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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分类管理难在哪
本报记者 杨桂青 黄金鲁克

张志勇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
教育厅副厅长）：
我认为分类管理是在向着有利
于教育家办学这个方向推进的更好
的民办教育制度选择，为民办教育
家办学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政策环境。

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配套文件《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
则》
（以下简称《登记细则》
）
《营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
理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监管细则》
）等相继发布，
以
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舆情监测平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3 月初，新闻网站、微信、微博、博客、论
坛有关《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
《若干意见》
《登记
细则》
《监管细则》等的信息 6589 条，其中新闻网站
3436 条，微博 1510 条，微信公众号 1230 条，论坛
399 条 ，博 客 23 条 。 整 个 事 件 当 中 ，正 面 态 度 占
64%，
占主体，
中立态度占 25%，
反对声音较少，
占 10%
左右。
我们就民众关注的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相关难
题，问计于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志勇研究员，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宇华教育集团董事
长李光宇，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副总裁、潍坊 （上
海） 新纪元学校校长周远生，提出政策建议。

李光宇 （全国人大代表、宇华
教育集团董事长）：
要避免两个倾向：
一是选择非营
利性定位的学校，
不要办得越来越像
公办学校。二是对于选择营利性定位
的学校，
不要像原来歧视民办教育那
样，
现在又来歧视营利性民办学校。

周远生（新纪元教育集团副总裁）：
未来无论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
学校，
无论是在营利性学校还是非营
利性学校，国家在法律、
政策上对相
同资质的教师要给予相同的尊重。
3 月 2 日，张志勇 （右二）、李光宇 （左二）、周远生 （左一） 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 E 政录”演播室，围绕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余恬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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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促进民办教育的社会担当

记者：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
“人人心
中有一本教育学，人人心中有一
个教育梦。
”
民办教育是不是也应
该有民办教育学？您心目中的民
办教育学寄托着什么样的理想，
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张志勇：对于民办教育，我有
这么几个看法：
一是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民办
教育。有专家认为，教育投入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6%，才能支撑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2015
年，教育经费总投入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5.24%。一方面，各级财
政要加大投入，保证教育事业发
展；
另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快民办
教育发展来支持中国教育的现
代化。
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多
样化教育的需求离不开民办
教育。要实现真正的教育
公平，
很重要的一点是提供
适合的教育，
满足人民群
众的个性化教育需求。
民办教育在提供人民群
众多样化选择方面有
重要的价值基础，
而且
是重要支撑点。
三是提高教育
质量离不开民办教
育。经过几十年的
改革开放，中国教育
事业进入了以提高
教育质量为主题的
新阶段。我们要激活
学校，走内涵式发展
道路。民办教育的
改 革 和 发 展 ，可
以反过来倒逼
公办教育的
改 革 ，推 动
公办教育
的发展。

周远生：我对民办教育和整
个教育的思考及期待是，从宏观
层面上，我期待公办、民办教育，
国际教育、股份制教育甚至中外
合作办学等多元化办学主体能够
各美其美，异彩纷呈；
从中观层面
上，我期待各级各类学校都能在
充满活力的机制下运行；从微观
层面上，我期待教育能让每一个
孩子的基本学业水平得到保障，
优势智能得到开发，个性特长得
到培育。
记者：从中外教育史上看，
一
些教育家的思想是在私立学校诞
生或完成的，比如尼尔和夏山学
校、张伯苓和南开学校等。虽然
还不能和这些教育家相比，但现
在一些民办学校办学者的确是怀
揣着教育理想去办学的。民办教
育分类管理有助于这些办学者进
行教育试验吗？
周远生：我认为分类管理是
个很好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
大
多数民办学校是有一定经济基础
的人创办的，
主导民办学校发展、
决
策学校办学方向的人是老板。有
教育情怀、
懂教育规律的人实际上
是作为
“打工者”
出现的，
那时举办
者和办学者之间经常产生矛盾。
在这个背景下，
不要说培育教育家，
就是把学校办好也是很困难的。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之后，
大家
开始有一个期待，
就是国家扶持的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不以营利为目
的，不追逐利益最大化，
而是把孩
子培养好，办有特色、有质量的教
育。这个机会和平台会吸引一批
有教育追求和教育梦想的人。这
些人有了这样的平台，
获得了办学
自主权，
就容易践行自己的教育理
想，办出理想的教育。当然，
仅靠
这些是不够的，
培养教育家，
还要
进一步优化整个大教育环境。
张志勇：我认为分类管理是
在向着有利于教育家办学这个方
向推进的更好的民办教育制度选
择，为民办教育家办学提供了越来
越好的政策环境。
《民办教育促进
法》修正案把民办教育分为营利性
和非营利性两种，并明确规定，
义
务教育领域只能举办非营利性民
办教育，这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
它以公益教育事业为自己的追求，
鼓励民办教育家因有教育情怀而
办教育，而不是以营利为
目的。二是各

