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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校园足球改革试点数量增加，改革经验不断推广的背景下，急需通过理论研究对

改革试点经验模式提供理论解释。以创新扩散理论对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发现存在一些隐忧：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的选取具有不均衡性；校园足球改革试点不同主体利益诉

求与博弈阻碍政策执行效果；校园足球改革试点中存在对成败的误解与“零风险”改革；校园足

球改革试点的外在效益具有一定局限性。针对以上隐忧，在创新扩散理论下提出优化策略：坚守

校园足球改革初心；优化改革试点遴选机制；建立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改善层级关系协调机制；

完善改革试点退出机制。以此提升改革试点创新经验有效扩散，为我国校园足球改革健康良性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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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s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reform experience, it is urgently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r experience and 

model of reform trials by theoretical study.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hidden worries existed in the China’s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s via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finds some problems in this course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 has unbalance; different subjects’ interest appeals and competition from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 inhibit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policy; there w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for 

triumph and failure and “non-risky” reform existed in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 the external benefit of campus 

football reform trial had some limitations. According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nd basing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this study points out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holding the original idea of campus football 

reform; optimizing the selective mechanism of reform trial for campus football reform; establishing an incentive 

mechanism with compatible interests;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mechanism of hierarchical relations; perfecting the 

exist mechanism of reform trial,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 diffusion of innovative experience with reform trial,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ealthy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to China’s campus footbal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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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扩散理论主要研究各行业新观念、新事物、

新产品在社会系统内部通过特定传播渠道加以推广普

及的理论。该理论 具代表性的人物弗雷特•罗杰斯[1]

认为：扩散是一种可以被主观感受到的新事物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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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基本社会过程，此过程需要经历获知、说服、决

定、实施、确认阶段并呈“S”型曲线向接受者扩散。

在此扩散过程中需要具备 4 种关键要素，一是创新，

它是扩散的主体，也是扩散的必要条件；二是传播渠

道，它提供扩散方式和路径的选择；三是时间，它提

供决策者进行决策所必要的思维过程；四是社会系统，

它是扩散的载体，也是扩散得以实施的落脚点和归宿。

其中作为核心要素的创新是泛指，并不单指具体的某

项发明创造，也可以代表某种新观念、新思维、新技

术或新实践。但是这些新事物又必须具备 5 种属性：

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用性、可观察性。

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以后，研究者注意到它在实践领域

的重要性与广泛的适应性，纷纷从经济学、管理学、

教育学、公共卫生学、人类学等多个不同学科进行借

鉴和运用[2]。同时，发展出各类学科自身关于创新扩散

研究的框架与话语，并逐渐走向在实践领域的相互融

合和借鉴。 

本研究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依托，分析校园足球改

革试点在“试点-扩散”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隐忧，总

结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有利于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扩散

的策略，以期为我国校园足球改革的健康良性发展提

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1  创新扩散理论下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

创新的属性 
1.1  相对优势 

除内在、自发创新，还有一些在社会系统中，通

过某种机制对域部进行引导施压，使其逐渐认识到创

新的相对优势。如处在社会较高层面的社会组织团体

提供激励措施，直接或间接地赋予所在系统内单位个

体，以鼓励他们做出明显的行为改变[1]。按照试点方案

发起的部门，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属于中央授权型

项目，试验初期享受上级部门提供的扶持政策和优质

资源，这些优质资源不仅包括教学、训练、竞赛、招

生、培训、升学特殊通道等方面的改进，更重要的还

有专项资金的扶持。改革试点单位通过先试先行，创

造出利于扩散的成功经验模式，不仅有利于解决内需

提高地方教育水平，更有利于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

可，提升自身在系统内的社会地位，为上下级教育良

性互动打下基础。 

1.2  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不同聚合物之间相互容纳的能力，创

新主体及环境之间同样需要相容性。校园足球改革试

点创新决策与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及中国足球改革发

展总体方案等事业执行者们的教育主体、教育理念和

教育价值观等都具有高度的兼容性。一是从教育的主

体看，足球运动不仅是球迷们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

也是孩子们热衷的一项运动；二是从教育的理念看，

足球运动不仅对学生智力因素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而且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三是从教育的价值观看，校园足球运动具有强健

