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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思考
都光珍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淄博２５５０４９）

摘

要：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必然发展
趋势。从内部组织改革角度而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遵循一定原则的基础上，按照
渐进的改革理念，从科学调整重组学院设置入手，明晰校院权责边界，协调资源配置，强化学
院主体性地位，加强运行机制建设，才能实现权力下放，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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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８５年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试点探索、９０年代

高校内部管理，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为权力

初的逐步推进，现在进入到深层改革阶段。纵观

与责任在高校内部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不同

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和突破口都

利益群体之间的分配，体现它们相互间的权力

是围绕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来展开。岍多高校都

作用关系以及责任分担关系。这种分配的模式

是按照“学校机构改革为切人点、用人制度改革

和作用关系．构成了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管

为重点、分配制度改革为关键和院系教学管理组

理体系。校院两级管理是指高校按照一定的目

织机构调整为落脚点”②的轨迹，深化内部管理体

标和原则．整合、优化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形

制改革。

成学校和学院两个管理层级，通过学校分权和

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

管理重心下移，转变学校部门的管理职能，明

“大众化”迈进的步伐加快，高校的组织结构、

确学校和学院的职责和权限。形成学校宏观决

功能、规模发生了深刻变化，高等教育进入一

策、部门协调配合、学院实体运行的管理模式。

个以质量提升、内涵发展为核心的新阶段。如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对高校组织、结构、

何适应新形势下大学规模、结构、功能的变化，

功能、规模变化的不断调适，是在原有内部管

正确认识、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规范

理体制改革基础上的深化发展。

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创新高校内部

校院二级管理是一种不同于高校传统管理方

管理体制，实现校院两级管理模式的创新，完善

式的新模式．根本目的是解决高校发展的动力

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增强大学办学活力，全

机制问题。推行校院两级管理，缘于从高等教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成为当前及今

育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大学内部管理、发展

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深人探讨的重大课题。

动力和深层积极性的发挥。它的核心是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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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管理的基础上。降低管理重心，下放管理

求的扩大使学科专业门类迅速增多。学科梯次

权力，调整管理幅度，规范管理行为，建立起

化结构逐步形成，高校内部的学院数量及规模

学校宏观调控、学院自主办学的高效运行机制．

大幅扩张。一所高校的学院少则十几个，多则

促进学科的整合和发展，激发各级组织的办学

３０余个；学院的规模也从过去的几百人，增加

活力，切实提高办学效益和水平。校院两级管

到上千人。大学集中管理的跨度已远远超过有

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明晰学院主体性地

效管理的可控范围，仍然保持校级集权、统一

位的基础上，以权责的划分为核心，围绕人事、

管理的跨度和难度不断增大，分级、授权管理

财务、资源、事务等主要方面进行分配的改革。

成为高校内部管理、提升效率的必然趋势。再

二、高校推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必
然性分析
１．组织的高效率运行首先要求设计的组织
结构合理

次，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资源流通、配
置方式由集中决策过渡到集中、分散决策并存
的混合模式。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迅速增长，
高校面临巨大的学术竞争和资源竞争的压力。
高校必须主动应对自身变化和环境挑战，改变

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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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的实质是通过对管理劳动的分工．

过去组织内部行政化的统一管理格局，在内部

将不同的管理人员安排在不同的管理岗位和部门

进行压力、责任的分解，而责任分解必须以管

强

中。通过他们在特定环境、相互关系中的管理作

理上的分权作为保障。上升到学校制度管理层

刚

业来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机地运转起来。现代管理

面，则要进行分权体制改革。

学认为，管理层次受组织规模和管理幅度的影
响，组织规模越大越稳定就越需要减少管理层
次、增大管理幅度，越需要进行充分授权和分

３．校院两级管理模式改革旨在适应社会和
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
｝№＾☆口＆Ⅷ悼出ｔＩ＾ｈ＾ｎｏ鼍ｉｎｎ目

权。分权是组织有效决策的一种必然选择，不仅
有利于信息的传递，提高效率，更有利于下级管
理组织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随着社会发展，
大学功能的扩展使大学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
结构在纵向和横向上出现日益复杂的分化．与社
会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这直接导致了大学管理
难度的加大。高校必须要减少管理层次，进行充
分的授权和放权，构建重心向下的新型大学管理
模式．才能使管理控制在有效幅度内，不断提高
管理效能，推动大学健康高效发展。
２．任何组织变革都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
首先。高校已从过去单一的教学实体，发
展成为具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功
能的现代大学．传统的集中管理模式难以适应
变化要求．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必须进行相应
的改革和调整。⑧原来以专业教学为主设置的系
和承担研究任务的所分离设置、各自为战的格
局，已经不能适应高校的总体战略发展需要，
以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为标准的学院建制改革
逐渐成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④其
次。大规模扩招使高校规模迅速膨胀，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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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一学科分属不同学院，学科划分过细或不

