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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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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资源依赖理论为视角袁基于上海基层实践袁深入剖析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部治理的不同模式遥发现院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模式主要包括同构治理
模式尧委托治理模式尧协作治理模式 3 种曰3 种治理模式存在各自的利与弊袁这一现
状是国家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多面体现袁 也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不
断的探索和创新过程中选择了不同发展路径的结果遥 通过研究旨在明确社区体育
健身俱乐部在基层体育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袁从而充分发挥其治理功能袁进而推进基
层体育治理效能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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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nd the grassroots practice in Shanghai, this paper analyzes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ls of community fitness club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fitness clubs in Shanghai mainly adopt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isomorphic governance
model, commissioned governance model,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The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ea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by the community fitness club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community fitness club in the
grass-roots sports governance,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governance func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grass-roots spor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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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新时代袁 彰显出以提

之后的再次重大部署袁 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高国家治理效能为目标的创造性制度思维和建构性

能力的广度和深度遥基层治理作为治理的野最后一公

制度追求袁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

里冶袁强化基层治理尧提升治理效能成为推进国 家治

一座里程碑 遥 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1]

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冶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遥 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和基层体育
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袁 在基层体育治理中具有主体

收稿日期院 2020-03-06

基金项目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渊18ATY005冤遥
第一作者简介院 祝良袁女袁博士袁讲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城市体育和社区体育组织遥 E-mail院20081988z@163.com遥

* 通信作者简介院 黄亚玲袁女袁博士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社团和奥林匹克运动遥 E-mail院bjhyl2008@163.com遥
作者单位院 1.同济大学 体育教学部袁上海 200092曰2.北京体育大学 奥林匹克教研室袁北京 100084遥

3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模式

性的地位遥 上海市在 2004 年开展创建国家级社区体
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的同时袁 积极探索创建市级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袁这一举措持续至今 遥
[2]

即表现出了野同构性冶 [7] 遥 另外有一部分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通过实体化改革从街道中完全脱钩出来袁
而这种脱钩行为的外在表现包括法人尧 工作人员的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袁上海市已经成立 170 家社

招聘袁通常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曰并且俱乐部的财务

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成立袁推

核算处于独立地位袁 工资和保险都是由俱乐部独自

动了社区体育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治模

承担袁即俱乐部可以独立运作袁故这类社区体育健身

式的转变袁 对于基层体育治理效能提升的作用不言

俱乐部与街道的连接关系较为松散遥同时袁还有一部

自明遥 基于此袁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出发袁对上海市

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进行社会化探索袁 即街道通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模式展开深入剖析袁 探究

过委托代理的方式将俱乐部的经营权 让渡出去袁换

不同治理模式生成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机理遥

言之袁 委托代理的方式仅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袁在实际运营中袁俱乐部并没有
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袁 这一类体育健身俱乐部与政

杰弗里窑菲佛和萨兰基克在其提出 的资 源 依赖
理论中袁认为组织不是完全独立尧自给自足的袁必须

就此来看袁 上海市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街

袁且在与环境交换的过程

道的连接关系主要有 3 种袁即紧密连接关系尧松散连

质尧信息等袁若缺少这些资源袁组织将无法运作 遥 联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街道同构在一起袁 即街道拥

依赖环境实现合理运作

[3]48

中袁 组织可以获得一些较为关键性的资源袁 包括物
[4]

系满足了组织发展中对资源的需求袁 这构成了组织
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遥 鉴于组织和环境间 的紧密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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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连接关系趋于紧密和松散之间遥

接关系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遥在紧密连接关系中袁
有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运营权袁 处理俱乐部运营
的相关事务遥 这种同构表现在俱乐部的各部门属于

系袁在组织和政府的联系方面袁杰弗里窑菲佛和萨兰

街道袁一方面俱乐部机构 设置尧人员配置尧人事任免

基克认为政府可以保证组织稳定发展袁 这是由于政

基本上是由街道直接进行袁 另一方面俱乐部的运营

府可以提供坚实的资 源保证整个组织完善并发展袁

资金依赖于街道的拨款遥 该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所以组织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较高袁 远远大于政府对