体魄、塑造人格、磨练意志的普世价值性，这也被世

界各国的足球运动发展实践证实。 

1.3  复杂性 

就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环境而言，由于其利益

主体的多元性，实施过程的多因素性和实施条件的多

时空性，诸如涉及到的政府、社会、学校、家长、教

师、学生等多利益主体，政策、文化、制度、法律、

思想观念等多过程因素以及人力、财力、物力、时间、

空间和信息等多时空条件的调节和制衡，使这些多主

体性、多因素性和多时空条件之间，存在各种复杂性、

动态性、非线性的关系。因此，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

新环境从一开始就具有各种复杂性、混沌性。 

1.4  可试性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的可试性已经被验证。校

园足球改革遵循渐进式改革方法，从小范围的试验、

试点开始，之后总结经验“由点到面”全面推广。经

过几年努力，发展到 38 个试验区、160 个试点县(区)。

覆盖一线到五线城市，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布

局，并且规模和深度在不断扩大。 

1.5  可观察性 

校园足球改革已经有 10 余年的时间，经历了从曲

折到发展的实践过程，特别是从 2015 年校园足球改革

实践以来，已经积累大量的关于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实

践经验与案例，为观察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提供了

支持，诸如一些学术期刊“改革试验区巡礼”“试点县

(区)风采”等整个板块中，都有关于足球改革试点创

新经验、模式的内容以及发展报告，也有相关媒体跟

踪报道关于足球改革试点的图片及视频，这些均提供

了全方位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2  创新扩散理论下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

创新的隐忧 
2.1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选取的不均衡性 

创新扩散理论归纳了扩散网络分为同质阶层的水

平扩散与异质阶层的垂直扩散，两种扩散形式各有所

长。当信息来源者和信息接受者具有同质性(包括共同

的信仰、共同的人生观、能够相互理解)，则他们的沟

通 有效，水平扩散的速度就越快；而垂直扩散中跟

随者通常寻求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教育背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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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开阔，与上层社会接触频繁、具有创新精神的舆

