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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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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优化政策系统内部结构ꎬ完善长效机制ꎬ是依法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ꎮ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ꎬ采用内容

分析法ꎬ从政策工具 Ｘ 维度和政策落实 Ｙ 维度出发ꎬ对 ２０００ 年以后 ３７ 部国家级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ꎮ 结
果表明:供给侧政策工具使用不足ꎻ需求侧政策工具整体缺位ꎻ环境侧政策工具使用过溢ꎮ 建议加大供给侧政策工具的改革
力度ꎻ适度增加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比重ꎻ促进环境侧政策工具内部要素的均衡发展ꎻ推动青少年健康“ 一体化” 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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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发展始终受益于国家
政策的推动ꎬ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相关的政策文本和
实施方案 已 成 为 社 会 关 注 的 焦 点 和 研 究 的 热 点ꎮ
近年来ꎬ尽管青少年体质测试部分指标呈现出“ 企
稳回升” 的态势 [１] ꎬ但青少年体质健康整体性改善

的政策图景仍然任重而道远ꎬ提高政策工具的使用
效率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ꎮ
随着学界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关注度的持
续升高ꎬ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 ２ 个方面:
一是关注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ꎬ对青少年体质健康
促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和展望 [２－５] ꎻ二是
立足于不同的视域ꎬ关注政策执行过程ꎬ如应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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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４

密斯模型 [６] 探究影响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和发展
路径ꎮ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启发ꎬ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以下 ２
点不足:一是在文本内容上ꎬ已有研究缺少某一理
论视角下对政策文本的深入剖析ꎬ致使研究相对泛
化ꎻ二是在研究方法上ꎬ已有研究多采用质性方法ꎬ
定量方法的运用较少ꎬ鲜有将 ２ 种方法相结合的研
究ꎬ研 究 效 度 有 待 进 一 步 提 高ꎮ 基 于 此ꎬ 本 文 以
２０００ 年以来 ３７ 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作为研究样
本ꎬ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ꎬ深入剖析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的结构性特征ꎬ旨在为新一轮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所涉领域很广ꎬ在进行
政策文本检索之前ꎬ首先应该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
策的概念进行界定ꎬ这样有利于在政策文本的筛选
过程中更准确地构建政策文本数据库ꎮ 本文在借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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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已有研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概念界定的基
础上ꎬ融合“ 跨部门治理” [７] 、“ 健康寓于万策” [８] 等
理念ꎬ认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是由中共中央、国
务院及相关部委单独或联合颁布的、多领域内能够
增强青少年体质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规章、条
例、办法等规范性文件ꎬ其外延包括教育、体育、卫
生、营养等政策ꎬ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ꎬ推动学
校体育科学发展ꎬ实现教育现代化ꎬ建设健康中国
和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意义ꎮ
为确保所选政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ꎬ本文采用
“ 网络搜索 ＋ 交叉检验” 的方式ꎬ搜集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共 ７５ 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ꎬ考虑到地方政府及
体育管理部门的政策通常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体育总局等政策文件的指导下颁布的ꎬ经整理
和分析ꎬ剔除省市级政府及其体育管理部门发布的
体育产业相关政策文件ꎮ 根据研究的一致性与连
贯性原则ꎬ结合政策的影响力以及发布时间ꎬ最后
保留 ３７ 部国家级( 发布部门包括国务院、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等各相关部委)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
作为研究样本ꎬ如表 １ 所示ꎮ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示例

政策文本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

１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务院

２００１.０５

２

关于开展“ 亿万青少年儿童体育健身活动” 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３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教育部

４

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的意见

教育部

５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ꎬ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６

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７

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８

关于学习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意见» 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０７.０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

２００７.０５

２００１.０７
２００５.０４
２００５.０８
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０７.０４

９

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１０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的通知

国务院

１１

关于印发« 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
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１１.０７

１２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视力保护宣传活动的通知

教育部

２０１２.０６

１４ 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

教育部

１６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１８ 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教育部

１９

教育部

２０１５.０２

教育部

２０１５.０４

１３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１５ 全民健身条例(２０１３ 修订)

