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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    

吴启迪吴启迪吴启迪吴启迪论论论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吴启迪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

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依法

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实现高等教

育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国际化大趋势下高等院校必然的

选择。 

一一一一、、、、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健全运行体制与决策机制健全运行体制与决策机制健全运行体制与决策机制健全运行体制与决策机制    

高等教育法制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保障。现行的法律已有《高等教

育法》、《学位条例》等，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情况已发生了变

化，法律体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如高等教育的投入问题、学位授予问题、

教育质量评鉴问题、聘任教师问题等，都是直接影响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要进一

步明确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大学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保

障大学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主权，保护教师、学生、家长的权益，规定这些权

利、义务、权益最终实现的有效途径等。《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即：在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在大学建立重大决策的咨

询制度，尝试设立有中国特色的理事会制度。这将引导和鼓励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学校在运行体制和决策机制上的探索和创新。 

二二二二、、、、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克服大学行政化倾向克服大学行政化倾向克服大学行政化倾向克服大学行政化倾向    

在大学治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始终同时存在，并共同对大学的建设和

发展产生影响。大学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在大学内部存在着行政化的倾向也是

不争的事实。如何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实现“教授治学”，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改善学校的学术氛围，是值得仔细研究和设计的一件大事。解决方案应是自下而

上，而且应是灵活多样的。另外，在高校之外行政化的表现，如把大学领导的职

位当作一般的组织资源来使用，这也是应当注意避免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尽

可能为本次改革试点单位下放办学自主权限，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和规范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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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事项，在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方面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三三三三、、、、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评鉴方式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评鉴方式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评鉴方式改进高等教育质量评鉴方式    

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对高校的管理方式，从直接的行政管理、行政审批，

转向应用法律、政策、信息发布、监督等方式实行宏观管理，支持学校自主办学。

针对当前高校质量评估中的现实问题，拟对高等教育评鉴中如何转变政府职能的

问题进行探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在高校推进专业评价，建立科学、规

范的评估制度，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工作组将把发挥地方

评估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促进管办评分离列为重点，

并结合对国际质量评鉴的调研，就在我国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综合使用评估、认

证、审核等不同方式的评鉴体系，以及促进高校内部建立自我保障机制等方面提

出咨询意见。 

四四四四、、、、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建立更为积极有效的用人机制建立更为积极有效的用人机制建立更为积极有效的用人机制建立更为积极有效的用人机制    

2006 年以来，国家稳步推进事业单位整体改革，为高校进一步深化用人机

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高校中教师的聘任、考评和激励机制是推动

学校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学校“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除了教师外，职

工的积极性也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到学校运转的支撑环境。如何建立合理而

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用人机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点之一。我们看到

本次教育体制改革试点中数所高校在岗位资源配置、人才选聘、人才评价、人才

激励、人才流转与退出、权益保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实践，这是值得支持

和鼓励的。 

五五五五、、、、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关注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关注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关注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关注    

从大学在校生比例来看，90%以上学生在地方高校，因此地方高校的质量直

接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目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试点较多地集中在

部属高校。作为较全面和中长期的考虑，应加大对地方高校的关注。教育行政部

门要在不违反教育规律和大学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加

强部属院校、本地优势行业与地方院校的交流，鼓励地方院校进一步调整优化学

科专业布局结构，使得学校制度更完善、办学特色更鲜明、学科建设目标更清晰。 

（本文作者吴启迪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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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前沿观察    

许智宏许智宏许智宏许智宏论论论论大学核心任务大学核心任务大学核心任务大学核心任务与与与与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许智宏 

 

为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战略目标

和战略主题，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

中国现代大学的建设历史只有 100 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大学的制度建设明显滞

后。在过去 10 年中，我国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反思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

问题，无不与缺乏完善的制度建设有关。因此，我想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是全面

完成上述目标和发展任务的根本制度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规划纲要对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提出了 3条：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下面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首先，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职责，政府应更多地在宏观层面和

政策层面对教育工作和学校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不同性质的高校应实行分类指导

和分类管理，避免千校一面的情况出现。要改变一些地方不考虑条件和基础，盲

目追求办综合性大学、研究型大学，到处找关系争取硕士点、博士点的情况。大

学应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培养目标、办学特色的差异。政府的政策应激励各类

学校办出特色，均衡发展。 

关于扩大办学自主权，多年来不少大学校长作过不少呼吁。依我个人的经历，

觉得这无非是指在人、财、物的管理上政府各有关部门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使

学校办学的很多方面(教学科研、招生和学生管理、人才培养和使用、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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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等)缺少自主权，导致效率低下。 

对于大学本身的治理，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避免在管理领导层

上出现多中心的情况。学校行政领导的重要职责，一是确保校内学术权力与行政

权力之间的平衡，实行“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校务公开，民主管理，确保师

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二是在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平衡，确保大学作为一个学术

机构的学术自由。在这方面，大学校长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国极需改进校

长选拔任用的办法，在实践中培养出一批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 

大学的内部管理，例如院系的构建和管理权限，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体制，总

会计师制度和审计，教学和科研的绩效评估等，不少还在探索之中。但都应把大

学章程和相关的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一个大学的章程，应该是该大学的宪法。

一旦经过实践总结成为章程，就具有学校大法的作用，不应因校领导的变更而随

意改变。师生对学校各部门的职权、学校学术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和职责、院系

的设立与运转等，也就一目了然。现在部分院校，比如在新的院系和学科的设立

上太随意，所以在谈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学校也应有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和

必要的监督。 

目前由于各种评估太多过滥，大大削弱了评估的价值和作用。各种大学排名，

已成为不少中学和高考生择校的标准。记得哈佛大学的学生去年初在哈佛学生杂

志上发表题为《最后一次排名第一——哈佛大学应当退出大学排行榜》的文章，

他们认为，“哈佛应该利用它的名气和影响力，通过退出排名的行动来削弱排名

的重要性”，并指出“高等教育领域是非常多元化的，根据一个标准化的体系为

大学排名，不能提供学校的准确信息”。我们应推进的是科学的专业评价，以促

进大学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把办学质量放在第一位。须知，大学本身的不少方

面是很难量化的。 

大学的一切制度建设都必须围绕大学的核心任务进行构建。在当前社会上充

斥急功近利、浮躁作假、一味追求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让教育回归它的本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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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不光有知识，而且有完善的人格，高尚的道德，显得更为重要。因此，

大学的制度应确保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倡导优良学风，弘扬大学精神。大家都

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每年诺贝尔奖揭晓之时，媒体都会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

何时能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我对媒体说过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须知，诺

贝尔奖不是钱堆起来的，孕育它产生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恰恰为我们不少大学和科

研院所所忽视，或至少重视不够。我们现在大学的“土壤”不够肥沃，施用了太

多的“化肥”和“农药”，教育者或领导的责任就在于要好好改良“土壤”，形

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使老师能安心教学和从事科研，学生能刻苦学习，培养才能。

也就是说学术界要在制度上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注重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

你也许很难预测第一个诺贝尔奖在哪所大学或哪个研究所出现，但如果学术界不

再如此追求短期的成果，不再满足于出几篇 SCI 论文，真正能静下心来探索科学、

做学问之时，诺贝尔奖在中国出现只是迟早的事。 

（本文作者许智宏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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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比较同型比较同型比较同型比较 

NNNN 大学内部大学内部大学内部大学内部横向治理组织研究横向治理组织研究横向治理组织研究横向治理组织研究    
 

严蔚刚 

 

一一一一、、、、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 

    大学治理结构一般可分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纵向结构主要是指不同层级间

的行政主体或职能部门构成的权力结构，是大学日常治理活动的主要承载者，主

要是由实体形式的机关职能部处室构成。横向结构是指不同主体间的跨职能部门

的组织，是大学重大综合性治理工作的主要承载者，主要是由虚体形式的各委员

会或临时领导小组构成。 

    从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科学而民主地治理大学是建设现代大学的客

观要求。现代大学的发展模式一开始是英国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住宿

学院模式(residential college),发展到 19 世纪后期被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

(research university)取代，进人 20世纪后又发展成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谓

的美国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大学越来越成为一个综合体，不仅包括了以教

学为主的英国模式，以科研为主的德国模式，而且还包括增加了服务内容的美国

模式。在不断发展着的现代大学模式中，教授的权力和职责也在逐渐地扩大，原

本只是教学和教育工作，后来增加了科研任务，到美国模式后，教授还要参与学

校管理和社会工作。现代大学治理面临的客观问题是在大学越来越综合、宏大、

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治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展专门的委员会组织成为了

必然。 

    从高等学校权力配置角度来看，高校内部的横向组织越来越“挤压”纵向组

织。结构为理念服务。科学化的理念越来越排挤大学纵向结构的权力生长，“去

行政化”已渐成趋势甚至潮流；民主化的理念也越来越深人人心，学术民主已成

为大学中最重要的民主内容。两者综合起来的结果，便是由教授们为主构成的委

员会组织要历史性地承担现代大学治理的重任。客观事实也是如此，目前我国大

学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权力从纵向结构向横向结构加速流动，纵向结构由传

统的权力支配型向服务型转变，而横向结构则越来越集中了大学的决策权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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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即横向结构日益承载起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大学治理理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

全面进人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涉及大学内涵发展的一些根本性、

战略性、前瞻性问题，需要做出深刻的认识和切实的回答，仅仅寄希望于大学中

的某个职能部门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横向组织必须发挥应有的咨询决策职能。

因此，加强大学横向治理结构建设，是当前我国大学治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从现代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提出将大学的组织

结构归人“专业式官僚结构”，该结构由 5 个部分组成：战略高层由大学校长、

董事会等领导层组成；运营核心由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组成；中间线是负责协调

上层决策和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的行政部门和院系领导；支持人员是服务性的职

员、教辅人员和后勤人员；技术结构主要是由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授会

等各类专业委员会构成，它既是局部的学术决策组织，同时又为战略高层提供决

策咨询、战略规划等。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组织结构缺少技术结构，即便有也

呈现出空心化趋向，技术结构在合法性基础和组织人事上都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

在，充分发展大学的技术结构即委员会组织可使学术权力得以在组织层面有所附

着。可见，从组织管理角度，建设委员会组织也是构建现代大学组织的重要内容。 

二二二二、、、、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情况考察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情况考察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情况考察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情况考察 

    在我国大学治理中，校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机构，校长办公会通常是行政工作

的最高议事机构，这两者都属于“战略高层”，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它们也属于

横向组织。本研究调查的对象是在这两者之下，经这两者授权成立的校级横向治

理组织，不包括学院一级的横向组织。下面以 N大学为例，阐述有关调查情况。 

N大学为教育部直属高校，该校横向组织以“XX领导小组”或“XX委员

会”的形式出现，共计有 68 个之多。这里按工作内容将这些横向组织粗略分成

四类：党建工作类、教育教学及科研类、行政治理类、后勤保障类。每个横向组

织按“主要职责”“性质”“工作规程”运行状况”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中“性

质”主要是指“工作属性”和“权力来源”；工作规程”是指是否有组织章程或

议事规定等；“运行状况”是指作用发挥的时限和频次(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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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N大学横向治理结构的基本情况大学横向治理结构的基本情况大学横向治理结构的基本情况大学横向治理结构的基本情况 

类别及名称（成立或最后调整时间/

年） 
主要职责 性质 

工

作

规

程 

运行状况 

（1）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2010） 

全面安排、部署、

指导学校党务公

开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2）大学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11） 

规划和指导全校

大学文化建设工

作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3）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2005） 