论向导者，这种扩散在社会系统传播时间跨度稍长但

渗透性强[1]。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的选取具有同质性

与异质性之间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一线城市与其他城

市的分层上，改革试验区在国家 19 个一线城市中选取

12 个，占 63%，而四线、五线城市只有 4%与 2%。其

原因是一线城市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本地革新习惯

与过往革新业绩，以及政府-社会-学校的沟通能力都

走在全国前列。扩散中同一阶层的域部群体具有社会

经济特性、人格特质及沟通行为等 3 种特征[3]。可以预

见一线城市以其接受快、行动快、绩效快等多方优势，

为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策略自上而下的纵向推广积

累宝贵经验。但从我国城镇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国情

看，三、四、五线城市还存在多种革新短板，与一线

城市差距较大，如果试点选取的不均衡性长期存在，

在政策、举措、模式的扩散中会出现诸多问题。 

第一，不均衡性导致试点经验的垂直推广越向下

难度越大。因为我国低级别城市与一线城市在教育资

源、足球文化底蕴、经济水平等环境因素有较大差异，

政策经验的接受与吸纳程度会有不同。正如教育改革

试点的经验需要后期可移植与辐射扩散，但是教育政

策移植后需要对教育政策环境进行改造与培育，否则

教育政策环境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水土不服[4]。比如北

京丰台区在打造全国一流的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

区时，在解决师资上可以依托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和

各类体育培训机构，并且还实施海外引智计划，引进

外籍足球教练员到学校开展校园足球教育教学相关活

动，带动体育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升青少年校园足

球的教育教学质量[5]。而对于西部地区，一般都是通过

“自培”形式来解决。依托资源少，更无资金能力实

施“引智计划”，此种方案创新扩散可行性相对较小。 

第二，不均衡性阻碍改革经验横向的有效扩散。

在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的选取中，过多注重优质区域，

而忽视普通区域的“精英化”现象严重。校园足球改

革试点县在区域布局上，呈现华东地区 多，与东北

和西南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从动态还是静态看，

试点县(区)的区域布局表现出明显不平衡性[6]。这种不

均衡性明显倾向于“精英”区域，同样省市级试验区

也没有逃离这种倾向。我国现有的 337 所地级城市，

一、二线城市只占 14.5%，三、四、五城市占 85.5%，

针对足球试验区来说，在庞大的 128 个五线城市，只

抽取其中 2%的城市作为试点而一线城市抽取率为

63%，这样的结果会严重影响低级别城市有效改革经

验的汇集量，从而影响改革经验在同类地区的横向有

效扩散。可以看出如果照搬高级别城市的经验模式，

必将影响校园足球改革效益。因此，为促进校园足球

改革经验政策的有效推广，在试点选择上还需加大对

低级别城市、县区学校的覆盖力度，增加校园足球改

革试验样本的代表性、多样性。 

2.2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不同主体利益诉求与博弈阻

碍政策执行效果 

“试点-推广”过程就是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政

策调节和执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利益博弈相当突出。

依据制度变迁理论，有限理性主体追求利益 大化的

博弈演进，不仅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甚至

可以造成既定规则、程序的改变，促使有效政策向无

效政策变迁[7]。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试验区、试点

县特别是特色校园足球井喷式的出现，一些深层次利

益问题逐步显现并且贯穿于整个创新扩散过程。 

第一，创新主体间的利益互惠消解改革策略的执

行。校园足球改革中地方政府、特色学校构成创新执

行的行为主体，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首

先，国家及相关部委是推动此次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的

旗手，足球试验区地方政府具有“承上启下”的政策

执行方，他们之间在追求足球改革效益上具有一致性，

因此“包容性”政策评估以及“支持性”政策演进容

易在此上下级出现，这样会导致试点单位成功经验不

少但鲜有失败的案例。从表面上看，下级单位对政策

予以积极实践及行动支持，上级单位对此很满意，反

馈的成功经验又证实了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实

际上这种“双赢”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策执行

的曲解或误导。 

第二，追逐利益导致“过度采纳”影响扩散的成

效。对于许多团体来说，进行某项创新的动机之一就

是为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种追逐社会地位与特定

利益的创新容易出现“过度采纳”影响扩散的成效。

“过度采纳”在时空维度上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试点

单位数量激增。国家规划是计划 2015—2017 年创建

30 个左右试点县(区)，结果仅 2015 年就创建 38 个，

至 2017 年创建总量达 102 个，且连续两年出现多省份

超额创建[5]。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与试点单位之间容易

存在“上下共谋”的关系。地方政府为取得“先进”

实现后来居上展现赶超的态度、得到上级的认可、树

立改革示范效应，以便获取更多试点红利，不仅需要

横向与同级别政府之间竞争，还需要完成自身申请计

划的各项指标，又因为其有对当地试点单位数量的统

筹权与向上级的推荐权。所以在单位遴选与评估标准

往往出现“放水”现象，致使总有个别部分低于标准

的单位跻身于改革试点之列。有学者指出：“国家对校

园足球试点县是有一些优惠政策，但近几年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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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执行起来会遇到很多麻烦[5]。可以看出由于出

现对创新观念、创新方案缺乏了解，自身条件欠缺又

偏偏盲目创新，影响了创新扩散成效。 

第三，社会系统内各成员单位利益相异性阻碍改

革创新扩散。扩散理论认为社会系统中各个单位行为

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会产生结构性矛盾。不同单

位结构性矛盾中不同的思维逻辑、利益诉求、规则变

化的存在都会阻碍创新的扩散。现实中校园足球改革

政策在系统内的落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不同参与主

体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8]。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体