在成立之初就有着较为浓厚的官办色彩袁 这样直接

于组织的依赖性袁这直接影响了组织和政府之间的连

影响了其管理和运行曰街道对社区俱乐部进行管理袁

接袁也使两者呈现出合作尧协作尧依附的连接类型

并主导着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运营袁 进而社区体

[3]77

遥

政府掌握了较多的资源袁 可以给予非营利组织资金

育健身俱乐部的发展目标基本同街道相一致遥 社区

和信息技术支持袁提供场地袁赋予 组织合法性袁给予

俱乐部的内外部事务都是由街道开展袁 所以该类社

减免税费的政策扶持等袁 保证组织在运行过程中稳

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对于街道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袁在

步发展 遥 政府掌握的各项资源直接影响到体育社
[6]

整个的运营过程中不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袁 而是通

会组织袁但体育社会组织在获得资源的过程当中袁和

过街道来完成其目标和任务袁 因此这类社区体育健

政府之间建立了不同关系袁 这些关系类型直接影响

身俱乐部的治理模式应被归纳为同构治理模式遥

到基层体育组织和基层政府间的联系袁因此政府对
基层体育组织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遥

在松散的连接关系当中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和街道两者的关联疏松袁 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运
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街道的限制和约束袁 具有较大
的独立自主权利遥换言之袁该类完全与街道脱钩的社

本文依托资源依赖理论分析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虽在资源方面依然会依靠 政府袁

部对街道资源的依赖情况袁并以此作为划分依据袁对

但这种依赖建立在合法的契约关系上袁 即社区体育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的模式进行归纳分类遥 根

公共服务购买行为实质上将所有权与运营权相分

据资源依赖理论袁组织对政府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袁

离袁 所以这一关系形成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自身

会形成不同的连接关系袁 主要有紧密连接关系和松

寻求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地位的结果遥 根据委

散连接关系遥 基于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实

托治理的相关联系来看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与街

际情况袁 绝大部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是自上而下

道的法律主体关系是平等的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遥

推动成立的袁在刚成立时就同政府的关系较为紧密袁

在这种连接关系中袁 街道通常作为主导者处理各类

许多组织的管理工作是由政府相 关的领导承担的袁

关系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更多承担的是协助性角

因此在整个情况上呈现着同政府结构相同的特点袁

色袁 在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运营中不强调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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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袁仅强调多元性袁因此笔者将这类社区体育健身

相关领导的审批遥体育健身俱乐部虽具有法人资质袁

俱乐部的治理模式归纳为协作治理模式遥

但是仍然依靠政府拨款进行资金流转袁社区体育健身

委托治理模式中街道与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之

俱乐部仅承担街道交代的各项事务袁未发挥自身的主

间的紧密关系程度介于协作治理模式和同构治理模

观性承接其他社区的公共体育事务袁从这种角度来看

式之间袁 在该类关系中街道并未将公共服务直接委

该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虽为社会服务机构袁 但主

托给企业袁 而是根据自身需求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要依托于街道袁具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遥

部委托给相关企业管理袁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街道和
企业通过签订协议袁 经营和管理整个社区体育健身
俱乐部袁 同时社区以向企业支付服务费的方式实现

石门二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被评为上海市

公共服务的功能遥从形式上看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AAAA 级社会组织袁 于 2009 年 6 月 16 日经静安区

依旧属于街道袁同时街道资金未向外流转袁即在其内

社团局登记注册成立袁办公地点由街道免费提供袁位

部部门间流转袁委托企业就本质而言袁更像是街道聘

于上海市静安区康定东路 85 号 C 楼遥 俱乐部法人

用的员工袁负责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各项事务袁并

由街道职能部门领导担任袁俱乐部虽有独立账户袁但

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名义为居民提供相应的公

由街道掌管遥 2019 年底石门二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共体育服务遥 相对于完全同构于街道的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袁 该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对社区的依赖
要少些袁 因此笔者将这类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治
理模式归为委托治理模式遥