对学校各基层党

组织精神文明建

设进行年度评比、

考核、表彰 

侧重事

务处理

／要求

成立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4）“三育人”工作领导小组（2006） 

负责推动学校师

德师风建设，总

结、交流、表彰校

“三育人”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5）反腐倡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009） 

领导学校反腐倡

廉建设，构建反腐

倡廉责任体系 

侧重事

务处理

／要求

成立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6）治理商业贿赂自查自纠工作领

导小组（2006） 

指导全校开展治

理商业贿赂自查

自纠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7）“小金库”专项清理工作领导

小组（2009） 

指导全校开展“小

金库”专项清理工

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8）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2012） 

指导全校廉政风

险防范管理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9）廉政文化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2010） 

指导全校廉政文

化教育活动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10）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2009） 

指导全校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党

建

工

作

类 

（11）干部档案审核工作领导小组

（2006） 

负责推动干部人

事档案信息化建

设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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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和谐校园建设工作委员会

（2008） 

负责和谐校园建

设的统筹指导和

督促检查工作，并

对学校有关决议

进行督促与落实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13）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2009） 

指导、组织和协调

学校维护稳定工

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14）本科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011） 

根据国家政策研

究确定学校本科

招生的具体实施

措施、办法，并对

本科招生工作进

行监督检查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15）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2012） 

根据国家政策研

究确定学校研究

生招生的具体实

施措施、办法，并

对相关招生工作

进行监督检查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16）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领导小组

（2008） 

负责统筹协调和

解决研究生培养

机制改革中的重

要问题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17）本科教务委员会（2010） 

负责学校本科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

以及教材建设，开

展教学改革与研

究工作 

侧重决

策咨询 

有

章

程 

长期性／

良好运行 

（18）学位评定委员会（2010） 

按照国家要求，讨

论和审议学校学

位授予的相关工

作等 

决策咨

询 

有

规

定 

长期性／

良好运行 

（19）教师教育发展委员会（2009） 

负责教师教育创

新平台、实验区、

教育硕士的统筹

和指导等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20）教 师 教 育 课 程 建 设 委 

员 会（2008） 

研究和指导教师

教育课程体系改

革、课程内容改

革、课程资源开发

等各项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教

育

教

学

及

科

研

类 

（21）教师教育创新平台管理委员会

（2009） 

负责教师教育创

新平台的统筹和

指导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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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哲 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

（2006） 

讨论审议学校哲

学社会科学的学

科建设与发展战

略、规划及科研改

革的重大政策与

措施，并就学科建

设经费分配原则、

学术评价标准、科

研项目评定、研究

成果评价等学术

事宜进行审定 

侧重决

策咨询 

有

章

程 

长期性／

良好运行 

（23）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2006） 

讨论审议学校自

然科学的学科建

设与发展战略、规

划及科研改革的

重大政策与措施，

并就学科建设经

费分配原则、学术

评价标准、科研项

目评定、研究成果

评价等学术事宜

进行审定。 

侧重决

策咨询 

有

章

程 

长期性／

良好运行 

（24）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2007） 

负责咨询与决策、

检查与指导全校

文献资源保障体

系建设工作 

侧重决

策咨询 

有

章

程 

长期性／

较少运行 

（25）科学技术协会（2005） 

负责开展学术交

流、科技咨询、技

术服务、人才培

训、群众科普等各

项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26）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2011） 

组织和领导学校

有关知识产权的

管理和协调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27） “211 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2007） 

负责“２１１工

程”项目的组织、

建设、协调等工作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28）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2009） 

负责落实“人才强

校”战略，加强学

校的高端人才队

伍建设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29）人事工作领导小组（2003） 

负责教师队伍引

进和补充以及教

师发展、进修提高

等方面的工作 

事务处

理  

有

规

定 

长期性／

良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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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机关职员招聘领导小组（2009） 

加强职员队伍建

设，规范机关部门

职员招聘程序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31）国际化工作领导小组（2010） 

负责指导、统筹协

调全校教师及学

生出（境）交流及

学校国际化工作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32）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2004） 

制定全校学生工

作方针政策和目

标 

侧重决

策咨询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33）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2011） 
全面领导学校的

学生资助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34）学生事务申诉处理委员会

（2006） 

就学生向学校提

出撤销或者变更

相应处理或处分

决定的意见和要

求，进行调查研究

并作出决议 

事务处

理 

有

规

定 

长期性／

很少运行 

（35）规章制度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2009） 

负责统筹规划全

校规章制度建设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36）预算工作领导小组（2009） 
负责学校预算分

配、执行和管理 

侧重事

务处理 

有

规

定 

阶段性／

良好运行 

（37）信息工作领导小组（2008） 

负责学校信息化

建设全面领导工

作，组织协调、监

督检查各部门信

息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38）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2010） 
全面领导学校信

息公开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39）信访工作领导小组（2009） 
全面领导学校信

访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40）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

（2010） 

负责调解学校发

生的人事争议，督

促争议双方当事

人履行调解协议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41414141）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2010)))) 
配合和补充学生

思想教育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行

政

治

理

类 

（42）离退休工作委员会（2004） 
领导、指导、协调

全校离退休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12 

（43）体育运动领导小组（2010） 

负责制定全校体

育运动计划，协调

各运动场馆高效

运行，指导我校师

生合理进行体育

锻炼等工作 

侧重事

务处理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44）附属学校工作领导小组（2009） 

负责大学与附校

之间的联系以及

相关事宜的调查

与研究工作，并对

学校有关决议进

行督促与落实 

侧重事

务处理 

有

规

定 

长期性／

较少运行 

（45）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2004） 

开展教职员工法

制教育、保密教育

及爱国主义教育，

动员、组织防范、

发现和制止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46）保密工作委员会（2010） 
统筹协调学校保

密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有

规

定 

长期性／

较少运行 

（47）“双日捐”活动领导小组（2011） 
负责“双日捐”活

动的部署落实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临时性／

很少运行 

（48）献血工作领导小组（2006） 

负责献血的动员、

布置、领导和组织

落实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临时性／

很少运行 

（49）发展委员会（2010） 

负责争取学校校

外办学资源，营造

良好的校外办学

环境 

侧重决

策咨询  

有

章

程 

长期性／

较少运行  

（50）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监事会

（2010） 

研究和审议教育

基金会重要事宜，

监督教育基金会

各项重大事宜实

施情况 

事务处

理 
有

规

定 

长期性／

较少运行  

（51）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2005） 
指导、部署全校对

口支援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52）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2011） 

负责学校国有资

产管理的统筹与

协调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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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校园建设规划委员会（2011） 

负责校园建设或

改造的有关规划、

设计等工作 

侧重事

务处理 

有

章

程 

长期性／

较少运行  

（54）招标采购领导小组（2009） 
负责学校公用物

品的招标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良好运行  

（55）基建招标领导小组（2003） 
负责学校基建招

标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良好运行  

（56）历史文物征集领导小组（2009） 

负责学校民族民

俗馆的展品征集

等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57）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2008） 

负责落实国家及

教育部促进校园

节能减排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很少运行 

（58）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2003） 

负责全校住房制

度改革与调整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很少运行 

（59）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2010） 

负责指导和监督

全校食品卫生安

全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60）后勤服务考核评估领导小组

（2010） 

负责学校后勤服

务考核评估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61）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2007） 

研究决策学校经

营性资产管理的

重大事项，代表学

校行使资产经营

公司股东权利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有

规

定 

阶段性／

较少运行 

（62）校区专项维修工程领导小组

（2005） 

研讨和审批新校

区年度专项维修

工程项目及预算

安排，确定维修工

程的施工队伍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63）绿化委员会（2003） 
组织开展校园绿

化工作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64）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2010） 

统筹协调学校的

爱国卫生相关工

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有

规

定 

阶段性／

较少运行 

后

勤

保

障

类 

（65）医疗管理委员会（2009） 

负责全校师生医

疗工作的统筹和

协调   

事务处

理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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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安全防火委员会（2003） 
组织、指导学校防

火安全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长期性／

较少运行 

（67）产业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

（2007） 

全面领导校办产

业规范化建设工

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无 
阶段性／

较少运行 

（68）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2012） 

负责对学校社会

综合治理的统筹

和领导工作 

事务处

理／要

求成立 

有

规

定 

长期性／

很少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据对国内兄弟院校的调查，各大学在这些横向结构方面的设

置大同小异。也可以说，尽管这是一所大学的横向组织状况，但大体反映了目前

我国大学横向组织的普遍状况。 

    根据上面的调查及统计情况，至少能够反映和分析出这样一些信息： 

   1.我国大学横向组织对战略决策层的支撑作用十分有限 

    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横向组织数量较多，但主要承担着事务处理的职责(占

90%)。这些事务大都是跨部门的非学术方面的综合性事务，成立这样一些组织

便于沟通、协调和处理综合性事务。但从事务中抽离出来，在更高层面上思考和

规划学校中心工作以及改革发展重大事项，为学校战略层提供咨询决策的组织较

少。而 N大学在较少的咨询决策类组织中集中体现了“教授治学”，一经成立，

即在校内和我国国内大学中产生广泛影响。这类咨询决策类组织的“稀少”和“可

贵”，似乎也说明这是未来横向组织发展的方向。 

    2.我国大学横向组织总体上缺少必要的工作规程 

    数据显示，76%的组织没有工作规程，这意味着这些组织的工作随意性很大。

现实中，这种“随意性”几乎等同于“被动性”，只有在工作不得不推动的情况

下，组织才会被勉强启动。进一步调查可以得知，没有工作规程也是因为有不少

组织是根据校外有关部门的要求成立的，这些组织本身没有独立性，只需要按照

上级部门的要求行事即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间接说明我国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个别有工作规程或章程的组织，几乎都是咨询决策类的组织。

这类组织可见在校内受到了高度重视。 

    3.我国大学横向组织整体上运行得不够理想 

真正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的仅有 12%，而 88%的组织很少或较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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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访谈中发现，组织往往在刚成立时会有一些活动和工作，但一段时间过后

就沉寂下来，甚至再也不见动静。这里面有一些组织担负着阶段性任务，任务结

束后也没有被宣布解散，等到又有类似事务需要处理时，组织又“被想起”。也

有一些组织承担长期性任务，但由于缺乏工作规程，也缺乏必要的检查和监督，

工作往往是蜻蜓点水，应付了事。少数几个良好运行的组织都是学校重视、有严

密规程、赋予明确职权的组织。 

    4.我国大学横向组织在调整更新上存在不及时、不科学的问题 

    上面的调查也显示出，这些现存的组织都是在 2003 年以后成立或调整的，

特别集中在最近三四年的时间。经调查发现，多数组织调整并不是组织职责和功

能随着时代和形势变化而进行的调整，而主要是人事变化之后的组织成员的调

整。人事总是在变化，于是“因人”而不是“因岗”而设立的组织也需要随时进

行调整，但调整的步伐往往跟不上人事变动的速度，所以，一些组织在开展工作

中常常面临着成员缺位的状况。有时由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组织随之

“瘫痪”。这些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大学“法治化”建设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总体上看，我国大学横向组织虽然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

乏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缺少先进的理念指导，工作职责往往停留在具体事务处

理层面，授权成立比较随意，工作规程缺失或不够健全，工作效果很少得到评价

和监督，部分组织有始无终，运行不佳。这些状况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大学组织

的严肃性，影响了大学决策层的权威性和大学内部的制度环境，与建立现代大学

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大学横向组织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应该看到，近几年来，高校在“去