育行政部门、家长、校长及体育教师等，有的利益主

体关注的是“升学率”“成材率”，有的关注的是“成

绩与分数”，有的则主要关注“竞技体育成绩”，还有

的关注于校园足球运动损伤带来的风险，也有从职称、

待遇等方面考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单位或个

人，在创新扩散中不存在结构性矛盾，因此创新政策

方案的执行效率也高；而以“非公利益”为目标的，

往往会对“公共利益”目标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而

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会直接影响创新政策方案的有效

执行[9]。 

总之，改革试点政策的执行过程在理想状态下进

行不大现实，期间充满各部门之间或个人之间的利益

博弈与妥协。改革试点的成绩需要肯定，同样博弈的

漏洞也不能忽视，需要出台相应的措施有效遏制政绩

工程、试点红利以及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为校园足

球改革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3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中对“成败”的误解与“零风

险”改革 

大多数创新既会带来合意的结果，也会带来不合

意的结果。创新的影响不能通过分离合意和不合意的

结果方式加以控制[1]。换句话说就是创新的结果有成功

与失败并存的客观事实，因此人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

对待这种结果。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是一种探索性试验

活动，虽经过详细计划，但在某些目标的实现上也存

在失败的可能。然而现实中无论是政府报告，还是科

技文献很难找到失败的资料，且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

一些区域出现“零风险”改革。 

第一，在政策舆论上，我国诸多改革本身就享有

话语正确的舆论导向，改革试点被赋予潜在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成功案例上镜率自然较高[3]。 

第二，在实践操作中，存在某些试点单位确实有

投入少、成效高的情况，但有的即使在改革中投入大、

收益小，在总结和宣传成绩时，过分夸大成功而忽视

瑕疵。校园足球改革试点探索是多主体、多层面、长

时间，就校园足球改革目标的一些广泛概念而言，比

如增强体质、健全人格等，因为处于改革的大环境中，

导致在宣传报告时多归因于足球改革成效而忽视其他

运动项目的作用[10]。 

第三，在创新机制上，容错机制不健全，导致校

园足球改革试点存在零风险改革。现实中部分试点为

降低改革中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对于操作性难度

大的区域主动规避。由于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的环

境、主体和条件因素之间存在复杂、动态、非线性关

系，而导致创新环境的复杂性、混沌性。面对复杂混

沌的环境，试点单位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容易得来

的政绩，失去冒险精神，受主观意志的影响或暗示，

基本都会按照上级意图，遵循试点申报设计方案按部

就班的进行试验。客观地说，完美的、不付出任何代

价的教育改革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11]。所以，上

级部门在认识到校园足球改革复杂性、混沌性的同时，

应充分放权试点单位，让其有足够探索空间与勇于开

拓、不怕失败的精神。因此，要有正确的态度对待改

革试点的成功与失败。 

2.4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外在效益局限性 

曾有学者讨论我国各项改革存在怪圈“一试点就

成功，一推广就失败”，其原因归咎于很多改革在试点

阶段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12]。这种成功与失败体现在

教育改革中，可以看作是改革成效内在与外在效益。

内在效益是试点地区或学校解决自身教育问题的成果

与经验，外在效益则指的是试点地区或学校经过探索，

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于其他地区和学校的改革经验。

相对于试点的内在效益，我们更期待其外在效益，获

得外在效益是教育改革试点的主要功能[13]。校园足球改

革试点外在效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校园足球改革发展迅猛，试点地区及

学校遍地开花。然而，影响校园足球改革成效外在效

益的重要因素就是改革试点在国家政策红利、资金红

利、招生红利、培训红利、升学特殊通道等因素的保

障下进行，但是在试点的宣传总结经验中，往往没有

将“优惠政策”的改革成本计入其中。因此有研究人

员提出异议：如果给与其他学校同样的政策红利，其

外在效益的复制性是否也能达到试点单位的效果？由

于资源附加条件的复杂性，答案是不确定的。 

第二，操之过急、仓促上阵也是影响校园足球改

革成效辐射的短板。对于改革试点申报，有些单位自

身条件不够成熟，为得到牌子、荣誉、红利等“优惠政

策”，不惜以套借虚报来换取，其试点的外在效益甚微。 

第三，当前的校园足球改革试点中有领导负责制

的“异化”现象。比如，某些试点建立政府“一把手”