国务院

１７ 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的通知

教育部

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
意见» 的通知

２０ 关于印发« 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１１.０２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０１３.０７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０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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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编号
２１

政策文本

发布部门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落实学校体育
三个办法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２０１５.０７

教育部

２２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

２４ 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３ 全民健身条例(２０１６ 修订)

２５ 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的通知

２６ 关于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的通知

国务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共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２８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２０１７ 修订)

教育部

３０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２０１７ 修订)

国务院

３２ 关于印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的通知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体育总局

３３ 关于印发«２０１０ 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 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

３５ 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３７ 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９ 关于印发«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 的通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３１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７ 年全国爱国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国务院

３６ 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

编号

政策文本分析编码示例

政策名称

内容分析单元

编码

三、发展 目 标 １. 健 康
管理与促进服务水平 １６－３－１
明显提高

１６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
康服务业发展的若
干意见

１７

四、学生体质监测与评
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
价 １５ 将学生体质健康
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
１７－４－１５
状况作为衡量学校办
标准» 的通知
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２０１６.０６
２０１６.１１
２０１７.０２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４
２０１８.０８
２０１９.０２

３４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表２

２０１６.０２
２０１６.０６

教育部

表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０４

国务院

２７ 关于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的指导意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非系统的、非定量的符号性
内容转化成系统的、定量的数据资料的研究方法[９] ꎮ
本文运用 Ｎｖｉｖｏ１１.０ 质性分析软件进行辅助分析ꎬ具
体的操作步骤为:(１) 建立新项目ꎬ将核对无误、统一
顺序的 ３７ 部政策文本导入 Ｎｖｉｖｏ１１.０ 软件ꎮ (２) 由 ２
位能够熟练使用 Ｎｖｉｖｏ１１.０ 软件的课题组成员按照
“政策文本编号—具体章节 / 条款” 的格式对政策文
本条目进行三级编码ꎬ如表 ２ 所示ꎮ (３) 对子节点进
行归类ꎬ与树状节点相互对照ꎬ将重复的子节点进行
合并ꎬ并对各子节点的排列顺序进行调整ꎬ如表 ３ 所
示ꎮ (４)编码归类检验ꎬ本文引入 Ｋａｐｐａ 系数检测编
码者对于同一政策文本内容条目的测试结果是否一
致ꎬ按照 Ｌａｎｄｉｓ[１０] 的判定标准ꎬ发现本文 １１ 个子节点
的 Ｋａｐｐａ 系数均大于 ０.８０ꎬ一致性水平达到最佳ꎮ

发布时间

２０１９.０６
２０１９.０６
２０１９.０７
２０１９.０８

树状节点及其一级节点的编码参考点数

树状节点

一级节点
青少年体质健康人才培养

供给侧政策工具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改革
青少年体质健康资金投入
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外包

需求侧政策工具

青少年体质健康海外交流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府采购
青少年体质健康策略性措施

环境侧政策工具

青少年体质健康目标规划
青少年体质健康法律管制
青少年体质健康税收优惠

编码参
考点数
７６
７２

１４２
３４
４１
３２
１８

３４５
１２６
８７
８

１.２.２ 政策文本分析框架
１) Ｘ 维度:政策工具ꎮ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解决
社会公共问题或达成政策目标所采取的主要手段
和方式 [１１] ꎮ 依照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等 [１２] 对政策工具的分类
标准ꎬ本文将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侧政策工具、需
求侧政策工具和环境侧政策工具 [１２] ꎬ如图 １ 所示ꎮ
结合贺新家等 [１３] 、谭利等 [１４] 的研究成果ꎬ将 ３ 种政
策工具进行如下界定:供给侧政策工具是指在青少
年体质健康工作推进过程中ꎬ政府通过运用人才培
养、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资源ꎬ改善相关要素
的资源供给ꎬ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ꎻ需

 ９６

求侧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运用购买、市场塑造等
方式ꎬ减少外部因素对新市场的干扰ꎬ推动青少年
体质健康市场快速、和谐、稳定发展ꎻ环境侧政策工
具是一种外部调控型政策工具ꎬ主要指政府通过财
政补贴、法规管制等方式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
的环境因素ꎬ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图 １) ꎮ