行政化”的浪潮中，开始积极探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对分离”，这必然

需要在治理结构上有所体现，这种体现方式就是建立了诸多具有学术决策咨询性

质的横向组织。以 N 大学为例，学校层面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自然

科学学术委员会、教务委员会、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等都具有了一定的咨询和决

策权力，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教授治学”的理念。正是这些学术横向组织的萌生

和发展，有望推动和引领大学横向组织加快自身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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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建设情况调查组织建设情况调查组织建设情况调查组织建设情况调查 

选取能够代表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水准的美国、英国、德国 3 个国家的 7 所

一流大学，对其横向委员会组织进行了调查(见表 2)。调查内容均来自这些大学

的章程。 

表表表表 2 ：：：：部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部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部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部分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设置情况设置情况设置情况设置情况 

大学名称 委员会设置情况 

耶鲁大学 

董事会下设的常设委员会（13 个）：重大事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投资委员会、教育政策委员会、机构政策委员会、名誉学位委员会、

建筑物与场地委员会、大学发展与校友事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托管委员

会、投资责任委员会、医学院委员会 

加州大学 

董事会下设的常设委员会（10 个）：合规和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教育

政策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场地及建筑物委员会、卫生事务委

员会、投资委员会、长期规划委员会、能源部实验室监督委员会 

斯坦福大学 

董事会下设的常设委员会（8 个）：财务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校友及对外事

务委员会、学术政策及规划和管理委员会、土地与建筑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医疗中心委员会、托管委员会 

牛津大学 

理事会下设的常设委员会（若干）：教育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人事委员会、

规划与资源配置委员会、科研委员会。理事会可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其他常设

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 

剑桥大学 
理事会下设的常设委员会（若干）：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其他常设和

临时委员会，由理事会不定期设立 

柏林洪堡大

学 

评议会下设常务委员会（7 个）：发展规划委员会、财务预算委员会、科学研

究与学术后备力量委员会、教学与学习委员会、媒体委员会、本校地位发展

委员会、促进女性发展委员会（评议会可设其他委员会或授权工作小组就特

殊问题进行调研） 

慕尼黑大学 
评议会为大学校领导行使职能提供咨询，设有中心委员会（4 个）：发展规划

委员会、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调查委员会 

 

    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横向委员会建设有如下特点:第一，管理大学的权威机构

(美国大学的董事会、英国大学的理事会、德国大学的评议会等)下均设有委员会

组织。各大学的章程中都有较大篇幅规定委员会组织的具体名称、职责，甚至人

员组成等。比如，耶鲁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校长和其他资深董事协商后提名，

经董事会选举产生(除重大事务委员会以外的)各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各委员会至

少应有三名或三名以上的董事组成。各委员会应安排各自会期，并在需要时向董

事会或重大事务委员会报告。”斯坦福大学规定，每次董事会例会之前先召开常

设委员会会议。由此可见，委员会组织是这些大学治理的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

分。第二，委员会一般分为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s)和特别委员会(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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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s)。常设委员会是学校的常设组织，特别委员会是临时性组织，负责

某些专项任务，任务结束或届满后自行解散。委员会下也可再设分委员会或工作

小组。大学的权威机构有权根据需要设立委员会。比如，牛津大学规定：理事会

可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地设立其他的常设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耶鲁大学规

定：“董事会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临时组建其他委员会，就有关大学的事

务向董事会或大学提供建议。”加州大学规定：“一个特别委员会自任命之日起期

限为一年，届满时该特别委员会被视为解散，除非设立该特别委员会时由董事会

特别授权或每年由董事会特别授权其在更长时间内存续。”“每个委员会可以根据

委员会工作的需要设立小组委员会，但小组委员会仅仅因需要和服务于特殊目的

而设立。每一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其所属的委员会主席任命，且每一个小组

委员会自任命之日起任期应不超过一年，届满时小组委员会权力失效，除非设立

时由董事会特别授权或每年由董事会特别授权其在更长时间内存续。” 三，委员

会的职能主要是为学校的权威机构(董事会或理事会或评议会等)提供决策咨询

(也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力)。咨询意见一旦被权威机构通过，就会成为学校制度

的一部分，能够长期延续下去。研究对事业发展长期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而不仅

仅研究具体事项如何解决，是中外大学委员会组织的显著区别。第四，委员会一

般都有严格的会议程序或者章程，委员会需要定期提交工作报告或咨询报告。剑

桥大学规定：理事会可要求常设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报告须遵守

理事会认为合意的规定。根据实际情况，理事会在征询该机构意见后认为有必要

公示该年度报告的，则应在《剑桥大学通讯》上刊发该报告。 

通过对比我国大学与美、英、德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横向组织，发现二者差

别较明显(见表 3)世界一流大学在横向组织建设方面的成熟经验值得我国大学学

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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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情况比较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情况比较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情况比较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横向治理组织情况比较 

 数量 成立或撤销 分类  性质 人员组成  工作程序 作用发挥 

世界一流大

学 
较少 

董事会或理

事会或评议

会等授权和

撤销 

区 分

常 设

与 临

时 

多为咨

询决策 

严格规定人

数，由岗位

和选举结合

产生 

有严格规定，

定 期召 开会

议，定期提交

咨询报告 

不可替代

较好 

我国大学 较多 

党委常委会

或校长办公

会成立，往

往没有撤销 

没 有

区分 

多为事

务处理 
比较随意 比较随意 不均衡 

 

四四四四、、、、对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的建议对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的建议对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的建议对我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的建议 

    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对横向组织认识不深，定位不准，建设不够。而改善我国

大学治理的基本思路离不开对纵向治理结构和横向治理结构的改造。纵向治理主

要是做减法，权力分流，压缩层级;而横向治理主要是做加法，增加职责，扩大

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横向治理更为重要，更接近大学治理的本质和核心。 

    1.深化对横向治理组织重要性的认识 

    目前我国大学的横向组织职能远没有达到明茨伯格提出的作为“技术结构”

的职能，即向“战略高层”提供战略规划、决策咨询等职能。深化对横向组织重

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当下我国大学治理中“去行政化”的问题。

如果说大学治理“行政化”体现在学术权力由纵向行政机构掌握把持的话，那么，

“去行政化”则体现在学术权力由横向委员会组织掌握把持，权力实际上是纵向

结构与横向结构之间流转，这是对大学横向治理组织重新认识的关键内容。 

   2.重新定位横向治理组织的职能 

    我国大学的横向组织职能几乎等同于纵向机构的职能，主要定位在处理具体

事务上，只不过处理的具体事务涉及多个党政机构需要“横向”进行协调而已。

重新定位的横向组织职能要从原来的一维向三维过渡，即由单纯事务性处理向事

务处理、决策咨询、制度建设过渡。这三维可以看成是一个递进过程，事务处理

仅是浅层次的初级职能；对重大事项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影响学校重大发展的职

能则更加进一步；而最终能够形成制度，成为章程的一部分，长久地对学校建设

和发展产生影响，则是高层次的职能。最后一项职能对我国大学来说尤其重要，

我国大学的掌管者总有忙不完的“事情”，而国外大学的掌管者更多关注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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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度”与“事情”的区别在于“制度”是千差万别的“事情”背后的梳理

和规范，是长久的解决问题之道，更具有彻底性和根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

国大学横向治理组织更需要强调决策咨询和制度建设的职能。 

    3.梳理改造原有横向治理组织 

    我国大学现有的“横向组织”很多处于“隐性”状态，师生不清楚，职能部

门不了解，甚至组织成员本身都不知自己身在其中，这样的“横向组织”不仅不

能发挥作用，而且会给学校治理的权威性、严肃性、公信力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梳理和改造现有“横向组织”非常必要。事实上，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目前我

国大学横向组织绝大多数的职能是处理具体事务，这些事务往往是上级部门或校

外一些机构组织布置给高校的工作，由于校外与校内机构组织不对接，这些工作

往往需要几个部门联合完成，于是成立了一些由多部门人员参加的所谓“横向组

织”。建议除了少数具有决策咨询性质的横向组织予以保留以外，其他组织原则

上一律撤销，其原有的协调处理具体事务的职能交还给各位校级领导，因为校级

领导本身就具有协调各职能部门的职能，再成立横向组织有冗余之嫌。 

    4.设计架构新型横向治理组织体系 

    这是横向组织建设的重点。新型横向组织体系构成要精简高效、宁缺毋滥，

一般可划分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两大部分。常设委员会可按学校事业发展大

类进行建设。所谓事业发展大类，主要指教学、科研与学科、人才队伍、开放办

学、行政管理、后勤保障、财务与筹资、党建等类别，以这些大类为单位成立委

员会组织，数量一般在 10 个左右。借鉴美国大学委员会人员构成须有一定数量

的董事会成员，我国大学的委员会组织也可吸纳分管该大类工作的校级领导加人

其中，甚至在有些非学术类委员会中可以由分管校级领导担任委员会主任，以提

高委员会的工作效能。临时委员会是落实阶段性工作或临时性任务的组织，属于

一事一议，应根据工作需要而设立，随着任务完成而解体。 

   5.明确横向治理组织在大学中的位置 

    无论是常设委员会，还是临时委员会，都是由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或校长授

权成立的。根据需要，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或校长可增设或撤销委员会组织。授

权成立也就意味着委员会组织要向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或校长负责。这样，也就

明确了委员会组织在大学治理中的位置，即在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或校长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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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职能部门之上。委员会组织主要为“战略高层”提供决策咨询，也具有一部

分具体事务的决策权力。党政职能部门主要执行党委常委会(党委会)或校长的决

策，也会承担一部分来自委员会的决策事项以及委员会布置的调研等工作。换言

之，党政部门既是“战略高层”的决策执行机构，也是某类委员会组织的办事机

构。 

    6.规范横向治理组织运行秋序 

    为保障横向组织的运行活力，委员会组织特别是常设委员会组织要制订各自

的章程或议事规则，严格依照章程或规则行使权利。委员会组织要不定期地或者

按学期、学年提交工作报告或咨询报告，提出切实可行的推进事业发展的思路和

举措，以及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国外一些大学把委员会报

告看成是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学校重大决策和重大制度的出台均依赖

于这些报告，这值得我国大学借鉴。为促进委员会组织工作，还应提出明确要求，

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在讨论一些事关师生切身利益、事关学校事业发展的重

大事项时，相应委员会需要提供征求意见情况和研究论证材料，否则不予讨论通

过。 

    7.横向治理组织建设纳入大学章程 

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制订和完善大学章程。大学横向组织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结

构，加强大学横向组织建设是今后一段时间大学治理的重点和趋势，所以有关内

容不仅要纳人大学章程之中，而且要在篇幅和内容上予以重点强调，这也将是大

学章程中的亮点之一。国外一流大学的章程都对各类横向组织有着明确细致的规

定，加之这些学校深厚的依法治校传统，横向组织均发挥了较好作用。我国大学

章程也应明确各类委员会组织的职能、组成、运行等内容，这样，通过大学“宪

法”能够进一步明确和提升委员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本文作者严蔚刚系东北师范大学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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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专题专题专题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浙江本科院校浙江本科院校浙江本科院校浙江本科院校 CSSCICSSCICSSCICSSCI 收录论文研究收录论文研究收录论文研究收录论文研究

（（（（2005200520052005----2012201220122012））））    
 

隋秀芝，李炜，黄志强，陈小众 

 

    为促进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学科建设，使一定数量的重点学科

达到全国同类学科先进水平，有力带动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建设，

不断提高省属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新贡献，

2005 年，经浙江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评估委员会评审、省政府批准，省教育厅

