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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行政管理者肩负着保证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为师生提供指导服务的责任,具有促进高
校发展和建设的职能和作用。他们的工作状态、工作质量和工作能力将影响到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质量,
制约着高校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对此,高校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理念和时代的要求,制定切实有效的激
励机制,促进和提高高校行政管理者的工作质量,改善工作状态,提高服务水平,确保师生在良好的教育环
境中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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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suring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viding guidance service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ch has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Their working condition, quality and ability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and restric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formulate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work quality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improve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improve their service level,
and ensur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 goo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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