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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有利于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但是，我国政府购买文化服务起步较晚，目前各地购买文化服务体系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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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s purchas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social forces is conducive to the mul文章引用: 李巧玲.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与启示[J]. 社会科学前沿, 2021, 10(4): 1081-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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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ly of cultural products, and to meet the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needs of the people. However, the government’s purchase of cultural services started
late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system of purchasing cultural
services around the country.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omestic advanced regions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government’s purchas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so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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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的需求是人全面发展的本质需求，文化权利是人的基本权益。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强，积极保障公民文化权利。但是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在各地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不足、提供的文化服务质
量不高、竞争机制不完善、购买流程不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评估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方面。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典型城市先进经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
优化政府购买行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

2. 发达国家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
2.1. 美国：发挥市场作用，调动非营利组织的积极性
美国没有专门的文化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没有主管文化的机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主要依靠非
营利组织提供，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拨款直接资助，二是社会力量的捐赠，包括个人
捐赠、公司支持和基金会捐赠，三是依赖文化艺术组织自身的经营收入。
美国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由民间主导，美国私人基金建立的民间协会用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向公众提
供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例如，图书馆服务的所有事项均有图书馆协会负责决策及服务。
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共文化服务间接扶持，引领文化走向：法律规定给与艺术团
体以非营利免税地位；对向文化艺术组织捐款的捐赠人实行减免税优惠[1]，这些手段都有力的促进了文
化组织的发展壮大。

2.2. 英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约束和监督框架
英国的公共文化体系强调“共同治理”理念，其目标是形成政府、社会文化组织、行业协会和其他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元共治的文化治理结构。这种共同治理模式有利于减少政府开支、打破行政垄断、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
英国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估手段，绩效评估对象涵盖了政府文化部门、具体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非营利公共文化服务机构。2007 年 8 月由英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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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颁布的《地方政府综合绩效评价指南》中的“文化服务”的评价指标有 17 个之多，此外还有大量
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分别对文化服务的获得、参与、质量、投资效益四个方面的评价。科学的绩效评估
体系为合理配置、高效使用公共文化资源及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和质量保障。

3. 国内典型城市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经验
3.1. 北京：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培育社会文化组织
北京市多个街道以服务社区群众、丰富文化内涵为目标，以政府购买企业或者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
解决文化需求“最后一公里”问题。
阜四小院原本是海淀区阜四社区一处年久失修的自行车棚，田村路街道经与产权单位协商后对其重
新翻修加固打造多元化社区居民文化中心。田村路街道办事处没有采取将文化中心直接由居委会直接运
营的一贯做法，而是进行公开招标，最终民办非营利企业海淀睿翔社工事务所中标。改造后的阜四文化
小院设有悦读馆、国学馆、棋艺馆和儿童馆 8 个等群众性文化活动空间，极大的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公共文化服务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手段的社会化发展充分释放了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
的活力。

3.2. 上海：搭建公共文化配送服务平台，打造公共文化资源大配送、大循环格局。
2014 年初上海成立了“上海东方公共文化配送服务平台”，建成一个层级分明、资源互补、上下互
动的“市、区、街镇”三级公共文化配送网络格局，解决配送总量与质量不协调、中心城区与远郊区县
配送不平衡、配送内容与公众需求间有距离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老问题。
2016 年上海又率先在全国建成集成全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互联网 + 公共文化平台——“文化上
海云”，实现了对三级公共文化服务配送的补充。市民只需要通过上海文化云手机 APP 就可以快速查询
并预约感兴趣的公共文化活动，快速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3.3. 深圳：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多元探索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在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也是先锋城市。深
圳为全面推进“文化立市”战略，早在 2005 年就开始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运作改革。完善社会化
运作机制，鼓励设立民办文化社团和民办文艺表演团体，通过政府采购、委托承办、资助等方式使其参
与公益文化活动。
2008 年起，深圳市加强法规政策创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深
圳市社会组织发展规范实施方案》、《深圳市推进政府职能和工作事项转移委托工作实施方案》和《深
圳市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指引》等政策性文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能力建设。2016 年深圳市又出
台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推荐目录编制管理办法》，规定根据社会组织服务绩效、
年检、信用情况、处罚情况等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促进社会组织规范运作、提升服务质量。

