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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

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创新动力以及现实路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

内涵是指通过科学有效的精细化治理方式，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首端与满足居民运动健康

服务的价值需求末端相结合，最终达到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效能的善治目标。社区居民运动健

康服务需求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供给的“提质增量”是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

3 大创新动力；基层精细化治理的社会行动主要体现在康体融合、协同共治、全民共享、服务提

质、科技赋能 5 个方面；提出要从价值共创、多元共治、科技赋权、监督评估等层面推动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实现精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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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nnovation 

power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refined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fined governance for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of supply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the end of the value demands of 

residents’ sports health services through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fined governance methods,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good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e upgrad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sports and health service demand,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quality and 

increment" of service supply are the three major innovative powers for the refined governance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e social actions of refined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mainly embodied in five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health and sports, coordinated governance, shared by the whole people, service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ined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onsisting of value co-creation, multiple 

co-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s well as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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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将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精细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多元主体共治力量，实现城市

社区精细化治理。面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存在的组

织体系运行不畅、政社协同乏力、“粗放型”体育服务

供给、场地设施规划利用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如何在

基层治理场域转型中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是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精细化治理

是推进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应社区居民运动健康服务需求升级的需要，是实现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解决社区体育“最后一公里”

的有效路径，直接影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升。

本研究试图深入剖析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

科学内涵和动力耦合逻辑，基于上海实践经验剖析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路向，为探索符合

人性化、多元化、品质化、智能化的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参考。 

 

1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科学内涵 
1.1  精细化治理的理论滥觞 

精细化理念贯穿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发展的每一阶

段，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的古典管理理论。精细化

理念历经弗雷德德里克·泰勒[1]的科学管理理论、爱德

华兹·戴明[2]的质量管理环理论以及莱克[3]的丰田汽车

精细化生产实践 3 个阶段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随

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精细化理念在企业经营生产

中的低成本、高效率优点被逐渐放大[4]，在演变发展中

精细化理念不仅继承了企业管理中创新务实的工作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机制、科学高效的管理思想，还

在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文关

怀理念，强调人本主义[5]。目前，学术界关于精细化治

理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社会治理中精细化的代表性

观点主要有两种。其一，从微观视角阐释，以陆志孟

等[6]为代表的微观阵营认为：“精细化治理是在社会管

理服务方式上融入精细化理念的原则及科学技术，通

过社会治理过程的‘微创新’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

与高效化。”其二，从宏观视角阐释，以赵孟营[7]为代

表的宏观阵营认为：“精细化治理是通过社会治理的宏

观权利结构，将精细化的价值理念贯穿到中观运行机

制及多元主体关系中，从而达到精细化治理的强回应和

高效能。”精细化治理是在常态化治理基础上将传统治

理引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其科学内涵和核心

要求是以人为本、通过多元协作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到善治的效果[8]。 

1.2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内涵和特征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一种以人为本、整体干预、

经济高效的社区健身和健康促进方式。社区公共体育

服务除具有一般公共服务的资源稀缺性、公益性、多

元性、边缘性等共性特征[9]，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下沉

社区具有贴近不同层次人群的广泛性、基层群体参与

便捷性、服务持续性、运动促进健康的低成本和高效

能性。精细化治理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与社区公共体育

服务保障社区居民平等享有体育运动权利的逻辑起点

相吻合[10]。从增进健康角度出发，Vaitkevicius 等[11]、

Sims 等[12]等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运动确实能显著提升

社区居民健康状况。运动健康促进属于一级预防医学

范畴，全民健身与预防医学在预防疾病和增进健康的

目标、方法及效果上具有一致性[13]。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语境下，精细化治理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实践

中更加契合精细化治理的微观视角。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精细化治理的内涵指：按照精益、精确、精密、精

算的原则，采用科学有效精细化治理方式——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价值再造、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信息化管

理技术应用等方面，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首端

与满足居民运动健康服务的价值需求末端相结合，通

过节约冗杂的体育管理成本，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管

理转变为科学有效精细化治理，从而实现提升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治理效能的善治目标。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一是

康体融合的治理理念。以人为中心、通过提供康体融

合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运动健

康需要，变被动医疗为主动健康，发挥运动健康促进

的功能。二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我国政府向服务型、

有限型、有效型政府转变过程中，改变以街道和居委

会为代表的“强政府”在体育政策执行中的纵向力量

整合机制，推动政府发挥还权、赋能、归为的作用，

优化制度设计，构建“政社多元合作”的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横向秩序协调机制。三是服务对象精准覆盖全

