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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培训班
表明，我国
校级”的状
我国高校和
的学院分权
理难度增大

【作者】刘亚荣，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博士；高建广，山东科技大学校长办
公室主任；梅强，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张金刚，天津科技大学招生就业指导
中心主任；李华，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计建炳，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院长；
孙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勤管理处处长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前高校内部管

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东北

理体制改革的热点。许多高校都在推行这种改

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革，但又不很清楚校院两级分权到什么程度合

西南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

适，哪些应该分权，哪些应该集权。为深入探索

进行了访谈，他们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自学校

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效果和经验，国家

的二级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及问题。

教育行政学院在第２６期和第２８期中青年干部培

通过调研，大家普遍认为，从实践者角度

训班连续两期设立研究专题，就此问题对所在培

看，高校的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是指对学校教育资

训班学员进行了调研和问卷调查，试图对我国高

源重新整合和优化配置，形成学校——学院两级

校目前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因、实施

管理层次；转变学校职能部门的管理职能，管理

情况、存在的问题做出比较系统的研究。

重心下移，建立以学院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明确
校院职责和权限，以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办学

一、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分权的实际状况

水平。这种定义比较符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

１、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的理论及实践含义。

而从管理学角度，管理的分权不是“全是或者全无

本文对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２６期中青年干

的概念”①，集权与分权是与决策权力的集中程

部培训班３５位学院院长（包括学院书记）就校

度相关联的概念，很难判断某种管理是明确的分

院两级管理收入、支出、事务管理等的分权状

权或者明确的集权。所以，理论上要研究的，

况以及满意程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第２８期中

“不是应该不应该集权还是分权，而是哪些权力

青年干部培训班的１０位学员（分别来自中国矿

易于集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集权的成分多一

田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匿磁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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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何时又需要较多的分权”②。

从调研结果看，在３５所高校中，有５所高

基于以上理论的认识以及实际管理者的管理

校仍完全实施“一级管理”体制，人事、财物和

需要，本研究侧重对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的分

主要事项由校级统一管理，其中的两所是进入

权状况做一基本的调查，并从理论上对其特征进

“２１１工程”高校，其余３所高校分别是１所单

行分析和描述。

一医科类高校、１所只有３个学科门类的高校和

２、所调研高校的基本情况。

１所专科院校；有２６所高校实施的是权力部分

３５所被调研高校的学科类别如表一１所示，

下放的校院两级管理，即学校领导层将事权下

学校层次分布如表一２所示，全日制本专科生规

移，与事权相应的主要财权和人事权仍然归校级

模和普通研究生规模分别如表一３和表一４所示。

决定，但没有相应的正式文件明确此事；只有３

如表所示，所调研高校中综合类最多，达到

所高校有实施校院两级管理模式的正式文件，学

１５所，理工类次之，达８所；全日制普通本专

院拥有了与其完成相关事项责任相对应的主要人

科学生规模加普通研究生规模普遍在万人规模以

事和财务管理权。这３所高校，均为进入“９８５

上，只有４所高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在１万人以

工程”的综合性高校。

下；所调查高校中研究型大学占大多数，共２６

‘为具体表述这些学校的二级分权管理状态，

所，普通本科院校７所，２所专科院校。因此，

本研究就学院所拥有的财权、人权和事权等内容

被调查高校类型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研究结果

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清晰地表

只能作为典型调查结果。

明校院两级管理分权内容和分权程度。下面分别

３、所调研高校校院两级管理分权状况。

就这三项内容的调查结果表述如下。

表一１所调研高校学科类别分布表
高校学科
类别

综合性

理工

经济

科类

管理类

师范类

农林类

医科类

合计

数量（所）

１５

８

４

１

１

３３

比例（卿

４５．５

２４．２

１２．１

１２．１

３

３

１００

４

注：缺２所高校相关数据

高校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合计

数量（所）

９

１１

６

７

０

２

３５

比例惭）

２５．７

３１．４

１７．１

２０

０

５．７

１００

层次

注：Ａ为“９８５工程”高校；Ｂ、没有进入“９８５工程”、但进入“２１１工
程”的高校；Ｃ、没有进入“９８５工程”或“２１１工程”。但有博士点的
院校；Ｄ、没有博士点，但有硕士点的院校；Ｅ、没有硕士点的本科院
校；Ｆ、高职或者专科院校