评出11个学科为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从当年起每年投入330

万元用于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发展，有关高校按不少于 1：1的比例进行经费配套。

各基地的设立实行竞争入选、定期评估、滚动发展和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这对

促进省内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形成良性竞争的发展趋势具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为了从整体上反映 2005 年以来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状况与

水平，展现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和发展优势的学科，本研

究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南京大学)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为数据源，以浙江省 32

所地方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对各院校 2005-2012 年 8年间被收录论文进行学科

发展的统计分析，期望研究结果有助于各高校了解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存在差距，

促进高校间的竞争与合作：为进一步拓展各高校优势学科的建设、加强学科建设

工作的针对性提供决策依据；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评估和重点

基地建设提供信息参考，有效促进地方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更快更好的

发展，实现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 

一一一一、、、、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数据收集数据收集    

    利用 CSSCI 数据库，通过“作者单位”关键词对浙江省 32 所本科院校在

2005-2012 年间被收录论文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逐条筛选，仅选取第一作者

单位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在检索过程中，为使所统计数据尽可能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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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更改校名或合并的院校，则对其更改前后所用校名和合校前的学校一一进行检

索整理。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 32 所本科院校中不包括浙江大学，因为

浙江大学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所“211 工程”和“985 工程”大学以及部属高校，

无论是从综合实力还是科研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比较，浙江大学基本都排在全国

高校的前三甲，浙江省省属本科院校与之无可比性。二是时间跨度之所以选择为

2005-2012 年，其一是从 2005 年起浙江省大力推动了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建设；其二是在 2004 年有 4 所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并有 8 所学

校在这一年经教育部批准正式升格更名，可以说浙江省本科院校在这一年的变动

最大，之后虽然也陆续有学校更名或实现专升本，但基本还是比较稳定的，故从

2005 年开始统计比较合适；另外 CSSCI 数据库所能提供的完整数据目前截止至

2012 年，所以尽可能保证了数据处理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共收集

数据 17421 条，并进行分析。 

二二二二、、、、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1.收录论文的学科分布 

    论文的学科分类以 CSSCI 数据库的分类为准。统计发现：浙江省 32 所本科

院校被收录的 17421 篇人文社科论文主要分布在 26 个学科(见图 1)。从论文数

量看，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其中经济学和教育学的论文数量遥遥领先，

均超过 3000 篇。尤其是排名第一的经济学，总量达 3315 篇，年均发文量超过

400 篇，占总收录论文的 19.03％，显示出浙江省高校在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所获

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其次是教育学，论文收录量仅低于经济学排名第二，这两个

学科可以说是浙江省高校中的强势学科。作为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的大省，浙江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发展，“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是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

内容，可以说在浙江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取得显著提高的同时，相关研

究也收获累累硕果，不断推动着浙江省向高等教育大省的方向迈进。 

除此之外，论文收录量超过 1000 篇的学科还有管理学、中国文学、图书馆

／情报与文献学以及艺术学，这 6个学科总的发文量为 11368 篇，占总发文量的

65％，可以说是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优势学科。发文量在 500-1000 篇

的学利，也有 6个，按论文产出量的多少排序依次是体育学、法学、语言学、哲

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历史学，总发文量为 3848 篇，占论文总收录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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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从发文量来看，这 12个学科的论文量占总论文收录量的 87%，是浙江省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发展的学科(见表 1)。而外国文学、文化学等 11 个学科

的论文收录量则相对偏低，总量不到 300 篇，平均每年每个院校不到 1篇，这说

明其学科发展力不足，科研产出能力较弱。尤其是宗教学、民族学、环境科学等

学科，研究规模较小，论文产出有限，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表表表表 1111：：：：收录论文数量范围及学科数量统计收录论文数量范围及学科数量统计收录论文数量范围及学科数量统计收录论文数量范围及学科数量统计    

收录论文数量范围 学科数量（个） 所占比例（%） 论文量（篇） 所占比例（%） 

论文量≥1000 6 23 11368 65 

1000≥论文量≥500 6 23 3848 22 

500≥论文量≥100 7 27 1927 11 

论文量≤100 7 27 278 2 

合计 26 100 17421 100 

 

    2.各学科论文的年度分布 

    浙江省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从论文收录总量来看，自

2006 年开始，论文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至 2009 年达到最大值，显示出人文社

会科学在这几年中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后两年虽然论文总量有所下降，但从

2005-2012 年均论文收录量来看(17421/8=2177.6 篇)，2008-2011 四年间的发文

量均超过平均值，可以说这 4年是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论文多产的时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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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该注意到，自 2010 年开始，收录论文数量却在逐年下降，至 2012 年收录量

甚至低于 2005 年。从各学科的发文量来看，2009 年基本是一个拐点，自此开始，

各学科发文的势头也在不断减弱。可以说在这 8年中，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的发展经过了发展上升期、鼎盛时期和发展的缓冲期(见表 2)。 

论文数量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研究发展的状况。应该说 2005

年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省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的发展，建设经费的大量投入不仅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条件大大改善，

为进一步提升其内涵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推进学科深入发展、人才培养

和社会服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在高校

中的弱势地位，提升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形象。同时，各高校随之设立的科

研激励政策也促进了广大人文社科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热忱和创新积极性，如浙江

师范大学对省(部)级以上项目按 l：1.5 经费配套奖励，并且可直接提取总经费

(纵向拔款和学校配套)的 10%奖励课题组成员；浙江理工大学对发表在《哲学研

究》、《心理学报》等 20余种期刊上的论文进行高达每篇 3万元的奖励等。这些

奖励措施极大地激励着广大人文社科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积极性，促使高质量的科

研成果不断涌现，出现了论文成果产出的高峰期。 

表表表表 2222：：：：2005200520052005----2012201220122012 年人文社会科学个学科论文的年度分布统计年人文社会科学个学科论文的年度分布统计年人文社会科学个学科论文的年度分布统计年人文社会科学个学科论文的年度分布统计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计 

1.经济学 454 416 416 427 461 404 431 306 3315 

2.教育学 275 313 381 412 488 456 446 326 3097 

3.管理学 208 208 199 215 237 175 161 155 1558 

4.中国文学 101 129 165 166 180 166 174 135 1216 

5.图情文献 133 156 165 152 170 144 132 101 1153 

6.艺术学 54 86 83 154 168 202 181 101 1029 

7.体育学 109 134 98 82 95 95 74 42 729 

8.法学 81 85 88 89 98 96 101 83 721 

9.语言学 61 94 87 101 108 95 96 76 718 

10.哲学 59 64 78 74 95 91 92 72 625 

11.新闻传播 36 57 79 73 74 81 80 53 533 

12.历史学 69 51 69 70 58 79 80 46 522 

其他 190 232 252 290 367 338 308 228 2205 

合计 1830 2025 2160 2305 2599 2422 2356 1724 17421 

 

    但 2010-2012 年这 3年论文的数量却在不断下降，这不得不令人深思。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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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相应经费有所减少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如浙江省教育厅 2012 年第 408

号文件《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验收

和“十二五”期间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就明确

规定：自 2011 年开始，省财政每年对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投

入经费为 100 万元／个，高校每年按不少于 50%的比例进行资金配套。这相比于

2005 年基地建设经费减少了 2/3；几乎与此同时，各校的配套经费和奖励额度也

在不同程度地下降，这些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科研成果的产出。当然更为重要

的是，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科研需要财力的支持，更需要时间去积累。

相信在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和缓冲之后，浙江省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再次

进入厚积薄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3.各学科论文的院校分布 

从 2005-2012 年论文收录总量来看，浙江师范大学收录论文数量遥遥领先

(3087 篇)，超过排名第二的浙江工商大学近 1000 篇，优势明显，可以说这两所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综合发展实力突出。另外，论文收录总量超过 1000 篇

的还有 5所学校，依次为温州大学、宁波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和

浙江工业大学。由图 2可见，相邻两所院校间的论文数量差距不是很大，说明这

5所院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上实力相当。总的来看，这 7所院校在论文收

录量上远远高于其他高校，虽然占院校数量的比例仅为 22%，但论文收录量却占

总论文量的 67%，可以说是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主力军。 

重点学科的发展和科研水平影响着各高校在省内的学术地位和声誉。根据图

1 中数据，8 年间发文量超过 500 篇的学科有 12 个，将这 12 个学科作为浙江省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发展中的重点学科，统计其论文收录量排名前 6的院

校分布，以了解各重点学科收录论文的主要贡献院校(见表 3)。12 个重点学科总

的论文收录量排名第一的是浙江师范大学(2620 篇)，超出排名第二的浙江工商

大学(1862 篇)将近 800 篇，显示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实力突

出，这也有力地印证着浙江师范大学在省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所享有的较

高声誉。排名第三的是温州大学(1315 篇)，随后依次为宁波大学(1267 篇)，浙

江财经学院(1177 篇)，杭州师范大学(1084 篇)，这 6所院校是 12个重点学科中

的第一梯队，论文收录量均在 1000 篇以上，优势明显。而浙江理工大学(40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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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浙江工业大学(931 篇)、浙江传媒学院(560 篇)和绍兴文理学院(477 篇)，

排名第十，从论文收录数量上看，差距十分明显。 

 

浙江师范大学虽然在这 12个重点学科的论文收录总量上排名第一，但在单

个学科的论文收录量上却不是很突出，只有教育学科排名第一，法学学科竟然未

进前 6 名，其他 10 个学科的排名从第二到第六分布不一。与之相反，尽管浙江

工商大学在 12 个重点学科的论文收录总量上落后于浙江师范大学，但在单个学

科上却表现不俗，在经济学等 8个学科中均排名第一，显示出浙江工商大学在这

些学科上拥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较强的研究实力。另外，宁波大学在语言学科中

论文收录量排名第一，法学、教育学也表现不弱；浙江农林大学在新闻传播学科

中独领风骚，超出第二名有 100 篇；温州大学的历史学科优势明显，教育学和中

国文学收录论文量也较高；浙江财经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和新闻传播论

文收录量也较高，分别名列第二。尤其是教育学似乎已不再是师范类院校的“专

利”优势了，温州大学、宁波大学等综合类高校也异军突起，不容小视。以上数

据表明这些高校已在省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

和学科优势。而浙江理工大学仅在体育学(排名第三)和新闻传播(排名第四)两个

学科中有排名，与上述高校的差距不言而喻。作为省属重点高校，要提高学校的

综合发展实力和竞争力，其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待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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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333：：：：12121212 大重点学科收录论文主要院校分布大重点学科收录论文主要院校分布大重点学科收录论文主要院校分布大重点学科收录论文主要院校分布    