为成员的“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让“试验区”工



 
112 体育学刊 第 28 卷 

 

作成为“一把手”工程[14]。负责制有优点，可以指导、

监督试点单位的工作运转情况，但要防止“异化”现

象。比如，领导挂靠试点单位会出现“人为造作”环

境，因为领导挂靠的试点，许多有形无形的优质资源

能够得到充分供给，试点的改革环境是一般地方不具

备。这样的试点得出的经验、模式不容易被其他单位

复制，影响改革经验外在效益的吸收率。 

 

3  创新扩散理论下我国校园足球改革试点

创新优化策略 
3.1  坚守校园足球改革初心 

校园足球改革是新时期推动学校体育改革的领头

羊和风向标，“头羊效应”的可感知度愈强，其追随规

模愈大。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的采纳受试者基本是

通过主观感知判断其创新决策。针对校园足球改革试

点的创新如想被顺利采纳，也需要具有较高的可知感。

可知感的强弱实质是创新与各种价值观、政策、信仰

的相容性强弱。因此，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更需要

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校园足球改革的

初心可以归纳为：落实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带动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转向和改革。各试点单

位通过试验、探索、创新出以足球为载体、可复制可

推广的“育人”体制与机制，为不断完善、深化足球

改革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因此，校园足球改革试点要

立足育人的需要，摆脱形式主义、功利主义、锦标主

义，目的回归到“探索改革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

为面上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上来。 

3.2  优化改革试点遴选机制 

按照以往我国试验性改革的进程，试验样本的选

取经常带有传统思维和行政的隐形干预，与试验项目

本身的需求有一定偏差，导致试验主体所获得的经验

向其他主体推广时会存在不适应。就足球改革试点单

位的选取阶段，需考虑试点经验纵向推广与横向扩散

双向辐射特点，应把“代表性”“多样性”作为主要选

择标准。具体做法：第一，可设立试点单位遴选工作

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试点的政策目标，将

所有申报地区按照诸如 GDP 发展水平、教育水平、足

球底蕴等影响实施效果的因素进行分类，再根据不同

类型的地区分别选取一定数量的试点单位，同时加大

在低级别城市、县区样本选取的覆盖力度，避免精英

化选择性偏误。第二，考虑到试点经验的外溢性，尽

量减少政治化影响大的试点单位，如类似领导“挂靠”

的试点，不能成为试验对象的主流。第三，对于基层

同一试点单位，除非确有必要，应尽量避免同时进行

同级别、同性质的改革试验，以保证将精力、资源更

有效运用到改革创新试验中。 

3.3  建立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 

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单位为取得上级政府的优惠政

策，中间利益博弈问题突出，导致政策执行的曲解误

导和试点经验的普适性大打折扣。因此建立“激励相

容”的利益激励机制是解决此问题的优选路径。所谓

“激励相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利奥•赫维兹

提出，其本质是构建一种机制使得单位个体在追求自

身利益的同时，不会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15]。在试点

改革创新扩散的社会系统内，由于上下信息不对称，

各成员单位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和信息空间，在自身利

益的驱动下他们会选择创与不创，或者积极的创与消

极的创，如何使“非公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一致，

这便是改革试点亟需运用激励相容的措施解决的现实

问题。激励机制的建立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激励

目标要因地制宜。改革要结合各试点区域影响足球改

革的综合因素，尝试让本地区参与改革目标的制定，

以确定体现本地特色的激励目标与激励具体措施。并

且在不违反政策试验总体目标下，可适当调整试点单

位激励目标的设定。第二，激励标准具有可评判性。

激励评价标准要看试点地区在改革创新方面是否具有

推广价值，创新投入成本与收益比例是否异常，还要

看试点项目的实施效果是否与改革措施有无直接关

系。第三，激励机制要有奖惩制约。奖惩制约起引导

和警示作用，奖惩要看足球改革试点创新效度是否让

公众满意、是否得到社会认可等，并将这些与试点单

位工作人员的职务晋升挂钩。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试点创新的“过度采纳”，并使创