表一３所调研高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规模分布表
全日制普通本专

１以下

１—２

２—３

１５

９

４２．９

２５．７

３以上

合计

科生规模（万人）
４

数量（，ｓｙ／）

比例（呦

１１．４

７

３５

２０

１００

表一４所调研高校普通研究生规模分布表
普通研究生
０

０—５００

５００－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以上

合计

规模（人）
数量（所）
比例（卿

３

３

８．６

８．６

１２

６

３４．３

１７．１

１１

３５

３１．４

１００

６９—————毫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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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学院拥有的财务管理权限调查。

作经费和导师经费等公用经费运行状况，与日常

一是校院两级承担相关费用的情况。在实行

行政办公经费状况差异不大。

校院制的高校，学院是学校工作的基本单位，主

表一７反映了学院办公室、实验室、教室

要的支出是以学院为单位核算的。因此，支出的

（简称“三室”）水电费承担状况，有１９所高校

财务承担状况基本反映了校院两级的分权状况。

的“三室”水电费全部由学校承担。

由调查对象反映的目前各校日常行政办公运行

学院所用的办公用房建设，３５所高校中全

费状况如表一５所示。从表一５中可见，校拨经费

部由学校投资的有２９所，占８２．９％；也有６所

充足的只有７所高校，占２０．６％；有７所高校校

高校的学院有财力参与投资，占１７．１％。

拨日常行政办公运行经费不足，且学院也无经费

表一８显示了校院两级承担实验室建设、办

补充。

公室装修等各专项投资主要由校级承担。

表一６所示的是教学所需的实验室低值易耗

表一９反映了高校中的学院实验室家具和设

费、本专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费、实习费以及

备等投资的资金来源情况，从中可见，大部分高

学生教育管理经费和第二课堂费、研究生管理工

校由校级承担，但有６所高校的学院承担投资比

表一５
日常运行费状况

日常行政办公运行费状况表

校拨经费充足

校拨经费不充足，

校拨经费不充足。

学院自筹经费补充

学院无经费补充

合计

数量（所）

７

２０

７

３４

比例（哟

２０．６

５８．８

２０．６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６公用经费状况表
公用经费状况

校拨经费充足

数量（所）

校拨经费不充足，

校拨经费不充足，

学院自筹经费补充

学院无经费补充

７

比例∞）

２０．６

合计

１９

８

３４

５５．９

２３．５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一７

学院办公室、实验室及教室水电费承担状况表

“三室”

学校承担全部

水电费

“三室”水电费

校承担部分“三室”
水电费，学院自筹
经费支付余额

学院自筹经费支付
“三室”水电费

合计

数量（所）

１９

９

４

３２

比例（呦

５９．４

２８．１

１２．５

１００

注：缺３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一８校院两级承担各专项投资状况表
校院两级承担各
种专项投资状况

校拨专项投 校拨专项投资经费不充 校拨专项投资经费不充
合计
资经费充足 足，学院自筹经费补充 足，学院无经费补充

数量（所）
比例（哟

５
！４．７

２１

８

３４

６１．８

２３．５

１００

泣：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学院实验室家具和
设备投资资金来源

学校全额投资

学校投资绝大部分，
学院投资极少量

数量（所）

１１

１７

６

３４

比例（％）

３２．４

５０．０

１７．６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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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学和科研成果工作量补贴，１７所高校校院分

