激活了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公共体育服务的

渊3冤认 可 合 作 阶 段 袁通 过 前 期 的 不 断 沟 通 和 磨

积极性袁在项目中袁南翔镇政府与两家民企进行了多

合袁双方最终达成一致袁确立了互动合作的关系袁对

轮的磋商袁并以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协议的形式袁对

相关内容达成共识院野南翔镇政府负责土地 征用尧基

场馆的所有权和管理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袁 避免了

础土木建设袁民营企业负责内部装修尧体育设施的购

日后的利益冲突曰第三袁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袁南

买等袁场馆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袁而场馆的经营管理

翔镇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不是简单地进行资金的支

权由两家民营企业合资成立的新公司所有并获得

持袁而是通过政府购买的形式袁对企业进行公共体育

20 年的经营权袁政府只对其进行监督袁在后期的经营

服务的供给做了明确的要求袁 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

过程中袁政府要对公司提供用水尧用电尧用暖的支持袁

全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袁另一方面袁也

以及开展活动时所需要的指导和资金等袁保证了公私

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逐利性的行为遥

两方的共赢冶袁 还对企业所需要承担的义务进行了规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的成功不是偶然

定院野企业需要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和体育赛事的承办袁

的袁对于其成功可以总结为 3 点院第一袁南翔镇政府

如周一到周五的早上 8 时到下午 3 时袁综合体需要以

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及开化的政治文化遥 南翔镇

免费或者公益的价格对南翔镇市民开放袁其他时间段

政府相关领导对南翔镇居民的体育需求旺盛而体育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开展经营活动遥 冶

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高度关注袁项目立项之初袁南翔
镇政府就考虑社会资本的介入袁并大胆进行创新袁实
行场馆的建设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袁 展现了政府

通过南翔镇政府与信韧资本和尚清实业两家民

相关领导的创造性思维和开化的政治文化曰第二袁合

企互动合作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可以看出院 双方合作

理明确的权责关系遥项目实施之初袁双方就权责进行

关系的建立袁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不 断协商尧沟通尧磨
合的过程遥 政府引导发起是双方合作关系建立的第

了商讨袁并签订相关协议袁明确了政府的所有权 尧监
督权以及后期相关政策尧资金扶持等义务袁对企业的

一步袁南翔镇政府出于公众的实际需求尧经济以及政

经营管理权以及需要承担的义务也做出了明确的规

治方面的考虑袁借助于政策的导向功能袁向社会公开

定袁合理明确的权责关系袁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过度干

进行项目的招标工作袁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袁最终信

预袁防止双方权利与权力的混乱与交错袁有利于促进

韧资本和尚清实业两家民企一举中标遥 南翔镇政府

双方之间的互信与互动袁 为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

积极引导信韧资本和尚清实业两家民企参与公共体

系奠定了基础曰第三袁政府的相关优惠政策遥 政府相

育设施的供给袁可以推动社会资源的集聚袁发挥社会

关的优惠政策和法规袁 减少了企业参与公共体育服

力量的积极作用袁 进而实现公共体育服务更好的开

务的风险袁提高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袁为上海

展遥在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合作项目中袁南翔镇政

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的成功提供了保障遥

府不断地规范两家民企的投资行为袁 连续出台了相
关的会议纪要尧签订平等的双方合作协议等袁使之更
好地服务于公共体育服务袁 树立长远的利益和理性
的利润观念遥同时在合作建立的过程中袁信韧资本和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的成功实践袁 证明

尚清实业两家民企不是完全的被动接受袁 而是通过

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合作供给在实际中是切实可行

对项目的前景尧 所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后期的收益进

的袁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合作供给袁有利于改

行综合性的考量袁 并就以上内容跟南翔镇政府进行

变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境袁 提升公

磋商袁经过长期的沟通与磨合袁双方在经营权尧管理

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袁对此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遥

权尧所有权尧利益的分 配权等方面达成一致袁最终建
立了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遥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项目中政府与企业的良
好合作主要表现在院第一袁由企业投资建设公共体育

要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合作关系的建

场馆袁这是项目的最大创新之处袁改变了过去由政府

立袁转变政府的态度袁增强互信是基础遥 随着社会的

单一投资建设场馆的旧状袁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
出袁企业能够欣然出资建设场馆袁主要原因在于权尧

发展袁公众对体育的需求日益复杂化 尧多样化袁政府
供给公共体育服务的成本和难度增加袁 社会力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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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力量的有力补充袁 在公共体育服务中起到了

府对社会力量进行直接的资金支持袁 可有效地提高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袁 政府部门应该逐渐改变过去全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袁 进而加入到

能政府的观点袁转变对社会力量的角色认识袁应加强

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之中曰 第二种为政府向社会力

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袁 增强政府工作人员

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遥 政府通过向相关的社会力量

对社会力量的信任和支持袁转变野社会力量只是政府

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袁 可有效补充社会力量在资金方

的依附冶的错误认识袁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袁将一部

面的不足袁 发挥社会力量投资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

分的权力转移给社会力量袁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性袁如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袁通过 3 年的发