部有 10 名全职人员袁其中俱乐部主任 1 名 渊由 政府
指派冤袁其余 9 名职员通过社会招聘袁10 人均与俱乐
部签订劳动关系合同袁工资均由俱乐部发放遥
石门二路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承接的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袁属于公益性服务袁全部免费向社区居民提
供遥 承接的项目均来自街道袁 除了政府购买的服务
外袁未开展任何其他的营利服务遥石门二路街道采购
的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内容包括百姓健身房器械使用
指导尧白领专业性公益健身指导与辅导尧阳光之家康

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于 2005 年创建袁在
创立之初主要靠租用文体中心的场地开展活动袁徐
家汇公园篮球场也是其主要的活动场地袁在 2007 年
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开始建立街道活动中

心袁总建 筑面 积 达 6 700 km2袁除 此 之 外 徐 家 汇 社 区

健身俱乐部的场地主要依靠租借的方式解决遥 徐家
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法 人由街道领导担任袁负
责人则由街道工作人员担任袁 另外 3 名专职工作人
员中 1 名是社工袁2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遥
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
运营社区内的各项赛事袁包括举办社区体育活动尧配

复性健身指导尧居民区体育健身保健指导尧社区公共
运动场竞技比赛和两个公共运动场保安保洁遥 这些
服务项目已成为街道购买的常规项目袁 在 野健康中
国冶 建设的推进下袁2018 年街道又购买了 野康健苑
点冶服务项目遥 石门二路俱乐部 10 名全职人员的工
资是以人员管理费形式包含在街道购买服务项目的
费用中遥 对上述采购服务项目袁街道实施监督袁同时
第三方开展评估遥在该类社区体育健身管理模式中袁
街 道 与 社 区 体 育 健 身 俱 乐 部 形 成 了 委 托要代 理 关
系袁 即街道是委托人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是代理
人袁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则是委托内容遥

送体育服务尧协调相关场地的对外开放尧培训和管理
社区指导员尧管理和维护设施设备袁以及管理体质监
测站点和信息采集遥 根据上述社区公共体育事务可

南翔 镇 社区 体育 健 身俱 乐部 自 2007 年 成 立 以

以发现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主要依托于街道袁 虽然

来除了承办部分赛事活动之外袁 无日常运作遥 2016

表面看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实施了这些公共体育

年 1 月袁南翔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根据叶国务院关于

事务袁但主要活动仍由街道包揽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渊国发

部在实际事务处理上野有名无实冶袁例如社区体育健
身俱乐部的各类管理成员都是街道的工作人员袁其
工作目的是基于街道的行政性角色袁 并非公共体育

也2014页46 号冤尧叶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

产 业 促 进 体 育 消 费 的 实 施 意 见 曳 渊 沪 府 发 也2015页26
号冤中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工作要求袁通过更

服务的社会性角色袁 因此工作中的各项运行机制呈

换法人渊社会人冤将俱乐部业务从南翔镇文化体育服

现着行政化特色袁 工作安排和任务执行方面都需要

务中心独立出来后袁 开始着手对俱乐部实体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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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探索和尝试遥 俱乐部于 2016 年 5 月实现野政社