人群。基于社区居民人群的多元化，在盘活、整合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的基础上服务全人群、提高个性

化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流程和运行机制。四是专业化、

品质化的服务内容。通过专业化的体育组织和人才，

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产品数量的增加和质量提升，

解决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存量资源的整合以及供需错位

的现实矛盾。五是智能化信息管理技术在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中的应用。运用智能化信息技术识别、采集社

区居民运动健康轨迹大数据，分析不同人群的运动健

康需求和用户习惯，构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数据管理

平台，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调配和管理提供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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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数据参考，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信息共享。 

 

2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创新动力 
2.1  内生动力：满足社区居民运动健康服务升级需求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传统的社区由“单位社区”向“混合型社区”转

型，城市社区中熟人社会差序格局被打破后[14]，社区

居民进入“原子化”状态，居民独立性增强转而更加

重视个体的健康需求。社区内不同人群体育权利诉求

具有多元性，满足居民的运动健康需求升级成为社区

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根本性内生动力。我国当

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靠政府力量，短时

间内很难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差异化和内容的多

样化[15]。现有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层面存在覆盖人

群不均、服务内容过于单一[16]、供需缺位等问题。场

地设施资源覆盖人群不均主要指：社区内健身点大多

以满足中老年人基本健身需求为主，全人群综合性健

身场地配套短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服务

内容过于单一，主要体现在未能根据社区居民差异化

需求进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场地设施、组织、活动

等配套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体系；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居民多元

运动健康服务需求不匹配，主要体现在老年人身体机

能退化，迫切需要康养类、适老化运动健康服务；中

青年运动健康需求多集中在健身、塑形等方面；青少

年运动健康需求多为趣味性体适能运动；特殊人群的

运动健康需求主要集中在运动康复层面。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精细化治理可以在尊重空间差异化和生活多样

化基础上满足全人群的运动健康需求，体现社区公共

体育服务的人本性、公共性及服务性价值理念。 

2.2  外生动力：推进实施体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社会转型期，受传统的垄断式供给模式影响，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仍存在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

愿失灵”三重路径依赖[17]。在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中，

社区在权力交换过程中无力承接国家下放的权力和责

任[18]，产生“社区体育治理真空”现象。当前的公共

体育服务领域出现的“多头领导”“九龙治水”“制度

打架”等现象，使得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出现协同乏力

和运维缺位的治理状态，严重阻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领域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因此社区

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推动其精细化

治理的外在动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乏力主要

指：受传统粗放型公共体育服务“路径依赖”影响，

纵向行政体制下政府通常主导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资源

配置，使得政社主体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弱

化，市场和社区基层活力得不到有效激发。政府部门

在以往管理中风险控制大于社会建设[19]，强烈的“父

爱主义”关怀下，体育部门倾向于以“为民做主”的

方式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各部门“各扫门

前雪”的碎片化治理，使社会和市场主体难以进入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共池塘”领域，造成政府和市

场部际间协同乏力；在制定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制度和

原则过程中，政府部门过度网格化治理也是导致基层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重权利归属，轻权利运作”的主

要原因之一。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多元主

体能够通过部际协同治理构建沟通交流平台和运行机

制，打破部际间的信息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在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资源优化整合。 

2.3  目标动力：促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提质增量” 

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和资源配置的二元矛盾导

致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呈现“粗放型”供给模式，政府

治理主体缺乏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制约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的质量。现有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存在场地设施

资源供需失衡、公益性开放不达标、资源整合利用不

足等问题，使得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在“提质增量”过

程中屡屡碰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国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为 2.08 平方米[20]，相较上一周期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有所增加。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场地、设

施等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仍然难以满足人口密集的

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层面的体育场地类型、设施数量

和空间规划供需矛盾依旧突出。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数量和分布上存在社区健身场地设施老旧，多为室外

露天场地；在场地设施资源公益性开放服务方面，政

府运营的场地设施开放时间有限，场地硬件设施的开

放仅达到公共产品开放的状态，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

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开放和共享。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精细化治理应通过多元协作打破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的行政边界，完善政府、市场和基层群众共同

参与的社区体育治理价值共创机制，专业化和智能化

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够有效化解社区居民在追

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足问

题，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推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提质增量”。 

 

3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社会行动 
殷行街道市民运动(健身)健康中心位于上海市杨

浦区殷行街道。该场址有关体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

2013 年，由街道租借原杨浦区育阳托幼服务中心场地

改建为 1 509 平方米的健身中心；2012—2017 年街道

先将其交由商业健身房进行托管运营，后又将其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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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市 365 健身中心。2018 年 5 月该中心在提档升