图１

表４

供给侧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改革
青少年体质健康资金投入
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外包

需求侧 青少年体质健康海外交流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府采购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Ｘ 维度分析
整体来 看ꎬ 青 少 年 体 质 健 康 政 策 兼 顾 了 供 给
侧、需求侧和环境侧 ３ 种政策工具的使用ꎮ 具体来
看ꎬ供给侧工具占比为 ３３.０２％ꎬ需求侧政策工具占
比为 ９.２８％ꎬ环境侧政策工具占比为 ５７.７０％ꎬ表明
政府对政策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异( 表 ４) ꎮ

Ｘ 维度政策工具分布表

子节点分类
青少年体质健康人才培养

推进ꎬ从政策落实维度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ꎬ
能够突出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主体地位ꎮ 因
此ꎬ本研究结合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落实的动态过
程ꎬ将 Ｙ 维度的构成要素设置为政策宣传、资源配
置、组织实施、监督反馈 ４ 个方面( 图 ２) ꎮ

图２

政策工具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示意

２) Ｙ 维度:政策落实ꎮ 政策落实是指政策执行
者通过运用各种资源ꎬ采取控制、协调等多种方式ꎬ
从而达到实现政策目标的动态过程 [１１] ꎮ 青少年体
质健康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经济、文化、政治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单一维度的划分难以反映出青少
年体质健康政策的特征ꎮ 此外ꎬＲｏｔｈｗｅｌｌ 等 [１２] 的政
策工具理论相对弱化了政策工具的强制性ꎬ但目前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依然十分依赖于政府的
政策工
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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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条款编号

青少年体质健康目标规划
青少年体质健康法规管制
青少年体质健康税收优惠

占比 / ％ 小计 / ％

３－３－６ꎬ４－４－９ꎬ５－５－１８ꎬꎬ３７－３－３ꎬ３７－３－４ꎬ３７－３－５

７６

７.７５

１－２－７ꎬ１－２－８ꎬ２－２－５ꎬꎬ３４－５－１ꎬ３７－３－１ꎬ３７－３－４

１４２

１４.４７

４１

４.１８

２－２－１１ꎬ３－３－７ꎬ４－４－１０ꎬꎬ３５－３－８ꎬ３７－９－１ꎬ３７－９－２
３－５－１３ꎬ４－４－１１ꎬ５－６－２２ꎬꎬ３４－４－１ꎬ３６－６－３ꎬ３６－７－４
１－３－１６ꎬ１－３－１８ꎬ６－２－５ꎬꎬ３３－５－１ꎬ３４－３－ꎬ７ꎬ６－５－１

４－４－１３ꎬ６－２－４－１ꎬ１３－３－３ꎬꎬ３３－３－１ꎬ３４－３－１ꎬ３６－６－２
４－３－６ꎬ５－３－１ꎬ７－１－２ꎬꎬ３１－３－１ꎬ３１－４－２ꎬ３５－３－５

青少年体质健康策略性措施 １－２－５ꎬ１－２－６ꎬ１－２－９ꎬꎬ３２－４－１ꎬ３７－１－３ꎬ３７－１－５
环境侧

频次

１－１－１ꎬ１－１－２ꎬ１－１－４ꎬꎬ３７－２－１ꎬ３７－２－４ꎬ３７－２－５

１－２－４ꎬ１－２－１２ꎬ１－３－１９ꎬꎬ３１－２－４ꎬ３２－７－１ꎬ３７－５－７
７－１－６ꎬ８－１－４ꎬ１７－６－３ꎬꎬ２９－６－２ꎬ３８－４－３ꎬ３８－９－８

２.１.１ 供给侧政策工具
供给侧政策工具占比为 ３３.０２％ꎮ 近年来国家
虽加大了供给侧改革ꎬ但在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的
体现并不明显ꎮ 在供给侧政策工具的各组成要素
中ꎬ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改革的占比为 １４.４７％ꎬ所占
比例较大ꎬ表明教育、体育等相关部门以期通过学
校体育改革ꎬ扭转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下滑的不利
局面ꎮ 然而ꎬ接连 ８ 次的学校体育改革并没有根本
解决学生的体质问题ꎬ关键在于没有很好地解决人