乐部自身造血能力袁一旦离开了街道资源的供给袁将

分开尧全责明确尧依法自治冶袁走上市场化尧社会化的

严重影响体育健身俱乐部的生存能力遥 虽然部分俱

发展道路遥 南翔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从 2015 年底开

乐部承接了街道的各项公共体育服务袁 但是不具有

始物色法人人选袁 拟挑选一位具有健身及赛事管理

独立自主权袁仅依托街道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遥

经验的人员袁通过公开申报和内部评选的方式袁确定

其二袁 这种模式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成为街

由 原 南 翔 镇 365 百 姓 健 身 房 的 店 长 王 仕 伟 担 任 法

道的附属机构袁 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很难同街道

人遥最后袁在发起人南翔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保持不

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遥 行政和事务两者边际不够清

变的情况下袁 法人由文体中心陆伟生变更为社会人

晰袁一旦俱乐部出现了纠纷袁会影响到政府和社区的

王仕伟袁俱乐部在运作人员上实现独立遥在俱乐部社

公信力袁 同时街道对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事务的过

会化运作后袁俱乐部享有人员及运营的管理自主权袁

多干预会直接影响到俱乐部的管理工作遥 尤其在日

因此在原有基本账户的基础上袁增设一个一般账户遥

常事务的运作方面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失去了组

留存资金转入一般账户袁 资金使用维持原有的审批

织者的身份袁 逐渐成为了街道公共体育事务的执行

流程曰基本账户专供俱乐部社会化运作袁可供单独承

者袁 这样会使得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工作只有行政

接体育赛事及与全民健身相关的工作使用遥 另外俱

性袁而缺少同人民群众结合的社会性袁在其日常对外

乐部配备专门的会计袁制作详细的财务报表袁接受每

合作中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通常需要与街道沟通遥

年的专项审计遥 社会化运作后的俱乐部重新成立理

其三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由于账户不独立袁因

事会袁理事会由文体中心人员尧俱乐部负责人及俱乐

此在财务结算方面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袁 直接僵化了

部职工代表组成袁 负责俱乐部重大事项的决策及日

俱乐部对资金合理使用的灵活性袁 同时导致了社区

常工作的监督遥 俱乐部和文体中心分别指定 1 名联

体育健身俱乐部在运营过程中很难开展便民的营利

络员袁负责联络日常事务及监督管理事务袁以便及时

活动袁 也无法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购买相关的体育设

发现尧解决日常运作中的疏漏之处遥在完成社会化运

备袁使其处于一种无法自行开展收支的矛盾状态遥尽

作后袁 俱乐部与文体中心的权利和义务完全通过书
面协议的方式进行约定遥 为了确保俱乐部的正常运
作袁文体中心计划对其进行 3 年的扶持袁将部分社会
公益服务渊主要包括体质测试与健身指导尧365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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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运作管理尧全民健身技能培训推广尧全民健身
活动组织开展冤交由俱乐部负责袁并评估俱乐部的社
会公益服务成果袁 若评估结果良好则由南翔文体中

管街道可以为其提供较多的资源袁 但是同时严重束
缚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创新服务的 供给意愿袁使
得街道公共体育管理体系无法满足街道居民的实际
需求袁 此外街道在公平公正招标的过程中也存在着
一定的投机行为袁 影响了社区体育服务机构的成长
活力袁 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俱乐部管理者主动平等参
与俱乐部治理的权利遥

心给予一部分的资金补助遥
在委托治理模式下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存在
着一定的优势遥其一袁该模式可保证其以实体的身份
进行运作袁 以委托的形式运营俱乐部不仅会促进俱
乐部的社会化运作袁而且在市场运作机制的前提下袁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同构治理模式袁 是传统

可以保障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公益性遥 这种将企

管理模式下的产物袁总体而言弊大于利遥在该种模式

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向社区输入的方式袁 既可以保留

下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拥有体制资源袁整合动员能

街道公共体育服务的自身特色袁 又可以凭借先进的

力强等优势袁例如街道可以为俱乐部提供办公场地袁

管理理念优化俱乐部管理遥企业接手俱乐部的过程袁

为俱乐部调配体育场地资源等袁且在招标过程中袁可

也是企业文化融入街道特色管理的过程袁 这样可以

以根据俱乐部优势整合资源袁 有利于体育健身俱乐

充分提高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实体化运作遥其二袁

部的发展袁但也存在着一定缺陷遥

这种模式可以提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公众认知

其一袁 会使体育健身俱乐部过度地依赖于街道

度袁在俱乐部逐渐实体化运作过程中袁企业可利用自

的各类资源袁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遥街道为体育

身的宣传优势袁 保证其服务产品能够在社区居民中

健身俱乐部提供各类资源的支持袁 在活动开展方面

得到迅速推广袁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遥企业在健身俱

提供部分的政策优势袁 这样会严重削弱体育健身俱

乐部品牌的打造方面袁 可以围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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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项活动袁 随着社区居民参与俱乐部活动次数