院校名称（发文量（篇）） 序

号 

学科

名称 1 2 3 4 5 6 

1 

经济

学 

浙江工商

（843） 

浙江财经

（649） 

浙江师范

（326） 

宁波大学

（271） 

浙江工业

（217） 

温州大学

（150） 

2 

教育

学 

浙江师范

（872） 

温州大学

（402） 

宁波大学

（283） 

杭州师范

（273） 

浙江工业

（208） 

浙江树人

（105） 

3 

管理

学 

浙江工商

（401） 

浙江财经

（171） 

浙江工业

（151） 

浙江师范

（149） 

宁波大学

（129） 

温州大学

（116） 

4 

中国

文学 

浙江工商

（360） 

温州大学

（139） 

浙江师范

（98） 

浙江万里

（97） 

浙江财经

（95） 

嘉兴学院

（79） 

5 

图情

文献 

浙江工商

（143） 

宁波大学

（133） 

浙江农林

（108） 

浙江师范

（83） 

湖州师范

（59） 

浙江财经

（58） 

6 

艺术

学 

浙江工商

（272） 

温州大学

（165） 

浙江农林

（133） 

浙江师范

（106） 

浙江万里

（53） 

温州医学

（43） 

7 

体育

学 

浙江工商

（116） 

浙江师范

（81） 

浙江理工

（78） 

宁波大学

（75） 

温州大学

（57） 

绍兴文理

（36） 

8 法学 

浙江工商

（129） 

宁波大学

（87） 

温州大学

（69） 

浙江工业

（69） 

浙江财经

（68） 

中国计量

（63） 

9 

语言

学 

宁波大学

（104） 

浙江工商

（98） 

温州大学

（88） 

浙江师范

（67） 

浙江工业

（59） 

浙江财经

（37） 

10 哲学 

浙江工商

（111） 

浙江财经

（95） 

温州大学

（71） 

浙江师范

（57） 

浙江工业

（47） 

嘉兴学院

（36） 

11 

新闻

传播 

浙江农林

（182） 

浙江财经

（64） 

浙江工商

（37） 

浙江理工

（36） 

宁波大学

（27） 

浙江师范

（20） 

12 

历史

学 

温州大学

（106） 

浙江工商

（82） 

浙江师范

（66） 

宁波大学

（54） 

浙江万里

（35） 

浙江财经

（30） 

   

       4.收录论文的学科研究特征分析 

   （1）学科研究的活跃度分析。从各学科论文类型的统计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一

学科的一些特征，如评论性文章较多说明这一学科注重学术批评，学术活跃；综

述性文章则可以帮助学界进行学术回顾和反思，这两类文章对促进学术繁荣和学

科健康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从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收

录论文的类型来看，研究型论文占了绝大多数，有 16321 篇，所占比例高达

93.69%，评论类论文为 456 篇，综述性论文为 261 篇，所占比例极低，分别为

2.62%和 1.50%，其他为报告、访谈录和传记资料等(共计 383 篇)。总的看来，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局限于针对某一问题进行探索式研究，没有形

成活跃的学术讨论氛围．也缺乏对学术的反思。从评论和综述两类论文的学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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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来看，经济学学术讨论最为活跃，中国文学紧随其后，教育学、艺术学和管理

学也相对比较活跃(见图 3)。 

   （2）学科发展的国际化程度分析。一个学科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一方面可以从

其是否在国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外文论文来体现，另一方面看其是否关注并借

鉴国外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对外文文献的引用上。通过对论文引用文

献的语种进行统计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学科研究人员的整体语言能力和获取学术

资源的范围，对国外研究成果、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的引入情况，能够从一个侧

面来分析学科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一般说来，引用外文文献较多的学科，该学科

研究的发展较为迅速，与国外研究接轨的能力也越强。 

从表 4 数据可以看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的引用文献主要

是中文，总的引用文献为 177533 篇次，其中外文引用文献为 47958 篇次，平均

所占比例为 27.01％。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文引文量总体趋势在逐年增加。2005

年外文引文量所占比例不到 20%，但自 2009 年起，外文引文量所占比例超过 27%，

至 2012 年，外文引文量所占比例已达到 36.73%，8年时间内增长 17.36%，这表

明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国际发展态势并能积极学习和借鉴，

国际化程度不断增强。 

 

另外，从各学科论文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情况来看，心理学、管理学、外

国文学、语言学和统计学等学科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比例比较高，有超过 50%的

论文都有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尤其是心理学，有超过 80%的研究论文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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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说明这些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较高，研究者们对外文的

掌握程度也较高，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较强。而考古学、艺术学、中国文学和马克

思主义等学科．只不到 10%的论文引用了外文参考文献(见图 4)。 

表表表表 4444：：：：收录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统计收录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统计收录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统计收录论文引用外文文献统计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合计 

外文引文（篇次） 3029 3928 4883 5650 7948 8563 6081 7876 47958 

引文总量（篇次） 15632 18240 21029 23516 28627 29044 20004 21441 177533 

所占比例（%） 19.38 21.54 23.22 24.03 27.76 29.48 30.4 36.73 27.01 

 

本研究认为，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区域化特征，如中国文学、民族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其研究成果的利用和传播难以跨越区域界限。其他大多

数学科，尤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等，要有真正的发展必须放眼国际，广取博收，

充分吸收世界上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吸取其精华，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相关学

科的发展。 

 

       三三三三、、、、结论与思考结论与思考结论与思考结论与思考    

    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应该是实践性与问题性，而不再是囿于书

斋中“皓首穷经”却不闻不问社会现实，这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原创性

的根本出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因此，为了推动浙江

省地方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一方面要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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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另一方面各院校要根据浙江省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进

一步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力度，争取推出一批对浙江乃至对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有深度、有决策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各院校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力和竞争意识的主要途径，也

是建设与发展地方高校有区域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必由之路。 

    2．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的院校分布较广，显示出各院校间的竞争

比较激烈。所以，浙江省地方高等院校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加强各院校

间的横向联合，并不断推动与科研院所、行业产业以及政府机构等开展协同研究，

整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构建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努力使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促进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 

    3．评论类和综述类论文偏少，显示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思想放得不

够开，学术氛围还不够活跃。要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

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这

是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 

    4．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明

显的意识形态差异，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片面地

强调国际化，而是应该做有辨别力的“拿来主义”者，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

有益成果，做到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让“国际化”为“中国化”服务，并争取

向世界介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国际话语

权。 

    5．加强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未来要取得重大成果的突破点。在论文统计中发现，有时

一篇论文的学科分类是多元的，显示出学科间的交叉和渗透。所以，各院校应在

加强优势学科发展的同时，加大交叉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力度，这是培育新的学科

增长点、促进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关注社会、

关注现实。如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生态文明的发展，环境伦理学研究已经引起

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近十年间，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研究在广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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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从统计中发现：浙江省地方高等院校中有关“环境

科学”的研究却廖若晨星。浙江省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但生态文明建设尚处

于起步阶段，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度还不高，全社会深厚的生态文化氛围

尚未形成，仍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思想，所以将中国传统的“天

人合一”等环境保护的思想融人其中，加强环境和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应该成为地

方高校研究的重点和热潮。 

    上述统计分析仅仅是基于 CSSCI 数据库收录的研究论文，而高水平的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成果形式还有很多，如专著、研究报告、政策咨询、对策建议等。但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研究成果的取得，要保证其具有较高水平，都需要以高水平的

学科为依托。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就难以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也就很难创造

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以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发展

和繁荣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因素。 

    （本文作者隋秀芝系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李炜系浙江理工大学网络信息中

心工程师；黄志强系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小众系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研究馆

员。） 

 

 

 

 

 

 

 

 

 

 

 

 

 

 



 32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 

配置及定位的比较配置及定位的比较配置及定位的比较配置及定位的比较 
 

许为民，张国昌，沈波，李成刚 

 

一一一一、、、、国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    

本研究选取的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日本东京

大学四所国外大学，分别是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大学的典型代表，所在国家的

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都走在世界前列，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学术力量和行政力

量的配置与定位上，既有现代大学的共同特点，也有其自身的鲜明个性。  

1111．．．．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共同特点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共同特点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共同特点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共同特点    

    （（（（1111））））坚持学术力量在学校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坚持学术力量在学校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坚持学术力量在学校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坚持学术力量在学校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大学不为政治服务，不为

特定的人服务，只服务于高深的知识和真理，学术力量在学校治理中处于主导地

位。四所大学的评议会（评议院）是学校的主要学术权力机构，教授为主的各团

体通过评议会实施学术事务的审议权和决策权，评议会的作用反映了学术力量在

学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例如，《柏林州高等学校法》规定了州内各大学的学术

评议会具体的 15 项职责，主要包括：审议批准学校发展规划、学校财政预算草

案；审议决定学习条例、考试条例、学位条例、学籍条例、课程设置等各项章程

制度；审议决定校长和副校长的人选、教师岗位设置、人员聘用、后备人才；审

议决定设备配置计划、调整学校设施的使用；审议决定专业和组织机构设置与撤

销；处理涉及学校整体的其他原则性事务等，从这些职责来看，学术评议会在大

学的发展中处于主导性地位。 

    另外，从学术评议会的人员构成来看，柏林工业大学来自学院的教授比例超

过 50％，根据半数决定的原则，意味着只要教授代表对某一学校事务形成了一

致意见，就可以不顾其他代表的反对而实施。这个规定保障了学术评议会在学校

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使是在行政力量相对强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不仅对

教师聘任、教学、课程方面负首要责任，而且还可以参与诸如制定学校目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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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校长遴选等重要事务的决策。 

    （（（（2222））））明确行政力量是提高学校治理效率的关键明确行政力量是提高学校治理效率的关键明确行政力量是提高学校治理效率的关键明确行政力量是提高学校治理效率的关键。。。。现代大学为适应现代社会

的发展，规模大大扩展，成为巨型系统，因此在原先单纯学术机构基础上形成了

庞大的行政系统，行政管理具有了必要性和合法性。现代大学事务繁多，必然要

求有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行政人员。1975—2005 年间，美国教师人数增长了 51

％，管理和其他人员增长了 240％。在这种背景之下，行政力量逐渐成为提高学

校治理效率的关键。 

四所大学在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系统中设立一些专门委员会作为校长

的咨询委员会，分别履行各自的审议、咨询职能，确保校长向评议会提出的方案

可行，这些委员会并不附设于评议会。校长负责制和评议制保证了学术权力的参

与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由单独的部门或个人转向注重专门委员会以增

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同时也提高了决策的效率。 

    在国外高校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关系中，大学校长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虽然我们一般总是把校长作为行政力量的代表，但在实际运行中校长往往并不是

一种单一的角色。大学校长一般需要有良好的学科背景，往往以学识丰富的学者

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很多大学校长由全体教师或教师代表民主选举产生，

并且担任评议会的主席。在此意义上，他（她）兼具学术力量代表的角色。 

    校长担任评议会主席，主要负责主持评议会的审议、决策，平衡各方面的意

见，以保证个人负责制和评议制进行有效的协同，减少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冲

突。评议会对学术事务决策后，由校长负责的行政系统去执行，校长在协调两者

关系和执行评议会的决议中起到重要作用。     

    柏林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也并不单纯是被动地执行和服务，行政权力在执行

学术决策过程中发现问题，也可以通过绩效评价等手段予以纠正，以帮助学术评

议会成员提高决策能力与水平。 

    因此可以认为，大学校长虽然主要作为行政力量的代表，但在一定的情况下

他（她）也可以是学术力量的代表，他（她）是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协调的

中心枢纽，也是大学在保障学术力量主导地位前提条件下，行政力量提高学校管

理效率的关键。 

       （（（（3333））））重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重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重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重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近些年来，大学与社会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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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日益密切，一方面，大学从社会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办学资源，另一方面，外部

社会力量越来越介入到学校内部的办学过程中，表现为行政力量在学校内部权力

关系中不断得到加强，对传统占主导的学术力量形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维

护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加强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成为高校处理学术力量与

行政力量平衡的重要内容。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派鉴于在原有校园权力格局下，认为东京大学的各

个学部的教授会容易形成既得利益团体，无法为学校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因此，

希望“校长自由裁量”能提高行政力量的活动空间，但是，东京大学学术力量对

于“校长的自由裁量”明确予以了反对，致使支持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联盟也

做出了让步，体现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 

    德国通过立法和大学章程明确大学学术评议会的法律地位、人员构成和职责

范围，以保障学术权力的全面履行，校长很难对学术评议会成员的表决施加行政

方面的影响或干涉，这为学术力量发挥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作用创造了条

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辞职，也体现了学术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和监督。 