７２
３４
３２
１８

７.３４
３.４６
３.２６
１.８４

３４５

３５.１７

８７

８.８７

１２６
８

３３.０２

１２.８４

９.２８

５７.７０

０.８１

才培养问题ꎬ涉及青少年体质健康人才培养政策所
占的比例仅为 ７.７５％ꎮ 相较而言ꎬ体育基础设施建
设所占比例为 ７.３４％ꎬ比重明显增加的原因主要与
国家密集出台的政策侧重有关ꎬ如在« 体育强国建
设纲要» 中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作为重大工程ꎬ有
力地推动了基层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 [１５] ꎮ 此外ꎬ体
育基础建设作为政府部门的一种“ 显性业绩” ꎬ加之
群众对于体育基础设施的需求度较高ꎬ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增加ꎮ 青少年体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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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资金投入所占比例仅为 ３.４６％ꎬ其作为开展青少
年体质健康活动的物质基础ꎬ应加大体育专项资金
的支持力度ꎮ 综上ꎬ供给侧政策工具总体呈现出无
效供给过多ꎬ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ꎮ
２.１.２ 需求侧政策工具
相较于环境侧和供给侧政策工具ꎬ需求侧政策
工具所起到的效果更加明显ꎮ 然而ꎬ需求侧政策工
具的比重仅为 ９.２８％ꎬ说明政府对于需求性政策工
具使用不足、重视程度不够ꎬ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
策的制定中未能足够重视需求侧政策工具的拉动
作用ꎮ 具体来看ꎬ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外包占比为
４.１８％ꎬ青少年体质健康海外交流占比为 ３.２６％ꎬ青
少年体质健康政府采购占比仅为 １.８４％ꎬ需求侧政
策工具涉及较多的政府体育外包服务ꎬ这说明社会
力量在青少年体质健康资金投入、科学化训练、产
学研结合等方面与学校的合作程度逐渐增强ꎬ社会
力量与学校体育的深度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健康
促进作用ꎮ 在青少年体质健康海外交流方面ꎬ成果
比较显著的是校园足球的开展ꎬ２０１５ 年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 [１６] 的出台ꎬ标志着我国校园足球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ꎬ优秀足球苗子的成长通道不断畅
通ꎬ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得以建立ꎬ青少年体质健
康海外交流活动增加ꎬ在政府的支持下ꎬ基础场地
设施不断完善ꎬ有力地促进了校园足球的发展和青
少年体质健康的提高ꎮ 但是ꎬ需求侧政策工具在青
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中使用频率过低ꎬ影响了青少年
体质健康政策图景的实现ꎮ 综上ꎬ在我国青少年体
质健康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对于供给侧政策工具的
使用较为缺乏ꎮ
２.１.３ 环境侧政策工具
环境侧政策工具的使用占比最高ꎬ但其内部各
要素的比例分布不均衡ꎮ 其中ꎬ青少年体质健康策
略性措施占比为 ３５.１７％ꎬ表明了政府对切实提升青
少年体质 健 康 水 平、 大 力 推 进 健 康 教 育 的 迫 切 心
理ꎬ同时也表明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效力不
足ꎮ 青少年体质健康目标规划占比为 １２.８４％ꎬ部分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目标规划着眼于短期目标ꎬ明
确提出在短时间内提升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ꎬ但
由于缺少配套政策的跟进ꎬ存在政策目标的计划性
和延续性不足等问题ꎮ 青少年体质健康法律管制
作为一种“ 隐形资产” ꎬ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事业的发
展提供有力的支撑ꎬ但在青少年健康风险调控、市
场化培训等方面的涉内容及较少ꎮ 青少年体质健
康税收优惠政策在营造良好的体育市场氛围、打造
体育特色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但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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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０.８１％ꎬ说明目前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处尚未
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ꎬ难以激发社会组织、体育机
构的专项资金投入ꎮ 综上ꎬ环境侧政策工具总体显
现出使用频率过高、内部结构失衡等问题ꎮ
２.２ Ｙ 维度分析
由图 ３ 可知ꎬ政策工具对于 Ｙ 维度中的 ４ 个指
标因素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其中与“ 政策宣传”
相关的政策条目共 ３０ 条ꎬ占比为 ３４.８８％ꎻ与“ 资源
配置” 相关的政策条目共 １２ 条ꎬ占比为 １３.９５％ꎬ环
境侧政策 工 具 使 用 较 多ꎬ 供 给 侧 政 策 工 具 鲜 有 涉
及ꎻ与“ 组织实施” 相关的政策条目共 ２８ 条ꎬ占比为
３２.５６％ꎻ与“ 监督反馈” 相关的政策条目共 １６ 条ꎬ占
比为 １８.６０％ꎻ总体来看ꎬ政府对“ 政策宣传” 政策工
具的使用较多ꎬ对“ 资源配置” 政策工具的使用相对
不足ꎮ