表一１０反映了校院两级承担学科点建设经费

担一定的教师超额工作量补贴，有５所高校的学

的情况，有１１所高校的校拨学科点建设经费充

院无力自筹经费解决相关的教师超额工作量补贴。

足，也有６所高校的校拨学科点建设经费不充

各高校中学院财力的差异可从学院承担本院

足，但学院也无力自筹经费填补缺口。

教师工资奖金福利中的不同比例得以显示，表一

表一１１显示了校院两级承担教职员工国拨工

１４中反映了由学院拨付本院教师工资奖金福利

资的状况，有２８所高校全部由学校承担，但也有

中的比例情况：有１１所高校该比例仅在５％，有

２所高校学院要承担教职员工一定比例的工资。

的几乎为零；但有６所高校该比例竞达到３００／６以上。

表一１２显示了校院两级承担教师岗位津贴的

二是学院经费来源情况。学院经费来源情况

情况，有１６所高校的教师岗位津贴全部由学校

如表一１５所示，３３所高校的学院都有比较独立

承担，１７所高校校院均需分担一定的岗位津贴，有

的创收权；其中有４所高校的学院拥有独立财务

１所高校完全由学院承担教师全部的岗位津贴。

账户，有１０所高校学院经费来源于全日制普通

表一１３显示了校院两级承担教师超额完成教

本专科及研究生的学费提成、专业硕士和成人教

学和科研成果工作量补贴状况，从表中可见，在

育培训的学费提成和科研项目经费提成，有３所

３４所高校中，有１２所高校校级承担教师超额完

高校学院创收经费来源仅限于科研项目经费提成。

表－１０校院两级承担学科点建设经费的状况
学科点建设

校拨学科点建

校拨学科点建设经费不充

校拨学科点建设经费不

经费状况

设经费充足

足，学院自筹经费补充

充足，学院无经费补充

数量（所）

１１

１２

６

比例ｃ％）

３７．９

４１．４

２０．７

合计

‘

２９
１００

注：缺６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１１校院两级承担教职员工固定工资情况
教职员工

校支付教职员工

工资状况

全部工资

校拨教职员工部分工资，
学院自筹经费补充

数量（所）

２８

２

３０

比例（％）

９３．３

６．７

１００

合计

注：缺５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一１２校院两级承担教师岗位津贴状况表
校院两级

承担教师岗
位津贴状况

校拨主要教师岗位
校拨所有教

津贴，学院自筹经

师岗位津贴

费解决其余津贴

校拨一定比例的
教师岗位津贴。
学院自筹经费解
决其余津贴

全部由学院
支付教师岗

合计

位津贴

数量（所）

１６

９

８

１

３４

比例（％）

４７．１

２６．５

２３．５

２．９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１３校院两级承担教师超额完成
教学和科研成果工作量补贴状况表
校院两级承

校拨所有教

担教师超额工
作量补贴状况

师超额工作
量补贴

校拨一定比例的教

校拨一定比例的教

师超额工作量补贴，

师超额工作量补贴，

学院自筹经费解决

学院无力自筹经费

其余补贴

解决其余补贴

学院承担所

有教师超额

合计

工作量补贴

数量（所）

１２

１６

５

ｌ

３４

比例（呦

３５．３

４７．１

１４．７

２，９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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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高校学院具有的财权和承担的支出责

