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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在党的第十八大中就曾明确指出,我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走内涵发展之路,让国家公
民获得更为良好、更为公平的教育,进一步强化我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工作上的推进历程,保障我国教育工
作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为了进一步强化我国的人才储备工作和人才培育水平,需要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
式进行进一步的动态调整。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所构建出来的高校教育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高
校发展的实际需求。由于我国高校被划分到事业单位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上,
也依照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导致我国高校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人浮于事,人员冗余问题明显,急需高
校教育管理工作展开进一步的去行政化改革,以帮助高校具备更多的自主办学权利,改善人才培育的综
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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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e need to take the road of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so that
the national citizens can obtain better and fairer educa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form work, and ensure the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level of talent reserve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China, further dynamic adjustment of the
management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neede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llege education constructed in
the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y period cannot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cause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e scope of institutions, so on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mode, they are als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mode, which leads to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in China with problems of personnel
redundancy, so 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further de-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ore independent school running right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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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科研、招生,都需要严格遵守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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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要途径。高校改革从本质上来说,

程的设置,还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和

教育的运行稳定有序。但是现阶段在高

是一个逐步发现真理,并对真理进行全

学生生源的录用上,都需要通过相关政

等教育中,行政权力更强,册数权力较为

方位追求的动态过程,能够为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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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发展和进步,以及我国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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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改革工作关注和重视,通过更为

力的提升受到了非常大的阻碍。

校管理工作的行政化特点越来越明显。

丰富多样,更为自主、更为民主的管理模

2.2高校科层制管理结构的影响

式,确保管理工作的价值能够发挥,以帮

我国高等教育在政府行政化管理模

3 高等教育管理去行政化改革
的路径

助高校实现进一步地稳定发展。除此之

式之下,也对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科层

3.1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完善法

外,高校通过更为科学合理,更为现代化

制管理模式进行了沿袭,而这种管理模

的管理模式,能够为广大的学术研究人

式用到政府部门比较合适,但是却不适

为了进一步保障我国高校的教育管

员创造出一个更为良好的创作环境。进

合使用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长久以

理工作去行政化,政府能够和高校办学

一步提升学术创作的有效性。学术权力

来,政府监管部门都是通过依照国家的

独立化,实现管理和办学之间的有效分

在高校的教育管理工作过程中,具备较

相关行政体制来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

割,可以通过制定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

强的行政化特点,学术权利相对来说更

导致高等教育在管理工作和组织架构上

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我国政府部门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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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与我国经济建设有着高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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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进步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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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法人地位,并为其赋予一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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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组织来进行领导构建出的社会主

出来的价值交给社会。高校作为除我国

分,通过进一步改善行政团队的综合素

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因为有党组织,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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