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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核 心 观 点

对于人事制度改革，部门高校与地方高校看法存在差异：
一是部门高校认为高校人事制度的首要问题是“用人机

制不够灵活、 完善”， 地方高校则认为是“主管部门管得太
死”， 反映了不同管理体制下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的现状；

二是部门高校对编制的作用和管理有矛盾心理， 希望改
革编制管理方式甚至取消编制管理， 而地方高校认为“编制
管理过死、 编制偏紧” 是最突出的问题；

三是部门高校认为“校内收入分配关系不够合理” 是学
校薪酬分配的首要问题， 地方高校则认为“薪酬未与工作绩
效真正挂钩” 是主要问题，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门高校的薪
酬指标体系更为突出绩效导向；

四是部门高校更关注基层学术组织设置要摒弃传统思
维、 有利于跨学科与团队建设， 地方高校关注重点是争取人
财物的自主支配权， 反映了两类高校改革的深度不同。

高校领导及人事部门认为， 高
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分类
管理” 和“强化合同管理、 完善聘用
机制” （分别占28.4%和26.3%）。 同
时， 综合考虑第一和第二选项同，
“健全评价考核机制” （分别占
16.3%和34.2%） 关注度较高。 此外，
47.5%的高校中层干部认为， 加强分

类管理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首要任
务。

部门高校强调改革重点是“强化合同管
理、完善聘用机制”（占27.9%），而地方
高校则认为重点是“加强分类管理”（占
48%）。 这也反映了部门高校与地方高
校在分类管理、 岗位聘任等改革实践
方面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 对“今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重点” 的看法

全面落实
高校人事自主权
■刘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这不仅表现在学生
培养和科研成果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方面，
而且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法
律等领域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无论是从国家
的需要来看，还是从社会的期望来看，当前的中
国高等教育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
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又可以归咎于一点， 这就
是我国高校的行政色彩依然浓厚， 教育主管部
门以及上级机构对高校的控制过多、过细，高校
没有真正获得创造和传播知识以及培养高素质
的、人格健全的各类人才的主体地位，独立办学
自主权受到很大制约。

高校的外部行政化特征很自然地会延伸到
高校内部，这突出表现在高校在人事管理方面不
得不严格执行上级的各项人事制度规定和行政
指令，结果导致各高校在内部人事管理实践方面
高度趋同，无法根据自己所处的地域和发展阶段
以及自身的发展战略等，主动选择与自己相适应
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其配套的人力资源战略和人
事管理实践。 事实上，教育部人事司于2013年11
月至12月完成的，面向200多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中央其他部属高校以及地方高校的校级领导、中
层干部和人事干部所做的问卷调查中，高校的用
人机制不够灵活和完善以及主管部门管得太死
等，已经成为各高校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且高等
教育被视为精英教育的计划经济时代， 依托行
政体制对高等教育进行规划并提供大力支持，
尤其是配备各种必要的资源， 是当时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也正是依靠这种体
制确保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为国家建设和发展
及时培养和输送了各类亟需人才。然而，随着社
会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
猛发展，高等教育逐渐演变成大众教育，其目标
已经不再是为政府培养由国家直接使用的人
才， 而是为整个社会中的各类不同组织培养多
种多样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必须能够
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围绕劳动力市场不断
传递出来的各类人才需求信息， 有预见性地及
时调整自己的人才培养类型并选择恰当的人才
培养方式， 而这就要求各高校必须具备真正的
独立办学主体地位， 能够灵活地根据办学需要
调整自己的人才队伍结构和内部管理机制。 而
原有的国家对高校实施的“大一统”的精细化行
政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单一化高校人事管理模
式，显然与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当前，我国高校实际上面临着与深化改革之
前的国有企业类似的处境，如果继续坚持当前的
这种僵化的高度控制型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人
事管理体制，则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可能
会与社会需求脱节越来越严重， 活力越来越差。
因此， 在建立科学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
上，赋予各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尤其是人事
管理自主权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事实上，出于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各高校尽管受到相对严格的
制度约束，在现实中已经不得不围绕办学的需要
想方设法突破原有体制的局限，比如，绝大部分
高校的实际用人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上级核定的
编制数。 再比如，在国家对高校管理人员统一实
施职员制的情况下，各高校同样设法对其进行各
种可能的修订或变通使用，以适应自身的实际情
况和发展需要。 此外，近些年来，各高校在教师职
称评定、聘任制以及各类人员的人事考核、薪酬
收入分配、人员晋升和岗位调整等方面都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这些都为下一步的高校人事自主权
的充分落实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高校人事管理自主权的全面落实以及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应当享有人
力资源投入规模决策、组织机构设置、岗位设置与
岗位分类分级、人员选拔聘任、职称或技能评定、
考核评价、薪酬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充分自主
权，有权根据自身的发展思路和战略定位选择相
应的人力资源结构与规模，同时制定并适时调整
自己的人事人才战略以及与之相配的相关政策
和制度，建设好高水平的教师人才队伍、职业化的
管理人才队伍以及多功能的后勤服务人才队伍，
逐渐形成动态的、灵活的人才流动与人员调整机
制，使各高校真正转变为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和
知识创新主体，焕发活力，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做出更为积极、有效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助理，博士生导师）