    （（（（4444））））夯实学术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夯实学术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夯实学术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夯实学术力量在基层组织的基础地位。大学是一个底部厚重的文化组

织，它的各项活动的开展、职能的履行直接依赖处于操作层次的基层学术组织。

作为大学最基层的单位，处于知识生产的第一线，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学术力量

生存的根基。四所大学较为完善的基层学术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为学术力量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 

    哈佛大学学术权力的重心不在校部机关，而是分散在下面各个学院甚至在各

个教授身上。重心的下移，充分体现哈佛大学对学术自治和教授治学理念的追求，

为哈佛保持自身的学术活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柏林工业大学学术组织的重心在研

究所层面，学院层面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十分有限，是咨询性质的组织。研究

所是柏林工业大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基本保障。剑桥大学的系是学术组织的基

层单位，权力主要集中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在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与晋升及有关

科研经费预算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222、、、、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不同个性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不同个性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不同个性国外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不同个性    

       （（（（1111））））与学校的历史密切相关与学校的历史密切相关与学校的历史密切相关与学校的历史密切相关。。。。大学是继承历史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基因，

使大学具有不同的办学传统，表现出不同的办学特征。洪堡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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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和教学统一在教授身上，加强了教授的领导地位和在大学管理中作为兼职

决策者的重要作用，把学术自由与自治作为大学管理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德国典

型的大学一学院一研究所（讲座）组织结构形式、讲座制的模式，权力大都掌握

在教授个人或共同体手中，校级行政控制力量十分虚弱，是较为典型的教授治校。

这种办学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哈佛大学成立之初，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来自外部的捐赠是其收入的主

要来源，以致大学的命名与捐赠者有关。哈佛大学筹资结构的多元化间接地影响

了大学治理结构，为吸引外部资金，哈佛大学董事会由殖民地时期的神职人员和

地方官员为主体的结构过渡到由经营有方且熟悉公共事务的工商业者组成的结

构，这大大降低了政府对大学的干涉程度，同时，也使大学更加注重社会的外部

需求。 

    （（（（2222））））与外部的环境密切相关与外部的环境密切相关与外部的环境密切相关与外部的环境密切相关。。。。大学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经济发

展环境，对大学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大学对外

部环境的反应，是越来越积极，也越来越敏感。英国是崇尚自由的国度，被称为

自由主义之乡。国家对教育采取少干预甚至不干预政策，只是通过资助和监督的

方式参与教育管理，使教育保持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自由主义奠定了

剑桥大学自治的基础。进入 21 世纪以后，英国政府不断出台高教新法规，要求

大学提高效率以适应新环境。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也逐步

渗透，促使大学进行市场化治理。美国大学既借鉴洪堡的大学理念、强化科学研

究职能，又倡行“威斯康星思想”，扎根于实用主义土壤，热衷于应用研究，服

务于社会需求，因此，美国大学对外部社会需求比较敏感，同时，外部社会力量

也较多地介入到学校的管理中。欧洲国家的大学，教授拥有较大的权力，无论是

学术的还是行政的，所以一般认为是教学治校，而美国一般则认为是教授治学，

因为，在学校管理层面，德国、英国、日本的教授比美国教授有更大的权力。 

    （（（（3333））））与内外的斗争密切相关与内外的斗争密切相关与内外的斗争密切相关与内外的斗争密切相关。。。。大学是内外部斗争的产物。大学的发展过程

也是校内外各种力量斗争、博弈、妥协、调和的过程。正是通过斗争，大学内部

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得到了调整和磨合，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日本国立大

学法人化改革推进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意在打破国立大学教师的“铁饭碗”。

此举使教师不再是公务员，将失去身份保障，遭到东京大学教师在内的 11.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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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师联名抗议，最终的改革结果也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搞“一刀切”，而是

根据学科特征、机构建设目标等各种因素有选择地实施。剑桥大学的校务委员会

成员在理查德校长任上得到调整，说明了管理专家的权力得到增强，教授的权力

相应削弱，纯粹的学者自治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二二二二、、、、国内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内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内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国内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配置与定位    

    本研究选取的国内四所大学也是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位居国内高

校前列的著名大学，尽管各校的发展历史不同，但与国外大学相比，在学术力量

和行政力量的配置和定位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同质化倾向，机构设置和职能基本

上大同小异，缺少反映自身文化的特点。 

    在学校层面的权力机构主要由四方面构成：党委（扩大）会议、校长办公会

议、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在这种结构中，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是学校的决策

机构，学术委员会是学术事务的审议机构，教代会是民主管理机构，日常管理权

力交给了校长主持的校长办公会议。各大学均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

治学、民主管理”的机制，形成了党委行使领导权、校长行使行政权、教授行使

学术权、教职工行使民主权的基本格局。 

    （1）国内四所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39条规定，党委

“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地行使职权”精神，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度，大学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全面工作，包括学校改革、发展以及教学、科

研、行政管理等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党委领导是组织领导、集体领导、全面领导

和决策领导。党委的组织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事业的具体组织形式，

表明党委在高等学校各种组织中的地位；党委的集体领导是以党委扩大会议、党

政联席会议等方式集体讨论决定学校的一切重大事项；党委的全面领导是统一领

导学校的工作；党委的决策领导表明党委是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党委集体讨论

决定的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包括：学校的办学方针、办学指导思想，总体发展规

划，财务经费预算、决算、大额资金的使用，学科专业调整方案，年度工作计划

和总结，基本管理制度和重要规章制度，重大政策及改革方案，内部组织机构的

配置和调整方案，干部队伍建设计划等。 

   （2）国内四所大学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4l 条规定，明

确校长对外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人，对内是学校最高行政领导。校长在党委领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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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主持行政工作，党员校长还是党委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党外校长参加党委

（扩大）会议。校长实施党委的决策，具有对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事务的管理

权。依法行使的职权包括：拟定大学的发展规划，制定规章制度；制订具体制度

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确定学科、专业的

设置与调整方案；拟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实施师资队伍建设计划，专业职务评聘方案；实施教职工分配方案；实施年度招

生计划；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拟定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

案；执行基建计划；分配和调整土地、房屋、设施等重要资源；拟定改革建议方

案及重要政策；实施对外重大合作及投资事项；实施学校重大活动的安排，等等。

校长在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在校长之下分别设立几位分管教学、科研、行政、后

勤等工作的副校长，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的行政执行机构，通过学校的各管理层

次和职能部门实施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 

   （3）国内四所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42 条规定，设置

主要由教授和专家等学术人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学科、专

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

具有学术事务的审议权，包括教授提名、教授资格审定、学位评定、教学督导等

事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权力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审议

制度是教授治学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在教学、科研、学校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活

动中发挥带领、引导、咨询、辅政作用。 

（4）国内四所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43条规定，均建

立了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制度，具有监督行政工作决策、执行的功能。教

代会制度承担了学校民主管理、监督、审议、信息反馈的功能，使教职工参与学

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落到实处。教代会是广大教职工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

民主决策、实现管理职能的重要组织形式。教代会在大学范围内拥有的基本职能

有：听取校长的工作报告；听取财务预决算报告；讨论学校的发展规划、改革方

案、年度工作计划；讨论与教职工有关的基本规章制度；评议各级领导干部等。 

三三三三、、、、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中外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比较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比较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比较行政力量配置与定位的比较    

国外大学设有的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具有确定遴选校长、评价校长

工作业绩的职能，具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董事会成员往往由校外各界人士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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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企业、财团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控制着大学的资产和财源，掌管着经

济命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学管理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大

事项决策和组织人事任免由董事会决定。我国高校的党委（扩大）会议是学校的

最高权力机构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机构。但是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与国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很大区别。  

1111．．．．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与党委与党委与党委与党委（（（（扩大扩大扩大扩大））））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国外大学设有的董事会（参议会、大评议会）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

具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但基本上不深入到大学内部的具体教学、科研事务。我

国高校的党委（扩大）会议具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党委（扩大）会议的决策大

部分与教学、科研有关，不少情况下会介入较为具体的事务。这样，党委（扩大）

会议制度是否合理规范会直接影响到议事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此，各高校

均制定了《党委(扩大)会议议事规则》、《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等工作秩序和议

事制度，对决策会议从职能定位、参加对象、议决范围、管理职责、议事程序、

决议执行、督察督办、民主参与和监督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基本形成了比较规

范的决策制度体系。同时，党委会注意选举吸收基层不同层面的党员教师代表参

加。党委（扩大）会议组成人员除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党委委员外，还包括校级

领导、学校工会主席、主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等，以使作出的决策可以体现各方

面的利益和要求。 

2222．．．．学术评议会与学术委员会学术评议会与学术委员会学术评议会与学术委员会学术评议会与学术委员会    

国外大学的评议会（教授会）往往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具有确定遴

选校长、评价校长工作业绩的职能。国内高校设立的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其

人员组成与国外大学普遍设立的评议会机构相似，但是，国内四所大学的学术委

员会只是咨询审议性学术机构，而不是决策性学术机构，对学术事务的最后决策

和决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各个层次的决

策过程，尽管有时教授也能通过一些组织和形式参与民主管理，在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职务聘任、人才引进等方面发挥作用，提供意见建议，但不能构成对

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另外国内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往往与教学委员会、人事管理

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机构并列，解决一些专业性的学术事务问题。在这些机构

里，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比例偏高，学术权力往往受到来自校长等行政方面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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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学术力量的组织、运行通常都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或直接、间接地依赖于

行政力量。  

3333．．．．董事会领导下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领导下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国外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大事项决策和组织人事任免由

董事会决定。我国大学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国外大学实行董事会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有

着历史的客观性。党委对学校的领导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

议决定，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重大问题、重大事项议事过程中按照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依靠集体研

究决定重大事项，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制度保障。会议

的决定分别由学校的行政机构和党群机构分工负责执行，避免权力界限出现交叉

时职责分工不清等问题。校长在讲求效率与民主决策之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

求一种合理的平衡。国内四所大学在校、学院和系之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权力

中心明显向上偏移，虽然在基层院系，主任常常是学术上的权威，但他是作为校

长在基层行政权力的执行代表。有关的学术活动由于涉及教育资源和经费的使用

往往受到行政上的约束，行政系统对许多学术事务有着决策权，在有限资源的使

用中，首先保证的是行政权力运行的条件。涉及学术事务的管理或改革，按照规

定的程序方式常常流于形式，难以保证学术权力对学术事务决策的参与。学校行

政职能部门与院系之间往往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4444．．．．理事会与教代会理事会与教代会理事会与教代会理事会与教代会    

    国外大学往往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是由政府、企业、财团和社会团体代

表等校内外各界人士组成的咨询和监督机构。国内大学的教代会行使着民主管理

和民主监督的职权，大学制定了定期向教代会报告工作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校

务公开制度。在讨论决定有关学校发展或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时，要求

先征求教代会意见，使师生员工有知情权、参与权，希望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制约

机制。但是，在制度的执行方面，国内大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学生代表大会所

发挥的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在与师生员工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中，师

生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还缺乏有效的保障。 

    四四四四、、、、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政策考量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政策考量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政策考量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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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基本原则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基本原则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基本原则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基本原则    

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要做到和谐协调，必须服务于大学的根本使命，这是学

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伴随大学根本使命的，是学术自由和资源

配置问题，学术自由为大学从事高深知识生产提供了制度保障，合理的资源配置

则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支持，因此，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协调，需要坚持三个方