级后正式开放服务于社区体育建设，其总场地面积

为 2 700 平方米，室内面积 1 700 平方米、室外面

积 1 000 平方米，打造了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

理方面的创新案例。 

3.1  康体融合：助力社区运动健康促进服务 

该中心打造体医结合、康体融合的特色社区运动

健康促进服务，为体医融合的纵深发展做出创新实践

尝试。2018 年街道基于满足社区居民多元运动健康需

求和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运营管理提档升级的目

标，通过存量资源盘活、装修升级、健身设施升级、

服务升级的理念打造该中心。根据不同人群运动健康

需求，充分利用场地特点，将室内与室外、健身与健

康进行有机结合，依托社区打造 5~15 分钟运动健康

生活圈，精准满足社区居民的运动健康促进需求，为

市民提供就近、就地、便捷、立体的运动健康服务。

在传统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基础上增加健康检测、康复

理疗、微循环促进、恢复训练、运动干预、智能交互

等健康服务内容，将医养结合落地到基层社区。通过

引入第三方组织、高校、医院等优质资源，以科学健

身服务、运动健康管理、运动健康促进为服务定位，

设立运动健康驿站。健康驿站中的运动健康睡眠监测

中心由社区与同济医院合作成立，在运动健康基础上

为居民提供睡眠评估测试、睡眠调理。除此之外，通

过“社区营造”方式培育运动健康理念，邀请医学、

运动康复理疗方面的专家深入社区定期开展运动健康

大讲堂，转变居民被动医疗观念为主动运动健康管理，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让运动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基层

社区。 

3.2  协同共治：实现社区体育利益主体共生 

第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治理”模式，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自下而上”“协同共治”的多

元主体治理机制。该中心治理主体由街道、居委会、

体育企业、残疾人联合会共同构成。“自下而上”的政

社协同共治体现在：残疾人联合会参与康建乐苑建设，

老年志愿团队积极动员退休职工加入志愿者组织，为

康建乐苑的运营和维护提供人力保障。“协同共治”是

指街道和居委会在场馆的功能、内容、收费方式等方

面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对原

来低价收租的社区体育俱乐部进行改造，实现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质量升级。第二，“公益+商业”的运营方

式既发挥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又激活市场主体的

微观治理作用。街道运用公开招投标的政府购买公共

体育服务行为，将该中心托管给两家民营企业进行合

作运营管理。A 公司主要负责老年人健康服务和残障

人士运动康复；B 公司主要负责提供中青年健身解决

方案及智能系统等基础运营服务和维护。企业根据前

期场地投标规划投入设施和人力资源，可在满足公益

开放基础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商业化、市场

化的运营使得该中心初步形成自我造血的长效运营机

制。政府方面，街道不收取场地费用、减免相关水电

税费，并提供市民体质监测设备和相关经费补贴，街

道监督企业确保该中心每周开放 60 小时公益时段。收

费方面也反映了公益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特征。例如，

残障人士运动康复服务免费；老年人运动健康服务每

月仅收 99 元服务费；中青年共享健身服务收费为每月

199 元，其价格低于商业健身房。 

3.3  全民共享：精准对接社区体育参与全人群 

公共体育服务人群范围本应该具备广博性和普适

性，但从社会阶层结构分类来看，我国社区公共体育

服务对象却具有非均衡分布的特性。单靠政府方面提

供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难以实现社区内全人群的公共

体育服务全覆盖。该中心服务内容精确覆盖社区全人

群(儿童、中青年、老年人、残障人士)，为社区全人

群提供就近、方便的运动健康服务，改变运动健康触

达率低下的现状。针对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合理规划

场地布局，有效盘活升级原有体育场地资源，构建老

少皆宜的社区运动健康服务综合体。第一，打造 Hong

殷乐园，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趣味体适能训练场地，

培养儿童的运动健身乐趣；第二，为中青年提供健身

教练、团体操课、私人康复训练等运动健康服务。针

对社区居民操课需求多的现状，开课时间段从早 9 点

到晚 9 点，月平均开设课程 360 余节，涵盖传统养生

课程、活力运动课程及力量训练课程等。第三，为老

年人提供适老化运动器材、健康知识讲座、多样化运

动课程、个性化运动处方；针对老年人普遍照顾孩子

的社会现实，将少儿体适能区域与老年健身房紧邻，

方便老年人锻炼时留意儿童玩乐情况。第四，打造上

海市首家社区型残障人士运动康复中心，为残障人士

提供相关康健服务，为特殊人群在社区内获得连续综

合型运动健康促进服务提供便利，体现社区公共体育

服务对特殊人群的关怀。 

3.4  服务提质：全面依托专业技术服务资源 

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和高校的合作创新能

力，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该中心依托我国首家体

育产业科技园区——上海体育学院科技园孵化基地，

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提供体育社会组织、

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健康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和运动