新扩散社会系统内各个单位成员“心往一处想、力往

一处使”，这样有利于创新政策有效执行。 

3.4  改善层级关系协调机制 

层级关系宏观上可以认为是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

的关系，微观上可以指试点市级与县级、试点县级与

学校的关系。从创新扩散理论可知，在创新-决策过

程实施阶段之前，创新-决策过程严格说是脑力活动，

也是层级关系中属于上层谋划方案过程。在实施阶段

则是付出明显的行为改变和新想法实际投入的实践过

程，此过程在层级关系中属于下级部门的试验过程，

也是问题较多、经常出现二次创新的过程。任何一个

组织系统中上下级关系和各种制度安排之间如果相互

不协调，就会出现混乱和改革效益损失情况[16]。因此

完善层级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于校园足球改革试点经

验创新扩散中的一些焦点问题会得到改善。第一，理

清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的关系。顶层设计主要解决改

革试点总体方案的系统性、关联性问题，提出改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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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宏观目标和基本原则，基层试点的主要任务是探

索完成改革任务的具体路径和方法，将改革的目标和

原则与基层实际相结合，充分暴露问题进行压力测试。

两者在关系上是辩证统一的[17]。第二，扩散系统内相

对上级敢于放权，相对下级善于用权。地方试点的探

索需要上级的放权，能够大胆试，深入问题根源把当

地的教育惯习、校园足球环境、学校条件、学生基础

以及地方政府考核评价统筹把握，大胆创新改革方案

与试验路径，努力创造过程性“二次创新”，实现“创

新-扩散-再创新-再扩散”经验互助式良性循环。第

三，针对试点经验价值的评估方法，要改变传统自上

而下的评估模式，构建多元化评估体系，比如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构、试点地区交叉评估、借助国外评估经

验等。对于评估价值取向，上下层级之间要对成功与

失败的态度一致，要客观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建立

容错机制。第四，层级协调在利益方面应具有大局意

识，适当引入高阶层监督机构与社会问责措施。防止

上下级，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与试验学校利用指标推

荐的优势话语权进行“共谋”。 

3.5  完善改革试点退出机制 

在校园足球改革试点创新的相对优势中，上级部

门提供扶持政策和优质资源是一种策略。但是优惠政

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路径取向存在试验主体不合

格，出台程序欠规范等瑕疵，且容易造成“政策洼地”

效应，引起试点单位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完善退出机

制很有必要，它可利用“鲶鱼效应”激发校园足球改

革试点的创新驱动力，让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具备创

新能力与条件的优质试点单位保留下来。优质试点单

位具有创新扩散系统内“观念领导者”作用，目的就

是让他们转变思维、因地制宜地大胆创新，走出“优

惠政策之洼地”，打造“改革创新之高地”。退出机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严把改革试点单位

的“入口”质量，重视“源头”把关。特别是对于改

革试验基层的试验学校，遴选考核要把实地考察与书

面材料审核无缝衔接。第二，要明确试点单位退出机

制的适用条件。建立暂时撤销、内部整治、再考核、

警告和撤销等不同的退出类别，根据类别不同设置不

同的适用条件。第三，规范试点单位的退出程序，试

点单位退出成因不同，在退出程序上要加以区分。比

如，对于改革试点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套

取国家地方扶持资金，审查时可以直接撤销试点资格；

若是在试验中存有后续动力不足、自身“造血功能”

不全的试点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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