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战略目标。

清．不利于学科群的建设发展和学校整体发展。

积极主动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提升综合办学效益。

校院两级管理的目的就是通过管理重心下移提

在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下．学校应以宏观决

高管理效率．促进学科的发展，发挥学术权力

策与管理服务为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宏观领

作用。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中，学院的设

域．构建一个简政放权，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

置尤为关键。实施校院两级管理改革，必须从

精干高效校级行政管理系统。总体上说。学校

学院的设立与调整人手，减少学院数量。扩大

的主要职责应体现在制定规划、宏观决策、组

学院规模，增加学院的学科容量。通过规范学

织协调、监督检查、服务保障等方面。与学校

院的设立与调整。达到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

职责相对应的权力则表现在办学方向确定、重

基本平衡，从而提高学校、学院的管理效能。

大政策制度建立完善、学校机构组织人事、学

学院的设置与调整应把学科门类作为学院

校财务管理、监督检查、综合协调、后勤保障、

设置的基础。考虑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体现学

公共关系处理等方面．并通过预算管理、制度

科发展的规律．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学科、学科

管理、目标管理、契约管理和信息管理手段来

群的发展及其规律有机组建学院。学院的设置

实现学校权力的落实。达到办学目标。

ｌ两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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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建立在通用的学科专业“门类”上，满足

管理重心下移后学院的管理权限主要体现

删

规模性、综合实力性、学科融合性、前瞻性与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学院在学校

聊

生态性等条件。遵循大学的管理模式归根到底

总体人才培养目标的规范下，根据学院发展和

要与学生的培养模式相协调这一基本原则，以

社会需要．调整学院的专业设置．制定人才培

一个一级学科或若干个一级学科为基础来组建

养计划和培养方案；围绕人才培养计划，自主
巾爿ｂ：田胡
厶口厶ｎ蜘鸪江＾
＿１１：Ｉ丑端春端出睡且

学院，达到消解原有专业、学科之间的壁垒，
促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大学科群的不断涌
现，实现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学科优势互补
与学术资源共享，进而凭借学科群和大学科优
势．形成学科建设的合力，发挥学科群的整体
优势，以利于学科的突破与发展，萌发新的学
科生长点。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和适应性强的
高素质人才，促进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实
现校内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２．科学合理确定校、院权责边界
当前．多数高校实行的校院两级管理模式
是典型的“三级建制、两级管理”，即设置校院
系三级建制，实行校院两级实体管理。有学者
从权力分配、职能分工、核心地位和管理方式
四个方面对校院系三者之间关系作了详细划分。⑧
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学校
与学院之间的权责划分。学校应以宏观决策与管
理服务为主。将主要精力放在关系学校改革发展
的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事项上，采取
目标管理控制方式，充分授权。学校通过给予学
院比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学术自主权、财务管
理权．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学院围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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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按照不同建设目标．优化校院两级资源
配置

力系统的调整。必然会对广大教职工产生一定
影响。因此．高校在进行改革时必须树立以人

权利与责任的划分为校院两级管理奠定了
基础．接下来就要明确校院双方不同的建设目

为本观念，必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
创造性作为改革成功的最大保证。

标，按照任务要求，协调配置好校院两级组织

要改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契约管理。为

的各种资源。高校各类资源按其所服务范围的

了更好地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面向社会

不同，可以分成校级资源与院级资源两个部分。

自主办学的需要，学校层面必须转变职能，变

校级资源是面向全校服务的资源，主要包括公

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目标管理、契约管理，发

用教室、公用实验室、图书馆、校级行政管理

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和检查ｊｌ螽督

用房、福利与附属用房、教职工宿舍等物力资

的宏观职能。此外，要加强决策咨询和审议评

源，以及公共课教师、图书馆人员、校级机构

估等职能。提高宏观管理水平。

行政管理人员、后勤人员等人力资源与校级经

要改变过分依靠行政权力进行决策的状况，

费等财力资源。院级资源是各院系、各专业使

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在决策中的作用。形成决策、

用的资源，主要包括专用教室、自用实验室、

审议、执行、监督、反馈相统一的决策模式。

图书室、系和专业管理教研用房等物力资源以

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内部管理体制和运

ｌ阳

及教学人员、科研人员、后勤人员等人力资源

行机制。实现由高度集中管理模式向集中与分

㈣

和院级经费等财力资源。现阶段我国高校资源

散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实现由行政管理

配置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教育经费投入严重

为主导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方式的

不足与重复建设和浪费现象并存，校院两级资
活和罂扛士毛｝１ＴＡ工用
卉七≮『盛而乒Ｒ角蟹堋士占ｊｘＴ

转变，创新高校内部管理决策模式。

ｉ两
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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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配置可以按照两个层面进行。在校级

注释：

资源配置的层面上．应以加强校内公共资源的

①毕宪顺．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建设为重点。同时，强调学校层次的放权，防
止出现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过度集中于校级
建设的现象重演，强化校院两级资源的合理配
置。在院级资源配置的层面上，必须强调学院
层次的相对“集权”．建立学院资源统一规划、
合理配置、院内共享、对外服务的管理制度。
４．根据权责关系划分。建立有效的管理运

综述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０５，（２）．

②赵丹龄．赵江．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新
问题和新思路Ⅱ］．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２，（２４）．

（萤李元元．推进基层学术组织改革提升教学
科研创新能力Ⅱ］．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０４，（２）．

④俞建伟．学院制改革与高校内部权力结构
调整Ⅱ］．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１，（４）．

⑤刘亚荣等．我国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

行机制
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制度设计，
不仅要对人、财、事权的两级划分，更重要的

制改革的调研报告Ⅱ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

（３）．

是对校级权力和院级权力各自的管理激励目标

⑥项贤明．论学术管理理念与高校内部管理

有清醒的认识。并且还要对放权后所存在风险

体制改革Ⅱ］．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有事先的防范措施和控制手段。因此，完善的

２００４，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还应该包含校院两级各自
风险防范制度、目标考核和激励制度等方面内容。
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员的
主动性。在组织的根本目标系统中，满足组织
成员的心理需求与完成组织任务一样重要。校
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牵涉原有的利益系统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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