健康创意策划管理人才。从专业评估测量、功能性筛

查、手法治疗、物理治疗，再到强化肌肉功能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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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服务，精准服务于亚健康调理、慢性疼痛、睡眠

障碍、机能恢复等 4 大人群，将专业的运动健康服务

落地社区，通过专业的服务内容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的品质。第一，社区健康师，用科普书籍、视频课

程、健康讲座、科普集市、数据报告 5 大系列成果，

为该中心提供 4 大类运动健康服务——运动营养、科

学健身、伤病防护、心理调适。第二，社区老年人运

动健身区域是包含有氧系列设备、拉伸系列设备以及

律动系列设备的运动健康调理型室内健身房。力量训

练方面采用等速肌力训练器材，科学提升老年人身体

机能；针对老年人体能下降和视力模糊的特点，专门

在有氧器械(跑步机和律动仪)上安装扶手、增大显示

屏字体，将跑步机时速控制在 1~8 千米之内，提供安

全贴心服务，保障老年人群运动健康管理的便捷性和

安全性；第三，科学无障碍的健身器材和康复指导为

残障人士提供前期测评、中期运动康复、后续评估服

务，增加残障人士自主康复意识和生活自理能力。 

3.5  科技赋能：创新数据云联动式智能治理 

该中心将智能采集等智慧互联网技术引入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内设智慧门禁系统、智能节能系统、物

联网器械、智能安防以及数据化运营管理设施，支持

用户身份鉴定、会籍管理、课程管理等智慧化运营。

数据采集系统可自动记录会员的预约、锻炼时间段，

将居民运动和身体健康状况实时上传至线上平台，实

现市民健身数据的云储存，通过数据追踪建立社区居

民的电子运动健康档案。其次，打造上海市首家体育

与卫生相结合的数字健康服务中心——健康小屋。居

民通过人脸识别在社区内健康云设备终端可完成 9 项

运动健康检测，运动健康数据通过云端物联实时上传

至上海市健康云中心平台，居民凭身份证或医保卡可

自助打印健康检测评估报告，也可实时通过健康云获

取自己的运动健康数据。该中心通过“互联网＋”云

端物联的精准反馈实现智能化治理[21]。智能管理系统

通过采集、整合、分析和挖掘社区空间内的大数据信

息实现治理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例如，线上预约系统，

市民无须额外下载 APP 就可通过社交软件(微信)直接

下单预约各类课程，该中心的健身卡也实现杨浦区内

新型健身中心“一卡通”的服务功能。该中心智能化

的管理和云端物联可自动生成会员锻炼时间段、锻炼

喜好分布图，实时的数据分析可精准把握会员参与动

态，支持相关运营数据在门店、街道及上级机构之间

进行多方数据共享。 

 

4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路向 
4.1  价值共创：互动导向确保服务以人为本 

社区体育“靠政府”的群众观念造成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中社区居民“内生性”自治动力不足。该中心

在运营过程中，“康体融合”的运动健康服务主要靠“官

本位”行政文化主导，由于社区居民“防未病”健康

教育缺失和运动健身知识匮乏，居民运动健康服务参

与意愿相对不足。调研得知，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智慧健康驿站累计服务仅 1 293 人次，其中体质

检测 204 人次、体征检测 1 089 人次。缺乏互动导向

型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价值共创使得社区居民、社会、

政府三者间缺乏凝聚力。因此，要着力提升居民对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价值的认同。第一，开展互动导向的

社区居民体育健身知识宣传和运动健康教育普及。提

升社区居民运动健康促进的意识，干预居民健康行为，

提高个体生命健康质量，有效应对进化性失配带来的

疾病困扰。第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过程

中，社会组织要通过对治理目标和战略的分解来解决

社区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区体育

服务价值共创，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体育需求。第三，

改变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以往的政府行政文化主导现

象，通过建立社区居民诉求表达机制和政民互动平台、

全方位了解居民的运动健康服务需求，推动社区公共

体育服务从粗放式、经验型、模糊化管理模式向集约

式、精细化、科学化、人本化的治理模式转变，促进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公平化、均等化”，实现公共体