级政府可以为这些办学者提供经
费、项目等支持，
减轻他们为筹措
教育经费而奔波的压力。
李光宇：社会对民办教育作
用和地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民办教育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不
允许办，
后来开始允许尝试，
再后
来 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的变化历
程。教育规划纲要指出，
民办教育
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
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前
社会对民办教育存在一些误解，
比
如，
有人认为办民办教育就是为了
赚钱。对待民办教育，
要像教育规
划纲要指出的那样，
把它放到应有
的地位上，
而不是歧视它。
记者：您对民办教育有什么
样的期待，
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怎
么布局最合理，
非营利性和营利性
民办学校怎么布局最合理？
张志勇：布局问题是市场的
资源配置问题，
也是老百姓的需求
问题，
不好说一个地方应该把民办
教育发展到多大比例，
两类学校各
占多大比例，
但义务教育阶段肯定
是以公办教育为主，
民办教育是很
好的补充，
甚至是相当具有办学活
力的部分。
对于民办教育来说，我的第
一个期待是，办出教育情怀。第
二个期待是，办出教育特色。第
三个期待是，
办出教育活力，
在教
育细分市场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第四个期待是，办出教育经验。
在改革上先行一步，发挥机制优
势，
积极、大胆探索，
创造经验，
辐
射公办教育。第五个期待是，办
出教育品牌。能像当年的张伯苓
先生一样，把南开学校系列办成
品牌。
记者：您认为民办教育应该
有怎样的责任担当？分类管理给
您的办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
李光宇：民办教育只要办得
好，家长就愿意“用脚投票”。各
地优秀民办幼儿园和中小学“一
位难求”的现象经常出现。民办
学校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
还能提供就业岗位，拉动地方经
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能发挥
“鲶鱼
效应”，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分类管理施行
后，营利性民办学校还能为政府
缴税。正如海口经济学院董事长
曹成杰所言，不管营利、非营利，
都是为社会做公益；
不管公办、民
办，
都是党办；
不管体制内、体制
外，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不
例外。

怎样促进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

记者：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
营利性民办学校如何界定？两
类学校在政府补贴、土地划拨、
税费减免等方面享有不同待遇，
这对于两类学校实现自己的教
育使命有哪些帮助？
周远生：从学校办学性质、
价值追求的属性上来说，营利性
民办学校更能彰显市场规则，而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更能体现国
家意志；营利性民办学校追求经
济效益最大化，分类管理后政府
给两类学校不同的扶持政策，也
给了它们不同的发展空间。营
利性民办学校可以利用国家政
策，按照市场规则办教育，把社
会资金吸纳过来，市场需要什么
就去办什么，可以兼并、收购、重
组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营利性
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更大，按照
市场运作的灵活性更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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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营利性民办学校能够得到适
当的政策支持。如果把它当作
普通的企业，
还是有问题的。
李光宇：对于分类管理后的
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要
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选择非营利
性定位的学校，不要办得越来越
像公办学校，那就失去了民办学
校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二是对
于选择营利性定位的学校，不要
像原来歧视民办教育那样，现在
又来歧视营利性民办学校。
记者：调查发现，民办学校
教师特别是民办高校教师，因为
待遇等问题，在身份认同上存在
心理落差。分类管理有助于这
些教师形成身份认同吗？要消
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分类管理需
要在哪些方面
“破冰”
？
周远生：从基础教育的情况
看，
尽管民办学校教师待遇在不断