公共体育服务袁增强彼此的互信袁为社会力量的发展

展袁在购买的项目尧政府投入尧竞争单位数量上等都

提供应有的空间袁增强社会力量的独立性袁让社会力

稳步提升袁所带来的效果也非常显著袁常州市已经发

量在资金尧人事和组织活动方面享有独立性袁从而更

展成为全国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袁 成为全国公共体

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遥在案例中袁南翔镇政府进

育服务的标杆曰第三种为体育基金的支持遥体育基金

行公开的招标袁 并围绕翔立方场馆的经营权尧 管理

的种类包含有许多袁 如体育彩票尧 福利彩票公益金

权尧建设权等与相关企业进行了详细的磋商袁这是对

等袁以体育彩票为例袁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叶中华人民

社会力量态度的转变袁 是对社会力量重要性的充分

共和国财政部公告曳渊财发[2016]105 号冤2015 年全国

认识遥

销售发行体育彩票 16 637 328 万元袁 按照中央与地
方 1:1 的比例分配袁 中央提取的专项彩票公益金按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社会力量发展的 重要 保 障 袁

也是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合作的重要条

件遥在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案例中袁南翔镇政府组
织并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袁先后印发会议纪要袁并
与相关企业签订合作管理协议袁通过法律尧法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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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尧专项公益金尧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遥因此袁相
关部门在体育基金使用上袁 应加大对社会力量方面
的投资袁采用公开尧公平尧公正尧市场化的方式向社会
力量提供资金支持袁对于发展潜力大尧组织健 全尧综
合能力强的社会力量应当按优分配袁 全面提高社会

式切实保障了企业的权益袁提高了企业的积极性遥当

力量的质量袁成立专业尧有效尧独立的监管部门袁切实

登 记 管 理 条 例 曳叶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暂 行 条

中南翔镇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主要采 用前两个方式袁

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袁对社会力量相关的职责范围尧

持袁 而南翔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主

前我国有关社会力量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叶社会团体

有效地监督政府与社会力量资金的使用情况遥 案例

例曳叶基金会管理条例曳等袁总体上来说有关社会力量

与企业共同出资建设体现的是政府的直接资金支

服务领域尧各自权利尧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仍缺
乏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规定遥为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袁

要体现在向企业购买体育赛事尧 全民健身性体育活
动尧场馆免费或低价向公众开放等遥

其一袁要建立社会力量信息管理体系袁对社会力量的
类型尧性质尧主要服务领域等方面袁通过 制度化的形
式加以确立袁建立公共体育服务竞争机制袁促进各社
会力量通过竞争来提升自我的能力袁 建立第三方评
估体系袁对社会力量的服务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曰其
二袁要建立完备的规范社会力量的法律法规体系袁对
现行的法规进行增补或修改袁 对社会力量的经费来
源尧供给的内容尧管理条例以及相关规章制度提供法
律的保障曰其三袁要明确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
规范化和法制化袁明确双方的权责袁促使双方建立平
等的地位关系遥

社会力量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袁 建立完善的人才
机制袁改变僵化的用人制度袁以各种方式吸纳优秀人
才袁如良好的薪资待遇尧完善的晋升体 系尧良好的工
作环境等袁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袁建立以能力为
标准的考核制度袁 完善社会力量内部工作人员的培
训袁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袁
加强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袁 努力提高工
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袁 进一步改善工作人
员的工作态度袁 增强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
识袁促进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遥

增加对社会力量的扶持力度 主要 有 3 种 方 式 院

第一种是政府对社会力量进行直接的资金支持遥 政

由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以及举国体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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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袁社会力量的独立性较差袁尤其是社会力量中的社

合作关系的工具袁通过分析袁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合

会组织方面袁长期依靠政府的帮扶袁自身独立性严重

作供给才是适合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选择袁 积极地

不足袁因此需要提高社会力量的独立性遥政府方面要

转变政府的态度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尧增加扶持力度

积极放权袁凡是社会力量能够自身解决的问题袁都交

以及完善社会力量人才机制尧 增强独立性以及提高

由社会力量去办袁对于需要支持才能够解决的事情袁

公信力是促进政府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合作的重要举

政府应给予积极的帮助袁 以此来促进社会力量的独

措袁准确把握理论上的指导性袁积极的落实实证分析

立性曰社会力量自身也要加强独立性袁发挥社会力量

的真实性袁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袁才

的自主野造血冶能力袁完善社会力量人事自主权尧独立

的财政管理能力袁促使社会力量在人员流动 尧财政尧

是探寻解决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之道 [3]遥

内部管理上的独立性遥

揖注 1铱指在生产过程中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袁增加某种
生产要素的投入袁当该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到一

良好的社会公信力袁 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

定程度后袁增加一单位该要素所带来的效益增加量

服务供给并发挥作用的前提袁 社会公信力高的社会
力量才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袁因此袁加强社会力量
的公信力尤为重要遥 提高社会力量的公信力首先要

是递减的遥

揖注 2铱收益函数是指每个参与人在参与博弈时依据其所属

类型和选择的行动可获得的收益遥 研究收益函数的

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袁如通过网络尧电话尧电台尧报刊等

目的袁是选择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渊optimal strategy冤袁

方式积极与公众沟通袁 让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

即策略集合中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遥

力量的具体情况曰其次袁要加强社会力量内部诚信的
建设袁具有良好的口碑尧服务能 力一流尧坚持诚信第
一的社会力量一定会被公众所接受曰最后袁要强化对
社会力量内部人员的考核袁 对存有诚信问题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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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袁加强诚信能力的培养工作袁切
实提高社会力量内部人员的诚信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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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袁 政府
与社会力量之间应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仍是以后研究
的热点所在遥 博弈论是研究两个或多个主体竞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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