育服务“为人民”的普惠性价值。 

4.2  多元共治：联席沟通平台、明晰共治责权 

除残疾人联合会参与该中心康健苑建设外，该中

心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发挥的枢纽联动

作用比较有限。在科层制背景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长期受“无限政府”和“官本位”传统路径依赖影响，

基层政府官员经常使用“绝对权威”决定各类公共服

务规划，使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升级处于“边缘化”

状态。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需要形成科学、

系统的思考和规划才能真正落地。第一，打造府际跨

部门联席沟通平台，实现多方资源聚合联动。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涉及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间的

对接协调，在顶层设计中要注重发挥体育部门在府际

部门之间的联席沟通和协调作用。通过建立“体医结

合”“康体融合”的协同机制，促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和卫生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构建“协商、协同、

协调”的运行机制，实现将市场、政府和社会资源的

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多方力量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共

建共治中的积极作用。第二，明晰多元主体的责权，

规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首先，整合基层政府资源。

在项目规划发展过程中，由街道牵头对接各条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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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部门衔接，将有限的体育资源根据居民需求进行

整合利用，发挥存量资源的最大效用。其次，整合市

场资源。鼓励市场主体通过租赁、承包、PPP 等多种

模式参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基于居民需求提供

形式多样、专业性强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产品。最后，

整合社会资源。通过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培育，加大优

惠政策扶持，维护社会团体的切身利益；注重发挥“社

区能人”在资源调动利用方面的积极作用，调动民间

非正式组织在资源联动过程中的枢纽作用。 

4.3  科技赋权：数字赋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单纯依赖网络化和智能化信息手段不一定能提升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效能，反而容易出现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学理和实践之间的逻辑悖

论。该中心的大数据采集、深入挖掘以及数据信息优

化配置技术还处于探索阶段，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的

数据云联、智能治理效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政

府部门考虑到数据开放的安全问题，该中心居民运动

健康数据并未完全开放，导致一定程度上“信息孤岛”

现象。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要发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技

术优势，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由“事倍功半”向“事

半功倍”的现代化、精细化治理跨越。第一，构建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数据采集和存储标准，将健康监控和

评价指标进行标准量化，确保信息采集和健康监控有

章可循、规范有序，实现数据信息的互通和共享。第

二，在精细化发展过程中注意提高社区居民个人的信

息安全治理层级，建立更加安全的隐私保护机制。在

智能化用户端可将生物识别系统(人脸、声音、指纹识

别等)植入实名认证系统，提高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数据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推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流程化、

科学化、智慧化，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保障社区居民

运动健康信息安全的权利。第三，利用智能化采集系

统，采用最新的传感器和虚拟现实技术打造人机实时

交互，提升用户在运动过程中的运动感受，对参与者

开展长期的运动健康跟踪考察，为政民互动搭建信息

沟通渠道，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效率和满意度。 

4.4  监督评估：动态绩效评估保障治理质量 

目前，社区街道主要靠运营组织提供的数据和报

告作为多元治理评估的主要依据。然而，关于精细化

治理要达到的健康促进效果是否与全人群的治理目标

相一致，还未形成标准化的、动态化的绩效评估体系。

公共政策是分配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和满足社会

需求的国家强制保障手段[25]。首先，通过政策配套引

导，加强对多元共治主体的职责监管，完善社区公共

体育服务科学的决策程序以及系统化的操作流程，为

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精细化治理提供政策支撑。

政府要充当化解矛盾的仲裁者，引导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绩效目标的实现。其次，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

治理中多元主体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不同，为保障精细

化治理的服务效果，要对多元主体进行动态化绩效评

估。构建包含多元主体绩效测评、实时追踪、横纵比

较与自我评估相结合的动态化绩效评估体系，为提升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成效提供依据和标准。

例如，开展社区居民的电子健身健康档案监测，基于

大数据打造社区内健身人群的用户画像，深入了解社

区内不同人群的运动健身习惯，构建社区公共体育服

务的长效监管评价体系，为后续运动健康服务内容升

级提供依据。第三，以目标考核为抓手，优化绩效评

价综合指标体系，将原有的单一指标评价转化为综合

指标评价，从注重数量成果导向型评价转变为注重过

程监管和质量效果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注重对社区公

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质量和服务效果的动态追

踪，实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提质增量”

的目标。 

 

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是对以往治理方式

的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本研究通过界定社区公共体

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内涵和特征，基于社会行动实践

中的不足，提出要以价值共创、协同共治、科技赋权、

监督评估作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路

向。在未来研究中，在合理评估场景和条件下应纳入

不同地区相似精细化治理案例，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

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和实践效果进行检验，进一步完善社

区公共体育服务精细化治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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