面的原则。  

（（（（1111））））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原则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原则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原则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原则。。。。大学一直是知识生产(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的中心。伯顿·克拉克指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

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现代以来对大学及其观念的诸多研究和

讨论中，往往隐含着一个预设前提，即“高深学问”及其展开。这一构建在知识

论之上的逻辑前提被普遍认为是大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学术力量还是行政力量，都是服务大学知识生产职能的。

学术力量直接生产知识，行政力量服务学术力量生产知识，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

的和谐协调，首先要遵从有助于知识生产的原则，只有能够有效促进大学知识的

生产，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才有存在的必要。从中外大学的案例看，凡是知识生

产成绩比较明显的大学或时期，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往往是和谐协调的，相反，

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冲突的大学或时期，大学的知识生产往往是低效的，成果往

往是低质的。  

（（（（2222））））有助于学术自由的原则有助于学术自由的原则有助于学术自由的原则有助于学术自由的原则。。。。高深知识生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具有强

烈的自主性要求。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的深奥性和固有的自主性。即

使在相互联系的领域，专家们也是各行其道，只关注掌握和使用某一方面的思想

和方法体系。高深知识所表现出的这种专业化、自主性以及越来越强的独立性，

不仅成为学者工作的一种行为特征，而且也是学者极力维护的一种精神权利，更

成为学者极其需要的制度诉求的原动力。 

高深知识的特性要求大学组织保持相对独立，大学学术需要自由。学术力量

和行政力量的协调，要遵从有助于维护学术自由的原则。但是，大学的学术自由，

往往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高等教育越来越融人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大学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学术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成为了一种常态，在

这种背景下，大学内部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要和谐协调，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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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学术自由的力量，共同维护大学的学术自由。  

（（（（3333））））有助于资源配置的原则有助于资源配置的原则有助于资源配置的原则有助于资源配置的原则。。。。随着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从传统社会的“书

斋型”，到现代社会的“实验室型”，再到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企业型”，

其认识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书斋型”方式的认识手段主要就是书籍；“实验

室型’’的认识手段大大拓宽，知识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科学仪器；到了“企业型”

阶段，所要凭借的认识手段更加复杂，需要整合社会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大

科学装置”。在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中心，必须合

理配置资源，以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生产更多更高质量的知识。 

    从中外高校的案例可见，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冲突，主要是资源配置领域的

冲突，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资源配置的主动权，往往表现出一种非此即

彼的竞争状态。大学资源的合理配置，既不是学术力量单独能够做到的，也不是

行政力量单独能够完成的，必须在两者和谐协调的情况下共同实现。美国学者

McCormick 和 Meiners 实证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大

学的业绩表现越差。他们认为，只有在决策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作出高

质量的决策，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教授集体参与决策不利于

作出有效的决策。  

   2.2.2.2.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主要路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主要路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主要路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主要路径    

    探求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协调的路径，关键在于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

完善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拓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的渠道、建立精干高效的管

理体制、营造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贯彻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则。 

（（（（1111））））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落实学术力量的主导地位。。。。我国高校行使学术力量的最主要机构是学

术委员会。199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术委员会

拥有学术方面的最高审批权，其职责是“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

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2010 年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

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还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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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0—2020 年）》，都没有提出明确的举措来保证学术委员会在高校中的地

位。在具体操作中，学术委员会不是地位被严重削弱就是缺少教授的代表性，职

能被异化。2011 年，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山东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

引起媒体热议，有媒体甚至称之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我国大学行政领导在学

术委员会中的介入程度可见一斑。 

构建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和谐协调关系，关键在于落实大学学术力量的主

导地位，切实将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方面的最高决策权，从明确大学学术委员会

的法律地位、规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完善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运行机制

着手，切实保障教授治学的权力，疏通治学渠道，并且提高教授参与治学的积极

性。  

（（（（2222））））完善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完善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完善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完善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学术组织是学术活动赖以开展的组织保证。

作为大学学术管理基本单元的基层学术组织，构成了大学现代管理制度的塔基。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的细胞，是实现大学职能的基本单元与载体，大学的各

项职能都要依靠基层学术组织来实现。伯顿·克拉克指出：“就系统本身以知识

任务为中心而言，有关系统操作的一项最重要的事实是，学科和院校的联系方式

都会聚在基层操作单位，即学术界的基本工作群体。” 

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应该进一步改革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大

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变革与创新，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协

调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就要降低学术管理重心，把基层学术组织变成学术实体，

赋予足够的学术权力，并把行政事务剥离出去。  

（（（（3333））））拓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的渠道拓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的渠道拓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的渠道拓展利益相关者参与办学的渠道。。。。高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大学的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顾此失彼。大学的利益

相关者可以分为核心、重要、间接、边缘四个层面。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

学生和管理人员；重要利益相关者，包括校友和财政拨款者；间接利益相关者，

包括与学校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如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研合作者、贷款提供

者等；边缘利益相关者，包括当地社区和社会公众等。 

    就内外部划分维度而言，高校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

相关者。核心利益相关者都是属于内部利益相关者。一直以来，学生在高校中都

是看作被教育的对象，潜在的含义是学生不具备参与学校管理的能力，因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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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可能参与到高校的治理中去。但是，2005 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 41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

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此外，在强调教授治学的同

时，也要尊重普通教师参与治校的权利。因此，凸显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

大会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有助于增强对高校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的监督力度，

打破二元权利结构的桎梏。 

    高校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往往是学校办学资源的提供者，它们在提供资源的

同时，也会干预学校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影响学校的治理模式和结构。一直以来，

高校只关注财政拨款者，而对校友、社会公众、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关注不够，这

些被忽视的利益相关者也难以有渠道介入到高校的治理中去，从而致使高校内部

的治理缺乏有效监督，办学总是脱离社会需求。扩展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治

理的渠道，落实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校的权利，有助于扭转高校治理结构中监

督权力弱化的现象，有效预防“内部人”（这里主要指大学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

利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等因素，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大学外部利益相

关者和内部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444））））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管理体制。。。。学术力量在大学中处于主导地位，行政力

量的配置，主要是服务于知识生产，服务于学术力量。因此，二元力量的和谐共

处，要求行政力量必须强化服务意识。但是目前，受制于传统官本位思想以及政

府行政官僚体制的束缚，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行政力量在某些领域取代学术力量的

现象，造成学术力量在学术领域缺乏最终的决策权，导致学术力量的式微。 

    因此，建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和谐关系，必须摆脱行政力量的长官意识，

明确行政力量的服务地位，强化行政力量的服务意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

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

理，相反，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本着精简的原则，

推进职能整合，减少管理层次，削减可有可无的管理层次或职务级别与类别，合

并可并可不并的管理层次或管理部门，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

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根据实现机关功能的需要，按照科

学、高效的原则，合理确定人员职数，严格避免因人设事．在工作模式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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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由命令式管理转为提供专业性服务。 

（（（（5555））））营造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营造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营造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营造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是相互交叉，互为依

托的。学术事务的开展，需要借助行政的力量；行政事务的落实，需要学术力量

的支持。在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一书

中，伯顿·克拉克采用“枚举法”列举了 10 种“学术权力”。从这 10 种“学术

权力”的主体看，既有学者行使的权力，又有行政人员行使的权力；从权力（管

理）对象看，既有学术事务，亦有非学术事务，且两类管理主体与两类管理客体

也不是行政人员管理非学术事务、学术人员管理学术事务这种一一对应、彼此分

开的关系，而是彼此都有交叉。学术权力的实现方式，总是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行

政管理，具有一定的行政的意味。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相互牵制，既有助于双方

职能的开展，也有助于双方的相互监督。 

    学术工作的基础在于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行政工作的焦点在于保证大学公共

责任的实现，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价值观指导下的文化，这是学术力量与行政力

量冲突的根源。但是，从生产高深知识是大学的根本使命看，无论是学术力量还

是行政力量都是服务于此的，无非是关注的重点有差异。因此，学术力量与行政

力量和谐协调，关键是围绕大学的根本使命，营造崇尚知识的大学文化和价值追

求，以此来统领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努力将大学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冲突控

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3.3.3.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外部政策安排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外部政策安排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外部政策安排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外部政策安排    

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和谐协调的外部政策安排，其重点在于消除制约大学知

识生产的外部体制束缚，放手让大学成为真正的办学主体，落实办学自主权。大

学只有在自主办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和谐协调。  

（（（（1111））））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目前我国大学就其组织结构而言是国家行政体

系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延伸，我们的大学具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不等的行政

级别。“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大学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作为面向社会依

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还没有形成。大学基本上是隶属于政府的，是面向政府办

学的。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和控制方式是单一的直接行政控制，利用法律的、信息

的、评估的、市场的等手段和方式还不够。” 

    从大学内部而言，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对接外部的政府管理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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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机关处室设置上，大学的部门不少是对应政府部门的。在权力运行上，也体

现了科层制的特点，运作模式也与政府部门相似。 

    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不利于大学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和谐协调，在

落实大学学术主导权的前提下，必须取消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从外部的政策

安排来看，取消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首先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大学真

正成为一个办学实体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关键在于

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要打破组织人事部门选拔校长的做法，由大学教授进

行民选校长。组织人事部门选拔校长，主要依据是行政级别，没有一定的行政级

别，不可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而且按照党政领导的任职模式进行管理，任期不

超过 10年，低于欧美国家大学校长的平均任职年限，造成校长“短视”、“近视”，

注重眼前绩效，忽视办学的内在规律。另外一方面，组织人事部门选拔的校长，

必然要对选拔的行政部门负责，所谓“对上不对下”。大学教师进行民选校长，

有助于发挥知识分子办学的积极性，真正确立学术力量的核心地位，引导行政力

量服务学术活动。 

应该看到，我国高校的行政化不是短期形成的，是数十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要真正“去行政化”，有赖于各种条件的配合，也必然

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2222））））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需要落实大学的办学自

主权。如果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大学还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去行政化仍然是一

句空话。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在于改革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模式，由统管向管

办分离推进。 

    传统的统管模式，就是大学从成立开始，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听从政府的

安排指令，由大学操办。这种模式下，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大学不能自主招生、

自主设置专业、自主发放文凭、自主对外交流等，大学内部行政力量占据主导地

位，学术力量薄弱，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 

    管办分离模式，就是政府的宏观管理与大学的微观办学分开。大学的微观办

学，主要体现在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合理地配置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

力，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相互

支持，上下顺畅，协调运作，保证大学办学目标的实现；根据办学的自身规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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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并不断调整优化，自主确定合理的招生规

模，根据办学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自主聘请教职员工，并建立完善学术委

员会、教授会、教代会、工会、学生会等学术群团组织，充分保障教师员工参与

学校办学的渠道和权利；等等。 

政府对大学的宏观管理，就是要为上述的微观办学创造条件。首先要保证大

学的独立法人地位，使其能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开展办学活动；保持大学的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体现社会主义办学的目的；制定政策，调整和优化大学的布局，

大学布局，不是要求地区均衡，但是一定要考虑地区之间的平衡；建立第三方评

估制度，建立起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桥梁，政府通过第三方对大学进行评估和指导，

对办学好的大学进行表彰，对办学不好的大学进行督促、指导、整改；支持大学

建立董事会、理事会等决策咨询机构，鼓励校内外利益相关者通过适当的途径参

与大学办学；等等。  

（（（（3333））））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资源配置的方式。。。。由于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大学的资源