要考虑市场连接弱的学科的财政状况。

任看校院两级分权状况，可得出如下结论：我国

（２）学院拥有的人事管理权限情况调查。

高校普遍处于寻找各种经费来源、保证越来越庞

高校的人事管理决策在校院之间的分配如

大的学校开销的困境。为缓解压力，学校尽量将

何，也是本研究的重点。

财政压力分解到学院，’试图探索与学院分担学校

表一１６显示了各高校教师岗位聘任决策权的

支出和寻找财源压力的路径。由于大部分所调查

情况，从中可见，尚有１５所高校所有教师的聘

高校的财权分割还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各项目的

任均由学校决定。

财权分割没有清晰的分权特征。

表一１７显示了各高校关于引进教师决策权的

在支出方面，容易界定为学院支出的、对学

情况，有５所高校完全由学校决定，只有８所高

校整体发展影响不大的或者不容易引起学院之间

校学院真正拥有引进教师决策权。

争议的支出项目（如Ｅｔ常运行费、教师浮动奖金

结合访谈调查表明，高校中学院具有的人事

等），主要由学院承担；不容易鉴别为学院花费

权主要有副教授以下的教师聘用权、普通行政人

的（如水电费）、影响学校整体发展和统筹的

员聘用权、奖金分配权、引进人才建议权。完全

（如实验室建设等）或者容易引起不均衡的（如

具有以上权力的学院均为实行明文规定校院两级

教师岗位津贴收入）主要由学校承担。

管理体制的高校，共有３所。

在收入方面，大多数学院处于校级拨款不

（３）学院拥有的在学科建设等重大事项上

足、需要自筹经费补充的财政状态。校级拨款主

的决策权限调查。

要是将生均经费拨付到学院，以保证基本的运

高校是否具有分权特征，更主要地表现在学

行。不足部分，学校给予学院一定的自主创收权

院在一些关系重大的事项上是否具有决策权。一

限（有些学校对创收途径完全放开）。收入按照

般来说，高校的重大事项权主要包括招生权、学

一定比例一部分上收学校，一部分弥补学院开

科发展决策权、学生管理权。

支。但随着学院从无到有，逐渐开拓出一些经费

在３５所学校中，本、专科生招生量完全由

渠道，学校开始改变和学院分帐比例，使学院始

学校决定的有８所，占２２．９；征求学院意见、但

终保持财政紧张状态，引起院长的普遍不满。另

主要由学校决定的达２７所；没有一所高校的本、

外，学院的创收呈现出明显的“学科”特征，被

专科生招生量主要由学院确定。

调研的学院由于专业特征不同，可以自主支配经

在３３所高校中，研究生的招生量完全由学

费额度差异很大，充裕的可以承担大部分学院支

校决定的高校有１１所，占３４．４％；征求学院意

出，不充裕的甚至连学院基本的运行经费都难以

见、但主要由学校决定的高校有１９所，占

保证。这种差异，在同一学校内，也引起强烈不

５９．４％；主要由学院确定的高校只有２所，占

满，需要学校从长远发展考虑平衡问题，最起码

６．３％。

表一１４学院支付教师工资奖金福利比例情况表
教师的所有工资奖金
福利中。由学院拨付

５％以下

５％一１０％

１０％一２０％

２（Ｐ／ｏ－３０％

合计

３０％以上

的比例

数量（所）

１１

比例（％）

３５．５

４
１２．９

４

６

６

３１

１２．９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００

注：缺４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１５学院创收经费主要来源
学院创收经费来源
数量（所）

比例㈤

Ａ、Ｂ、Ｃ

Ｂ、Ｃ

Ｃ

合计

１０

２０

３

３３

３０．３

６０．６

９．１

１００

注：①Ａ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及研究生的学费提成；Ｂ为专业硕士和成人教育培
训的学费提成；Ｃ为教师承担的研究项目经费提成。②缺２所高校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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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点申报工作中，有１６所高校是由学

当前高校推行校院两级管理，主要基于以下

校负责决策和组织申报的，学院仅起配合作用；

几个外界压力：一是高校在扩招带来的规模急剧

有１７所高校是学校下达新增学科点指标，学院

膨胀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校级统一管理的跨度和

对学科点申报自行决策和组织。

难度加大，分级管理是各高校普遍采取的切实可

调查发现。本科生的日常管理均主要由学院

行的做法；二是高校面临巨大的学术竞争和资源

负责。在３２所高校中，研究生的日常管理主要

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必须在学校内部进行责任

由学校负责的只有４所，占１２．５％；主要由学院

分解，而责任分解要上升到制度层面，必须以管

负责的达２８所，占８７．５％。

理上的分权作保证；三是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结合访谈可知，几乎所有高校的重大事项决

与发展中，外延的扩张已经不能使高校具有竞争

策权都集中在校级。高校的教务、科研、研究生

优势，而且国力也不能承受进一步的扩张，只有

等校级职能处室是高校的关键部门，是校级重大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才能进一步发展和保持高校的