提高，
但是自我认同感不高，
因为
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对职业安全感
诉求特别强，
公办学校可以满足而
民办学校不能。实施分类管理之
后，
很多民办学校教师期待像公办
学校教师一样获得编制保障。然
而，
这不现实也没有积极意义。
我个人的希望是，
公办、
民办
学校教师能够实行统一的社会保
障，
消除教师流通障碍，
建构行业
资质标准，提高教育行业社会地
位，
加强教师专业培训，
提高行业
认同感和专业认同感。制度设计
要不断强化教师的专业资质认
同，而不是强化编制。未来无论
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无论
是在营利性学校还是非营利性学
校，
国家在法律、
政策上对相同资
质的教师要给予相同的尊重。
张志勇：
《民办教育促进法》
规定，
公办、
民办学校教师具有同

等法律地位。怎么理解？我认
为，
一是在专业发展机会上公办、
民办一视同仁。各种国家级和省
级培训项目，民办学校教师也应
该能够享有。二是在科研项目上
一视同仁。教师申请科研项目，
民办、公办学校教师具有同样的
申报权利和机会。三是在社会保
障机制上一视同仁。2016 年山
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
厅和教育厅在青岛、
潍坊、
德州进
行试点，民办学校教师可以按照
事业单位交纳养老保险。如果把
这些问题解决好，民办学校教师
的稳定感、安全感会得到很大增
强。四是创新公办与民办教师的
交流通道。通过制度创新，建立
教师流通机制。公办学校教师可
以流动到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
高校。如果不想取消公办学校教
师身份，可以保留。

用和税收优惠方面，参照科教
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给
予优惠。
记者：政府是否应该出台
建立针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
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准入制度、
认证制度、质量评估制度等？
周远生：教育规划纲要把
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到国家战略
的地位，教育部陆续颁布了教
师专业标准、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标准等。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是大概
念，真正要落地生根，就要建
构分类管理的制度体系。其
中，最重要的是质量标准，现
在大家对教育不满意，问题出

在 “ 应 试 ” 上 。 受 制 于 中 考、
高考的影响，学校教育特别重
视学生知识结构的掌握，而对
于学生的能力结构、智力结
构、情商结构等，就重视得不
够了。落实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工作，要把两类学校的入门标
准、办学标准、运行规则标
准、教育教学质量标准以及评
估办法等制定好、完善好。

怎样促进民办教育分类管理“落地”

记者：您对于非营利性民 大的，这是非营利性民办教育
办学校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政 可以预期的制度环境。但是我
府 补 贴 、 土 地 划 拨 、 财 产 权 在此呼吁进一步明确对营利性
算、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有 民 办 教 育 的 支 持 政 策 ， 在 土
什么建议？怎样保证现有民办 地、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教育举办者的利益？
比如，在土地供给方面，
李光宇：我们期盼无论是 《民办教育促进法》 规定，营利
国务院的实施条例，还是各级 性民办学校的建设用地按照国
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能够结 家规定的政策办理。
《若干意见》
合各地实际情况，“接地气 ”。 规定，
“民办学校建设用地，按科
考虑到现在已有的 17.1 万所民 教用地管理”，这一规定并没有
办 学 校 ， 4825.47 万 在 校 生 ， 区分营利性民办学校和非营利
423.4 万员工，相关政策制定要 性民办学校。我们期盼国家职
考虑学生、家长、教师、办学 能部门把这一政策具体化。
者和社会各界的利益，在各方
在税收方面，非营利性按
利益间取得平衡。
公办学校享受税收免税。我们
张志勇：对于非营利性民 建议在营利性民办教育土地使
办教育，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很

CFP 供图

新纪元教育开创教育新纪元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旗舰学校——潍坊（上海）新纪元学校
致力于打造“标准化、差异化、信息化、国际化”的高品质现代学校

·广告·
www.xinjiyuan.com.cn
www.wfshxj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