问题遥例如袁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购买并不是完全利

的逐渐增多袁加深居民对俱乐部的认可遥 其三袁委托

用竞争机制实施的袁大部分采购还是单一来源采购遥

治理模式可以保障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运营过程

在采购过程中袁尽管部分街道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袁

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袁在此基础上袁社区体育健

但很多情况下仅流于形式遥 该类模式下的俱乐部相

身俱乐部可以相对独立运营袁 使其既能承接街道公

较于其他社区的体育组织更具有竞争实力袁 街道在

共体育服务的采购服务袁 又能充分发挥俱乐部主体

采购过程中袁 仅向其购买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是合

性的作用遥

理的遥 在挖掘根本的原因时发现社区中具有独立法

当然委托治理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遥 其一袁

人资格的俱乐部较少袁 具有较强服务能力的独立法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将渐渐被企

人资格的俱乐部更少袁 如此看来单一采购来源似乎

业营利的目的所掩盖遥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设立

能提高采购效率遥

初衷袁是保证社区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利益袁而企

从总体的角度来看袁 这种模式不仅培育了社区

业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接管社区俱乐部袁 会使得这些

体育健身俱乐部独立运营的能力袁 还充分发挥了其

公共利益被企业侵占遥其二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

体育治理的主体作用遥所拥有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袁不

服务性职能将被企业蚕食遥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在

仅使俱乐部具备参与体育治理的权利袁 还充分给予

实体化的过程中袁其专业服务能力较为欠缺袁同时接

俱乐部一定的发展空间遥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袁这种模

管企业往往欠缺主动服务和 积极服务的意识理念遥

式不利于其他社区组织的发展袁 也将社区外其他社

在这种情况下袁 委托治理的模式不仅不会为俱乐部

会体育组织屏蔽在社区外袁 因此在该环境闭环中很

带来专业的服务项目袁 还会使企业服务意识缺乏的

难形成良性的竞争循环遥然而袁与同构治理模式和委

短板暴露在日常俱乐部服务中袁 严重影响了社区健

托治理模式相比袁 协作治理模式是更为适合当前社

身俱乐部的创新发展遥其三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

会发展趋势以及符合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现实

中介性可能会被企业滥用袁 体育健身俱乐部作为为

的一种模式遥

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重要载体袁 在运作过
程当中袁俱乐部成为连接政府与居民的重要桥梁袁需
要向政府表达居民的体育诉求遥 俱乐部在公共体育

总体来看袁 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以

服务的供给过程中袁要发挥起中介作用袁如果企业并

同构治理模式居多袁其次是委托治理模式袁且相对集

非以居民的实际利益出发袁 而是借用居民的名义来

中在一个区域袁再就是社区体育协作治理模式遥同构

实现企业的私利袁这样会误导政府的决定袁也会损害

治理模式和委托治理模式基本由街道主导袁 特别是

居民的各项权益遥

同构治理模式遥协作治理模式中街道逐渐简政放权袁
由主导向引导转变遥 可以说袁这 3 种模式的最初情形
和状态是一样的袁 只是各自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过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协作治理模式是街道职能

程中袁社区之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袁从而出现了

主动转变的产物袁 这是一种较为稳固且可持续发展

多样化的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模式的局面遥 这

的治理模式遥这种治理模式就街道而言袁不仅减少了

里袁除了同构治理模式处于成熟阶段外袁其他两种模

信任成本袁而且大大降低了其承担的风险遥就社区体

式均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袁尤其是协作治理模式遥这

育健身俱乐部而言袁 俱乐部的成本不仅可以得到保

一现状也是国家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一种

障袁也为俱乐部创新和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遥在这种

多面体现袁虽然状态较为复杂袁却是一种充满活力的

治理模式下袁街道作为供应方袁将社区的公共体育管

表现遥在社会治理的当下袁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治理

理和服务交给俱乐部曰街道作为监督人袁监督俱乐部

理应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袁 向自治和共治的治理格局

的各项行为袁 而俱乐部以承接的方式参与到体育治

转变遥

理中袁在俱乐部的运作过程中袁提升了自身的组织能
力遥随着俱乐部各个方面能力的提升袁街道可以向其
采购更多的公共体育服务袁 使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能够更好地承担公共体育服务职能遥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和街道协作的 治理 模 式 袁

虽打破了单一主体的管理格局袁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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