事项决策的中枢部门，决策意见通过这些部门下

特色及优势。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这种内涵发展

达到学院。学院基本不具有重大事项决策权。

的主要制度保证和时代主题，而校内分权管理是

通过调查发现，在３３位学院院长和书记中，

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将创建世界一

对所在学校的校院两级管理状况表示满意的只有

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

１０人，占３０．３％；表示不满意的高达２３人，占

行校院两级管理更是其必然选择。

６９．７％。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少学

外部压力是促动改革的直接动力，学校自身

校将许多具体事务交给了学院，但依然存在一定

发展要求是改革得以启动的内部条件。学院是高

程度的权力（尤其是财权、人事权及学科建设决

校的基层单位，是学校活力的体现。特别是在市

策权等）过分集中在学校的倾向，束缚了各学院

场经济体制下，学院直接与社会接触的渠道愈来

的积极性。也就是说，目前虽然为数众多的高校

愈多，在办学等诸多方面需要做出有利于自身学

在尝试校院两级管理，但距真正意义上的校院两

科发展的抉择。如果学院没有这种决策权，必然

级管理仍有很大的距离。

影响其发展。同时，在学校办学规模大、学科多
的情况下，校级领导层很难做到合理地评价不同

二、关于部分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

学科、专业，容易造成资源再分配的不合理、不

革的调研总结

公平。下放权力，由市场或者发展结果来自发约

根据以上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可以总结出

束或者促进学院的发展，是现代大学的一个基本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主要动

选择。所以说，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实质上

因、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也是为各学科创造按教学科研规律发展的环境。

１、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主要动因。

２、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

表一１６高校教师岗位聘任决策权限情况表
高校教师岗位聘

所有教师均校聘

任的决策权情况

关键岗位教师校
聘，其他院聘

所有教师均院聘

合计

数量（所）

１５

１６

３

３４

比例（％）

４４．１

４７．１

８．８

１００

注：缺１所高校相关数据

表一１７
高校引进教师
决策权情况

数量（所）
比例（％）

待遇校承担，
引进教师完
全由校决定
５
１４．３

高校引进教师决策权限情况表
待遇校承担，
引进教师初选
由院定，最终
由校决定

待遇校承担，对
引进教师院和校

都有否决权

待遇由院和校
共担，对引进
教师院和校都
有否决权

２２

５

３

３５

６２．９

１４．３

８．６

１００

７３—————董函嘲
万方数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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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管理改革的目的主要是，调动学校和

校发展的重大的人事权力。

学院两级办学的积极性，增强学校整体的办学实

（３）事权方面。事权的划分通常包括学生

力与活力，进一步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提升学

管理、教学管理、学科发展、招生等事项。从调

校核心竞争力。

查结果看，学生管理和教学管理等日常事务管理

（２）实行校内财务管理、分配制度、人事
管理、事务管理等全方位的两级分权、重心下移
的校院两级管理改革。
（３）一般通过规范的校院两级管理各项权
限划分的配套文件具体指导改革的进行。
３、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校院两级管理中是下放的主要内容，而学科发
展、招生、科研管理权更多地集中在校级。
尽管大多数高校在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中
表现雷同，但一些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的侧重
点不同，为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多样化经验。
中国矿业大学的校院财权和人权划分非常彻

实行校院两级改革的高校，主要的改革表现

底。校院实行两级预算管理，基本做法是将整个

在对财务、人权和事权在校院两级的资源配置权

学校经费根据各学院学生的人数，分教学、科

力权限划分上。被调查高校在具体权限划分时，

研、后勤以及行政四条管理主线下拨给院级。学

表现出比较高的一致性。具体的内容如下：

院完全承担办学所需要的全部费用，有比较独立

（１）财权方面。通常两级财务管理划分的

的办学自主权，可以通过办学进行创收，承担本

基本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具体经费的收入和支

学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引进的发展任务。这样的管

出项目的分割上：校院财力来源的划分，主要围

理，能使学校真正从繁重的日常管理中脱离出

绕本科学生学费、研究生学费以及国家培养费、

来，重点考虑学校长远发展问题。而学院则注重

专业学位及成人教育学费收入、研究生课程进修

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率。其缺点是，学校

班收入、校外培训班收入等按比例或额度划分。

过于下放权力，长远发展目标缺乏有效调控手

校友捐款、科研管理提成和专项经费等一般划归

段；而学院往往没有站在整个学校长远发展的

校级支配。对于校院级经费支出的划分，有的学

角度看问题，例如为了节约成本，不愿引进高

校按照工作主线如教学、科研、行政和后勤四条

端人才，教师更多关注创收，忽视教学和科研

线进行划分；有的财务支出按照三大类划分，一

的质量。

是日常运行费，包括行政运行、公用经费和水电

东北师范大学侧重建立新型学术领导模式，

费三个项目。学生奖助学金一般由校级承担，水

按照“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

电费很难区别各学院界限，因此由学校承担，其

理”的新型高校管理领导模式，在各个学院成立

他两项主要由学院自己承担。二是投资建设经

了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与行政班子、学院分

费，分办公室用房和专项投资两个项目。大多由

党委的关系划分明确，教授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校级承担。三是教师人头费支出，按照工资结构

是：对学院的重大事项行使决策权，并对行政班

分固定工资、岗位津贴和补贴或福利三个项目。

子执行决策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行政班子主要

其中；学校一般要完全承担教师国拨工资、教师

任务是：对学院的行政工作行使行政管理权，教

岗位津贴（有的学校完全下放）。

授委员会做出的决策，由院长负责组织实施。学

校院两级的财务呈现一定的分权，极大地缓

院分党委主要任务是：政治核心，保证监督。这

解了学校寻找财源的压力，分担了校级经费支出

种纵横权力划分明确的决策体制，也成为改革的

的压力。经费分权是高校应对财政紧张的主要手

一种成功途径。

段，这种分权维持着校院两级管理的必要性。
（２）人权方面。校院两级人事管理主要围
绕教授、副教授职称晋升审核、岗位的设置、教
职工招聘、人才引进、内设机构主任及以下人员
的任用等进行划分。可以看到，校级掌握着高级
人才的评聘、引进和岗位设置等被认为是关系学