配置方式是行政主导，即由政府决定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比例，其依据是各大学

在政府项目中的位置、大学的行政级别、大学在各级政府的归属等。地方大学往

往成为资源配置的低端而获得较小的份额，这无论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还是从

地方大学贡献的角度看，都是有失公允的。 

    正是由于政府的资源配置主要考虑大学的行政级别，导致“985”高校获得

的资源往往多于一般“211”高校，“211”高校往往多于一般的省部共建高校，

省部共建高校往往多于一般的省属或市属地方高校，造成高校都朝着建设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努力。为了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高校不得不听从政府的行政

干涉，自主办学的空间非常狭小。 

    因此，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核心还是要改革现有

的资源配置方式，变行政主导型为第三方拨款型，政府对学校有投入、保障办学

经费的责任，却不能借此参与、干预学校的办学，从而使大学真正具有自主办学

的空间。大学经济收入不独立于政府，不可能真正脱离政府的干涉。 

    第三方拨款模式，需要成立专门的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

会，负责制定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依照预算拨款。拨款委员会通过法

律框架下的制度安排，保障教育资源配置的程序公平，使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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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可能通过竞争，获得相应资源，在自主办学的氛围中追求卓越，走向一流。． 

除了专门的拨款委员会拨款外，政府部门如果需要借助大学的智力，则可以

通过付费购买智力成果的方式进行。政府与高校形成平等的法律关系，才能确保

大学的独立自主与学术自由。 

    4.4.4.4.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内部制度设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内部制度设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内部制度设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协调的内部制度设计    

    建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和谐关系的内部制度安排，重点在于保障学术力量

不受行政力量干涉，同时，推动行政力量从管理向服务  

（（（（1111））））大学治理法制化大学治理法制化大学治理法制化大学治理法制化。。。。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法治校，即大学

的治理都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实现，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确定、人员的构

成、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在欧美国家，无论是公立高校还

是私立高校，一般都有根据大学设立的特许状或地方政府颁布的教育法律法规，

由大学权力机构制定的章程。大学章程被认为是大学的最高宪章。 

    要理顺高校内部的治理关系，就必须建立适应大学发展的组织管理制度。制

定大学章程是加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依法治校的重要抓手。大学章程可以

规范学校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促进学校内部管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为大学

依法自主办学提供可行的自治规范。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关于加强学

校章程建设的要求，“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是完善大学治理

结构、保障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和谐共处的重要任务。 

    从国外高校来看，无论是大学内部制度的确立，还是内部制度的改革，以章

程的形成予以确认，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章程的意义主要不

在文本，关键是在能否起到应有的法理作用。 

    德国通过立法和大学章程明确了大学学术评议会的法律地位、人员构成和职

责范围，以保障学术权力的全面履行。柏林工业大学章程对学术评议会的权力进

行了界定，规定学术评议会对涉及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各学院发展规划、校长

年度工作报告、学校财政预算草案、学校内部科研项目经费申请、学校设备配置

计划、研究机构变更和撤销、科技合作协议批准等事务拥有审议权。 

    1926 年，由乔治五世国王（1865—1936）批准实施的剑桥大学章程，其基

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该章程使大学管理权逐步由各学院掌管过渡到大学一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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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和全校教师组成的评议院，由民主的学术人员管理大学的方式逐步取代

了中世纪由各学院少数寡头控制大学的局面。 

    哈佛大学董事会，就是通过修改哈佛大学的相关章程，将学校的治理分为外

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前者负责决策和经费的分配，后者负责教学指导工作，并授

予教授负责学生考试和挑选、学生行为以及教学有关的权力。  

（（（（2222））））学术力量制度化学术力量制度化学术力量制度化学术力量制度化。。。。尽管学术力量在理论上是一种重要的大学组织要素与

管理资源，但如果不能制度化，将难以获得其独立甚至主导性的地位，确立其足

以抗衡行政力量的权威，发挥应有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大学的学术力量若要争

得其应有地位，发挥出学者们所预期的作用，就必须实现权力的制度化。 

    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转化为被普遍认

可的固定化模式。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

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 

    学术力量制度化，一是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通过宣

传，让大学校园时时充满学术氛围，处处体现对学者的尊重和对学术的追求，通

过共同的价值理念让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和谐共处。二是制定规范，建立完善学

术力量运行的规则。学术至上不是一句口号，它重在付诸行动，共同的价值观需

要有规范来支持。根据共同的价值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把人们的行为纳入相同的

模式之中。三是建立机构，完善各类学术组织。规范的实施要由组织机构保证，

制度化过程也是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统一的，

其关键在于建立并完善学术组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校需要设立学术委员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本科高校

需要设立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是高校学术权力行使的

最重要组织形式。从机构设置上来看，学术委员会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包含学位评

定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以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为

根本准则，致力于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学术委员会的学术决策与咨询职

能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与监督、学术评价、学风与学术道德建设

等方面。 



 49 

    学术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学术造诣较深、学风务实、

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热爱并关心学校事业、能认真履行职责、坚持正常工作的

在职专家，一般要求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而且要限制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

负责人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比例，体现教授治学的本质。同时，人员构成要充

分体现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性和学科结构、年龄结构的合理性。学术委员会成员

依照民主、公开、自愿原则，由民主选举产生，体现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原则。 

    从运作机制上来看，学术委员会应该设置专门独立的办公室，独立开展工作，

而不是挂靠在科研处等行政部门下面，避免组织机构的职权重叠、定位不准、人

员构成复杂等问题。学术委员会必须建立例会制度，定期讨论决策学校重大的学

术事项，同时严格会议纪律，学术委员会委员不得无故缺席学术委员会会议，学

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原则上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才能举行。从柏林工业大学

第 683 次学术评议会来计算，20天左右一次的例会他们已坚持了近 40年。 

    可以借鉴德国大学的学术评议会制度，依据相关法律和学校章程，建立以学

术委员会为核心的主体机构，下设教学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招生委员会、

职称评审委员会、教师发展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委员会等专门机

构来分类处理学术事务，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专家学者在学术管理中的作用，让

学术委员会成为校长管理大学的咨询和制衡机构，提高学术管理的科学性。 

    同时，学校也可以在学术委员会之外，建立多种形式的学术组织，充分体现

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实现学

术权力制度化，就是要从体制和机制方面保障“教授治学”，充分发挥教授在教

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管理中的指导作用。  

（（（（3333））））行政服务专业化行政服务专业化行政服务专业化行政服务专业化。。。。在高等教育日益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大

学面临的外部形势与早期相比，已经发生并且处在继续发生巨大变化中，同时，

大学内部的人、财、物数量也急剧增加，内部管理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非专业

人士所能掌控的范围。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行政管理向行政服务转变、非专业

向专业转变的要求日益迫切。 

    要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大学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

理的需要。在美国高校有一个共识，一旦就任大学校长就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计划

和教学工作在任期内放在一边。他们不仅不能再给学生上课，而且还必须把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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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的研究生转交给别的学者指导。美国之所以对大学校长进行这样的身份定

位，是基于以下理念：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在我国，大学校长的惯例是

“双肩挑”，一个肩膀扛着学校管理，一个肩膀背着科研教学。这样做的好处是，

做行政有权力有位置，做科研带研究生名利双收。但是，由于个人能力和体力的

局限性，“双肩挑”是管不好大学的。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2011 年年底，湖南

大学校长赵跃字，公开承诺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他表示，从科研工作中脱身出来，是希望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校管理，努力

成为一名职业化的校长。赵跃字校长的承诺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并获得了一

致好评。这样的承诺为其他校长树立了榜样。 

    要推进行政人员职员制。行政管理人员要树立为学者服务的观念，其根本职

责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是为学者做好教学、科研的各种服务工作。要加强培训，

提升行政管理人员的高等教育和行政管理素养，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要注重

考核，强化绩效观念，增强行政管理人员的责任感。 

    提升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制度改革是推进职员制。实行教育

职员制度，是建立适应高校自身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转换高校用人机制的需要，有

助于实行用人制度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在管理队伍中建立起人员能进能

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竞争激励机制。通过转换职员任用机制，在

职员管理上强化岗位聘任和岗位考核，打破职务终身制，推进高校用人制度改革； 

建立起有效的职员薪酬制度，强化岗位职责，以岗定薪和按劳取酬，落实管理人

员待遇，增强管理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

办事效率。 

    要推动组织结构扁平化。德鲁克认为：“一条可靠的结构原则是具有最少的

层次，也就是说，拥有一个尽可能‘平面’的组织”，“每一个层次增加一倍噪声，

并减少一半讯息。”推动高校组织结构扁平化，就是要通过学校权力下放，减少

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一种紧凑、干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校

一级应精简机构，学习借鉴政府部门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合并部门职能，建立大

部，增强服务意识，注重宏观管理和协调监督；系则具体负责相关专业的教学组

织与科研组织工作，不负责行政事务；学院负责所辖人、财、物的行政事务管理，

并享有较为充分的自治权限，从而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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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大学采用扁平化的事业部制，学院自主权较大。学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实体，在教学科研、教师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决定权。校长通常忙

于校外活动，而把学校各种管理权限让渡给学院。哈佛在学校层面上并没有统一

的财务制度，各个学院均按照各自的方式管理财务，充分体现了二级学院所享有

的自主权之大。 

    清华大学近年来不断下移学校管理重心，学校部分职能部门的权力已下放到

院系，促进了院系、学科、人才的发展，由学科的发展与成就来决定学校的发展

方向。例如，学校将人事处、财务处的部分职能分配到院系，院系可以根据需要

对新进人才的实际水平进行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实施杰出副教授指导博士研究

生等政策。这样做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才的价值差异，更好地调动院系工作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 

（（（（4444））））办学监督民主化办学监督民主化办学监督民主化办学监督民主化。。。。民主是现代大学制度价值构建的核心。无论是现代

大学制度的历史沿革，还是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民主都是贯穿大学发展的价值

基础。民主办学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办好现代大学的必然要求。在

我国，高校民主管理，是广大师生员工从学校发展和自身权益出发，通过工会、

教代会、学生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行使民主权利。 

    教育部 2011 年年底出台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明确教代会是教职

工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基本形式。以教代会为基本形式的学校民主管

理制度是教育系统基层民主政治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学校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落实《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一要用好教代会的讨论建议权，包

括听取校长工作报告，讨论审议学校发展、建设、改革等重大问题，可以使学校

党政的决策更加符合本校实际，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更加具有群众基础；二要

用好教代会的审议通过权，包括凡是学校内与教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

都要经教代会审议通过，能有效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教师的

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劳

动关系的确立“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三是用好教代会的评议

监督权，在学校党组织领导下，评议监督学校各级领导干部，这是在新形势下加

强对干部的监督、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学校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

质的一项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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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高校还要进一步拓宽教职工参加学校民主管理的参与面，创新校务公

开、民主办学的举措。 

    剑桥大学实行的是评议院参与式民主制与校务委员会代议式民主制相结合

的管理体制，虽然校务委员会是大学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但必须定期向评议

院汇报，学校重大事宜的决策也须经过评议院的讨论和批准。校务委员会成员不

仅包括校长、副校长、学院院长，还有教师代表、评议院成员、学生代表和外部

人士，充分代表了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在追求民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牺牲效率，有时候民主与效率是有冲

突的。哈佛在决策过程中强调效率与民主的结合。哈佛宪章规定，董事会成员的

增补由董事会内部投票决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最终人选。董事会

成员的选举工作只在董事会层面开展，董事会以外的教师、学生及行政人员均无

权表决，这种方式更高效、更有针对性，缩短了投票选举过程，也避免了很多边

缘候选人产生从而加重选举工作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