图３

政策工具二维分布图

２.２.１ 政策宣传
在政策宣传方面ꎬ与环境侧政策工具相关的政
策条目共有 ２６ 条ꎬ环境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较
高ꎬ但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工具使用不足ꎮ 在政策
条目的数量来看ꎬ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ꎬ但
各相关部门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存在宣传力度不
足、宣传手段单一等问题ꎬ造成了目标群体对于体
质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不足ꎬ阻碍了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的提高ꎮ 在政策宣传方面ꎬ供给侧、需求侧政
策工具的使用不足ꎬ延缓了体质健康市场化进程ꎬ
削弱了市场以及社会组织参与健康促进工作的积
极性ꎮ
２.２.２ 资源配置
在资源配置方面ꎬ与环境侧政策工具相关的政
策条目有 ８ 条ꎬ需求侧政策工具有 １ 条ꎬ供给侧政策
工具有 ３ 条ꎬ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略有涉及ꎬ但资
源配置整体水平较低ꎮ 当前ꎬ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的推进依然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ꎬ社会组织
及培训机构的健康服务能力规模较小ꎬ辐射作用不
明显ꎮ 此外ꎬ资源分配不均衡阻碍了政策的落实ꎬ
如目前社区作为开展青少年健康促进活动的重要
场所ꎬ依然面临着健康资金投入不足、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尚未纳入城市规划等问题ꎬ从而制约了青少
年体质健康活动的开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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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组织实施
在组织实施方面ꎬ与环境侧政策工具相关的政
策条目有 １８ 条ꎬ供给侧政策工具有 ８ 条ꎬ需求侧政
策工具仅有 ２ 条ꎮ 从政策条目的数量来看ꎬ供给侧
政策工具和需求侧政策工具使用不足ꎮ 青少年体
质健康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ꎬ缺乏市场、各社会组
织的参与ꎬ没有稳定的安全保障、资金来源、基础设
施等行政资源的支持ꎬ仅凭学校的力量难以将政策
落到实处ꎮ 因此ꎬ在政策具体落实的过程中ꎬ政府
要适度增加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ꎬ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ꎬ加强体育与市场监管、税务等相
关部门之间的工作交流ꎬ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ꎬ同时鼓励支持家庭、社区、媒体等目标群体参与
到政策落实中来ꎮ 此外ꎬ还要增加供给侧政策工具
的使用频率ꎬ完善政策体系ꎬ优化资源配置ꎮ
２.２.４ 监督反馈
在监督反馈方面ꎬ从政策数目特征来看ꎬ环境
侧政策工具使用较多ꎬ供给侧政策工具使用不足ꎮ
当前ꎬ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在监督反馈方面ꎬ
依然较为依赖环境侧政策工具ꎬ对供给侧政策工具
的使用程度不够ꎮ 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物质资
源支持不足、多部门联动机制不完善、政策文本设
计的耦合度欠佳、政策权威性不够、制定主体之间
分工不明确等问题ꎬ这主要是由于监督反馈制度不
完善、政策效力不足造成的ꎬ如没有一所学校因为
青少年体质水平的下滑而受到处罚ꎬ监督反馈制度
效力的“ 软化” ꎬ影响了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效力的
发挥ꎮ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１) 从基本政策工具 Ｘ 维度来看ꎬ政府对于 ３ 种
政策工具的使用均有涉及ꎬ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均
衡ꎬ主要表现为环境侧政策工具使用频率较高ꎬ供
给侧政策工具使用不足ꎬ需求侧政策工具缺位ꎮ 同
时ꎬ每种政策工具自身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