国家教育行致学院学报Ｅ圃晒曰Ｌ——一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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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改革的特征分析
及启示
１、当前高校校院两级管理权责划分的基本
特征描述。
管理学中的组织分权有两种模式③：职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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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和联合分权制。前者适用于小的组织，“决

府的各项政策要求，这强化了校级职能对整个学

定权由最高层保留，职能（活动和工作）转到组

校的统筹。例如国家级科研经费的申请都以学校

织中的各个下级部门”④。这种分权通常是因为

为单位，基层学术组织或个人不能直接自由申

组织通常把自身看作职能的堆积，其弊端是部门

请。学校内部在校级就要加强统筹协调，防止出

负责人往往都强调部门利益，而将整体组织的目

现重复申报，以提高项目中标率。因此，从这个

标置于部门利益之下；其目标制定往往基于“专

意义看，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为应对上级政

业标准”，而不是整个组织的成功。后者适用于

府，校级职能很难下放到学院，学校领导很难做

较大的组织，是将专门的决定权授予下级部门。

到将校级职能大多分解到不同的学院、进行校院

这种分权能够容忍巨大差异而不损害基本统一。

两级实质性改革。

实际上，很难明确、精确地判断组织的集权和分
权程度。

从校内来看，高校的主要领导本身是上级任
命制，高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是最高领导者业

按照这种理论划分，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

绩考核的内容。这种职业激励，需要加强校级领

体制从管理学角度看属于职能分权制。因为无论

导的统筹权力，强势的校级职能管理是必然的结

是问卷结果还是被调查者的描述都表明，“事权

果。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校院两级问责结构很难

以及事务管理基本运行经费支配权下移，重大财

改变，真正的学校发展指标主要分解到强势和庞

权、人权及发展事项仍然集中在校级”是对我国

大的校级职能部门，在绩效评价中承担着学校重

高校校院两级管理改革基本特征的判断。

要发展指标的责任，学院只承担实现具体指标的

从具体实行改革的学校看，改革的主要焦点

工作任务，不承担战略思考和发展决策的责任。

集中在日常管理活动的权力下放，校院两级管理

这种问责制成为校院两级管理进一步改革的阻

改革更多的是纠葛于日常管理事务和相应运行经

力。另外，多年的集中管理形成了强大的校级管

费的分割比例，改革的实际结果主要是使校级摆

理职能，学校内部机构带有明显的科层结构，下

脱了日常繁杂的事务管理，重点集中在重大资源

放到学院的各类职能部门又很难在行政级别上给

的配置上；而学院在关键资源和关键事权上并没

予界定，而不界定行政级别，又很难开展相应的

有决策权，也不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实际上我

校外联络工作。而真正打破这种科层结构，又不

国大部分高校仍然主要呈现出集权特征。

是学校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

比照国外大学普遍实施的学院自治的管理模

因此，从当前的校内外管理体制来看，我国

式，我国高校“职能分权制”的现实与西方的以

高校真正做到校院两级分权管理很难实现。目前

学院为主的办学体制相比有很大差别。

的“事权下移”式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仅

２、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现状的原因分析
和趋势预测。
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现状无论被判定为
“事权下移，财权、人权和重大事权仍然集中在
校级”的状态、还是被定义为“职能分权制”，
学院获取的自主权确实远远没有达到改革设想的
状态。这大概是学院院长对改革现状普遍不满意
的原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既有校外制度环
境的因素，也有学校自身的因素。
从外部来看，高校外部管理体制和资源激励
要求学校加强校级的管理。我国政府对高校的直
接干预仍然很明显，导致学校的校级机构设置必
须与上级政府管理职能一一对应，高校的校级职

仅是应对校级管理难度增大而作出的适应性管理
结构调整。真正做到校院两级分权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至于走多远，还主要取决于政府与高校关
系的改革状况。口
注释：

①马克·汉森．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Ｍ】．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２．

②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Ｍ】．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２６．

③（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实践［Ｍ】．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３０．

④（美）马克·汉森．教育管理与组织行为
【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１．

能部门须与政府机构具有同构性，以适应上级政

（责任编辑王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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