简政放权：高校有哪些期盼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上）

■问卷调查组
报告执笔： 赵丹龄 李鹏杰 纪权凌
数据处理： 刘宇 袁泽

2013年10月至12月， 问卷调查组在教育部人事司的领导下， 依
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部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分会， 面向第
四十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第四十四期高校领导培训班， 以及
薪酬分会会员单位人事部门， 共发放问卷367份， 回收280份。

问卷调查对象包括教育部直属高校和中央其他部属高校 （以下
简称“部门高校”） 以及地方高校等200多所高校的校级领导、 中层
干部和人事部门。 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 （区、 市）。

问卷主要围绕当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体制机制和重点难点问题，
了解调查对象对编制管理、 基层学术组织模式、 人员聘任、 评价考
核、 薪酬分配、 双肩挑人员管理、 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等人事管理等
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调查结果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当
前高校人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主管部门管得太死和用人机制不
够灵活； 二是高校内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分类管理、 强化
合同管理、 完善聘用机制； 三是编制为高校配置资源的基础， 但编
制管理方式亟待改进； 四是当前高校岗位聘任的首要问题是各类岗
位职级等设置不合理； 五是高校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亟待完善； 六是
薪酬未与工作绩效真正挂钩， 校内收入分配关系不够合理； 七是高
校基层学术组织模式不能适应跨学科协同创新发展需要； 八是“双
肩挑” 人员管理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高； 九是高校应当推行社会养
老保险改革， 但对改革后的待遇变化以及新老过渡的稳定性存在顾
虑。 十是希望加快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步伐， 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
进一步增加活力。

一、 对“当前高校人事制度存在主要问题” 的看法

注： 本文图表显示的是第四十四期高校领导培训班与薪酬分会会员单位的
问卷二调查结果， 图中数据为选项人数 （总计190人）。 因篇幅所限， 第四十期
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调查数据未整体列出， 在文字分析中注明。

根据对第四十四期高校领导培训
班(以下简称“高校领导” )及薪酬分
会成员单位人事部门 （以下简称“人
事部门”） 的问卷调查分析， 认为当
前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主管部门管得太死” （第一选项
占28.4%， 下同）。 第四十期高校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 （以下简称“高校中
层干部”） 高达57.4%的人认为当前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存在的首要问题是
“主管部门管得太死”。

聘
任制改革相对滞后 （占16.8%）、 身份
管理观念根深蒂固 （占15.3%） 也是
当前存在的问题。

34.3%的部门高校认为， 当前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存在的首要问题是
“用人机制不够灵活和完善”， 而64%
的地方高校则认为“主管部门管得太
死”。 比较明显地反映了部门高校与地
方高校两种不同人事管理体制机制的
现状， 相比于地方高校， 部门高校拥
有更多自主权。

注： 部门高校与地方高校选择差异性为问卷一与问卷二综合分析结果。

高校人事
制度改革
怎样推进

从教育部直属高校
开始，全面落实学校人事
管理自主权，依法赋予高
校在确定人力资源投入
与用人规模、内部组织机
构设置、 岗位设置管理、
人员聘任和考核评价、实
施校内收入分配等方面
自主权。改革教学科研组
织方式，打破机构与编制
壁垒， 促进学科交叉融
合，逐步探索实行用人规
模备案制。 推进分类管
理、分类考核评价，实行
精细化岗位分类管理，探
索建立符合我国高校特
点的新型教师职务制度。
完善公开招聘制度，建立
高校人员退出机制。深化
职员制度改革，探索不同
类型职员的职业发展通
道，合理控制确定管理岗
位“双肩挑”人员比例，强
化职业化导向，引导学校
管理人员全身心投入本
职工作。 建立灵活多样、
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机
制。探索年薪制、协议工
资制、项目工资制和团队
薪酬制等分配形式，规范
收入分配管理， 形成合
理、和谐的校内收入分配
关系，推进高校主要领导
薪酬制度改革。

评 论

编者按： 简政放权，高校有着怎样的期盼？今天刊发的问卷调查，极有参考价值。问卷主要围绕当前高校人事
制度改革体制机制和重点难点问题，了解调查对象对编制管理、基层学术组织模式、人员聘任、评价考核、薪酬分配、
双肩挑人员管理、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等人事管理等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调查比较明显地反映了
部门高校与地方高校两种不同人事管理体制机制的现状，相比于地方高校，部门高校拥有更多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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