环境侧政策工具策略性标规划过多ꎬ税收优惠力度
不够ꎻ供给侧政策工具资金投入不足ꎻ需求侧政策
工具整体发展水平较低ꎬ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
的促进作用不明显ꎮ
２) 从政策落实 Ｙ 维度来看ꎬ政府主要运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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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政策工具对政策落实的“ 政策宣传” “ 组织实施”
“监督反馈”３ 个方面产生影响ꎬ需求侧政策工具使
用不足ꎬ特别是在“ 资源配置” 方面ꎮ
３.２ 政策建议
３.２.１ 促进环境侧政策工具内部结构要素均衡发展
在环境侧政策工具中青少年体质健康策略性
措施所占比重过大ꎬ青少年体质健康策略性措施由
于其较为宏观、笼统ꎬ应适度降低策略性政策工具
的使用频率ꎬ将较为宏观的青少年体质健康策略性
措施进行细化ꎬ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措施ꎮ 此外ꎬ应
适当提高有关青少年体质健康相关税收优惠的力
度ꎬ充分发挥青少年体质健康税收优惠政策在市场
塑造过程中的激励作用ꎮ
３.２.２ 适度增加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比重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环境侧政策工具所
占的比 重 过 大ꎬ 而 需 求 侧 政 策 工 具 使 用 较 少ꎮ 因
此ꎬ应适度增加需求侧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ꎬ实现
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ꎬ激发市场活
力ꎬ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ꎬ充分发挥需求侧政策
工具的拉动作用ꎮ
３.２.３ 加大供给侧政策工具的改革力度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环境下ꎬ青少年体质
健康与科学技术的结合程度更加紧密ꎬ这就要求政
府在完善青少年体质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
养的基础上ꎬ要适度加大科技创新技术和专项资金
投入等政策工具调控ꎮ 首先ꎬ积极提升青少年体质
健康的科技化水平ꎬ借助“ 互联网 ＋ 体育” 等发展模
式ꎬ因地制宜地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青少年体质健
康模式ꎻ其次ꎬ政府应加强对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
宏观调控ꎬ完善市场激励制度ꎬ增加专项服务资金
的投入ꎬ将青少年体质健康专项资金纳入城市发展
规划ꎬ确保专项资金的稳定供给ꎮ
３.２.４ 推进青少年健康服务“ 一体化” 平台建设
青少年体质健康事业的发展是学校、家庭、社
区等相关的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过
程ꎬ多层面的利益关系决定了青少年体质健康工作
的系统性、复杂性ꎮ 青少年体质健康服务“ 一体化”
平台建设不仅涉及学校、社区、家庭等地域因素ꎬ而
且还包括青少年体育认知、大众传媒、体育文化等
隐性因素的影响ꎬ因此需要协调多方因素进而促进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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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了矩阵方程 ＡＸＢ ＝ Ｃ 的四元数爪形自
共轭解问题的解决方法ꎬ定义了爪形矩阵和自共轭

爪形矩阵新的表达方式ꎮ 由于四元数乘法具有不
可交换性ꎬ本文引入矩阵的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积及四元数矩
阵实分解ꎬ 将 四 元 数 方 程 转 化 成 无 约 束 的 矩 阵 方
程ꎬ有效地解决了该问题ꎮ 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求
得方程具有四元数爪形自共轭解的充要条件和通
解表达式ꎬ在方程有解的情况下ꎬ设解集为 Ｓ Ｅ ≠∅ꎬ
利用 Ｆｒｏｂｅｎｉｕｓ 范数乘积的特点ꎬ得到在解集 Ｓ Ｅ 内
的最佳逼近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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