4. 国内外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任务之一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
展，目标是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1]。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近年来在政府转型的背景下才逐步兴起的，国内几乎没有先例
可循，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购买手段和购买模式。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从管
理体制、购买内容、购买对象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完善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为“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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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进一步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方向。

4.1. 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文化行政性供给模式下，政府是公共文化的唯一供给主体，随着
国家经济日益强盛，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充裕，传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民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根据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必须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变政府单方面提供文化的“内循环”，
打造文化资源配置面向社会的“大循环”，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
理顺政府作为购买主体与公共文化服务承接主体的关系，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
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供给格局，切实在组织结构、管
理原则、管理手段、管理方式、管理主体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取得突破与进展[2]，实现政府、市场与社
会的良性互动。

4.2. 培育社会力量，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促进文
化与产业的互动，使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规范有序、独立运作、健
康活跃、竞争力强的各类社会力量，是政府购买服务的主要承接力量。我国的社会组织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但是文化社会组织依然存在着规模小、资金不足、治理结构不健全、管理运行不规范、提供文
化服务的质量不高和可持续性弱等问题，由于缺乏激励措施，“能做的不想做”和“想做的不能做”现
象并存[3]，无法满足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对承接主体的要求，更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积极性。
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能够为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社会土壤。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水平，弥补公共文化供给的“结构性短缺”[4]，提升文化
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和能力，使它们变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原生力量，重点是营造良好制度
环境，建立培育机制和激励机制。一是税收调节，形成多元融资渠道。明确规定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捐
赠享受税收优惠的实施细则，引导资金流入帮助文化社会组织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二是运用法律手段
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体系的资质评价机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予以明晰。围绕文化安全、组织机
构、财务管理、运营能力、专业水平等主要方面设立基本评价标准，保障社会组织的权利，推动社会组
织的规范化。三是加强人才培养，打造适应社会化运营管理需求的专业人才队伍。有计划的培育社会组
织文化服务骨干，加强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促进文化人才交流，从根本上实现文化社会
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4.3. 开辟文化服务新路径，技术赋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建设
运用 5G 应用、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一系列技术赋能，助力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推动“智慧 +
文化”的融合发展，激发创新潜能，提升公共文化智慧服务能力，改善用户体验，满足群众在享受公共
文化服务中的满足感和获得感。
一是利用大数据手段，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购买主体、承接主体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征集、整理、
归纳和分析供求信息，改变以往政府先确定购买清单后招标的模式，将选择权真正赋予社会公众，使购
买内容更加精准，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二是利用互联网，搭建公共文化云服务。
完善文化云信息发布与查询、资源浏览与推荐、服务预约与评价等功能，线上线下联动，实现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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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单式、个性化的“一站式”服务。三是通过微信、网站、手机 APP 等新媒体，突破时空限制向群众
提供便捷的线上公共文化服务，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渠道，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促进实现公
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4.4. 健全监督与评估机制，保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规范运作
科学的评估与监督体系是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但从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评估与监
督环节的工作尤其薄弱，政府往往重“购买”轻“评估”，即使是目前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评估机制的地区其评估指标也过于笼统粗糙。针对政府在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过程中的监管和评估的
实施主体、实施程序、法律责任、如何落实“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极易导致权力寻租的风险。正如上文提到的，英国和美国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价机制起步早，借鉴其先
进经验，构筑符合中国特色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管与评估机制。一是要健全事前、事中和事后
监管体系，明确监管的内涵和原则、监管主体、监管的目标和程序、监管的范围和方式、监管的法律责
任等[5]，以便在实践中增强可操作性。二是要细化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建立体现政府评价、第三方评价
与公众评价平衡的评估模型[6]，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

5. 结论
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的题中之意。借鉴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实践，从推动文化体制
改革、培育社会力量、开辟文化服务新路径和健全监督与评估机制四个方面不断优化完善向社会力量购
买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

刘辉.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J]. 中州学刊, 2017(5): 67-73.

[2]

祁述裕. 推动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与善治的转变[J]. 人民论坛, 2014(11): 172-173.

[3]

李国新.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细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1, 47(2): 29-39.

[4]

马艳霞.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23): 137-143.

[5]

易斌, 蔡明, 伍莉, 郭华. 政府购买图书馆服务的监管成效、困境与对策[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2): 19-23.

[6]

焦德武.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绩效评价[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0(1): 47-52.

DOI: 10.12677/ass.2021.104146

1085

社会科学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