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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介绍我国高校二级学院权力运行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英美两国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特

点，进而从治理理论视角提出规范我国高校二级学院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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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教授委员会、分学术委员会等基层学术机构行使学

（2010-2020 年）》（简称《纲要》）提出“完善中国

术权力 ；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二级教职工

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党的十八届

（代表）大会（简称教代会）履行民主监督权力。目

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要“深入

1.1

校院两级责权利不对等
随着我国高校管理重心下移，二级学院办学自

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
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纲要》

主权不断扩大，有利于激发二级学院办学活力。但

《决定》从新的高度对高校治理结构赋予了新的内

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高校在推进校、院两级管

涵，对完善高校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

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校、院两级权力配置存在失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

现象，学校和校级行政职能部门把更多的事务权下

大功能实现的最终落脚点在二级教学部门，因而，

放给二级学院，而人事权、财权等仍然集中在校级

高校治理的核心在于二级学院治理。

层面，校院两级责权利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随着我国高校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了二级学院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

权，如何合理配置并规范运行二级学院权力，是摆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
二级学院作为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其权力结构

在高校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本文从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学术权力。然而，目前高

治理理论视角，谈谈如何科学配置和规范运行我国

校二级学院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现象比较

高校二级学院权力。

严重，一些高校二级学院虽然成立了教授委员会、

校内管理重心下移，二级学院获得更大的办学自主

1

我国高校二级学院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

1.2

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但这些学术机构的负责
人往往是由二级学院院长兼任，委员中具有行政职

从性质和职能角度来看，我国公办高校二级学

务的学术人员占据多数，致使学术机构从成立伊

院权力结构由党的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

始就具有浓重的行政化倾向，学术机构只是在行政

主监督权力这四种权力组成。二级学院最高决策

权力划定的范围内对部分学术事务进行审议，以参

机构是党政联席会议，分党委（党总支）主要负责

谋、咨询形式为行政决策服务。

二级学院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 ；二级学院

1.3

行政机构由正副院长和办公室组成，院长是二级

党政联席会行政色彩浓厚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

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二级学院专业学科

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高校二级学院分党委

建设、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日常工作 ；二级学院

（党总支）通过党政联席会，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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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项。一些高校二级学院在执行党政联席会议

个经济和行政实体，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教师聘

制度过程中行政色彩比较浓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任与职称晋升、资金的筹集与调配、教育教学设施

个方面 ：一是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的内容过于宽

的安排等方面拥有非常大的管理权和配置权。二

泛，教授委员会、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成员都

级学院的行政、教学、科研工作由设立的专门委员

由党政联席会议确定产生 ；二是二级学院院长往往

会进行决策，使原本集中在学校层面的权力下移到

比较强势，党政联席会议决策实际上变成了院长一

二级学院层面，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

言堂，党总支书记根本没有话语权，
“以政代党”、党

2.2.2

［1］

总支被边缘化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1.4

民主监督权力落实不到位
《条例》明确规定了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

二级学院教授会的权力很大
西方大学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加上学术自由是

美国大学的核心思想，美国大学教授一直是大学治
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非

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参与高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

常重要的作用。美国高校二级学院均设有教授会，

督的权力，但是很多二级学院领导不重视教代会，

负责本学院教育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师生权益的维

二级学院没有建立规范完备的教代会制度来保障

护，权力范围几乎包揽了学院的所有事务。

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力。二级学院团

2.2.3

学组织、普通教师和学生没有依法参与二级学院
管理的渠道和方式，监督更无从谈起。

2

英美两国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特点

重视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美国大学二级学院院长的遴选比较民主，大

多都征求二级学院教授会、学生代表等意见后再任
命，遴选过程始终注重师生员工的知情权。此外，
每个学院还设有代表教师和学生群体利益的专业化

2.1 英国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特点概述
2.1.1 二级学院自治程度非常高
英国大学校级层面与二级学院的权力博弈虽

组织，如由全体教师组成的教师会、由教师和学生

然一直伴随着英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但二级学院高

［3］
正式决策，有的则是仅供学院参考的咨询性意见。

度自治已成为其基本传统。英国大学二级学院有
自己的领导机构和章程，除了在招生、教学、科研
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外，在管理方面行政权限很

代表组成的课程建设委员会、教学评估委员会以及
学生会等。这些机构形成的意见有的是必须执行的

3 规范我国高校二级学院权力配置与运行
的对策和建议

学校对于学院经费使用不进行具体干涉，仅通过效

3.1 以章程等形式明确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
我国高校要按照《纲要》和《决定》的要求，借

益考核的方式进行监督。［2］

鉴国外高校治理经验，依法制定大学章程和完善校

2.1.2

学术权力在二级学院占主导地位
英国大学素有“教授治校”的传统，虽然现代

内规章制度，确立和明晰校内治理结构和管理模

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内涵已经发生改变，但是学

推动学校管理重心下移，明晰校院责权利关系，赋

术权力在英国大学二级学院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予二级学院一定的学科与专业建设、教学与科研工

在英国大学二级学院层面，学院委员会是其决策机

作、对外交流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自主权，使二级

构，其职责是负责学院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教学

学院成为真正的办学实体，同时要明晰学术权力与

等有关事项的组织、管理。该委员会成员通常由全

行政权力的关系以及师生员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体教授、非教授系主任及其他成员代表组成，院长

途径，使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和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由该委员会从教授中选举产生，并兼任该委员会主
席。虽然二级学院非学术性事务日益增多，专职行

3.2 建立教授委员会制度，保障学术权力全面落实
《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

政人员的影响力也在扩大，但总体来说，二级学院

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

权力结构依然偏向于学术。

的作用。
”国内一些高校借鉴国外高校治理经验，结

2.2 美国高校二级学院治理结构特点概述
2.2.1 二级学院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美国高校中，权力重心下移，二级学院是一

合学校发展实际，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制度，在落实

大，不仅拥有财政自主权利，还享有人事自主权利。

式。要大力深化我国高校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方面做了大量有益探索。
我国高校应在学校章程或二级学院教授委员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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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把教授委员会作为二级学院最高学术机构，

普通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使教师真正成为教

明确教授委员会的职责、组织和议事规则等，规定

代会的主体，摆脱行政力量对教代会的控制，明确

教授委员会是学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
社会服务和队伍建设中重大治学事项的议事和决策

规定教代会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树立教代会的
权威，切实发挥其民主监督的职能作用。［5］另一方

机构，对治学事项行使一定的决策权和审议权，并

面，二级学院要尊重和支持团学组织参与涉及学生

［4］

为了保证

事务的管理，凡涉及学生的重大事项应先经过学代

学术事务的方向性，同时实现党的权力、行政权力

会或相关学生组织审议。党政联席会议在讨论和

和学术权力相互制衡，建议将二级学院分党委（党

决定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时可以邀请教

总支）书记、院长均列为二级学院教授委员会当然

代会（二级学院分工会）主席、团学组织主要负责

成员，但是不得兼任教授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人列席会议，确保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对学院其他事项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3.3

建立和完善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
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我国高校二级学院重要

4

结束语

事项的决策机制和基本工作制度，二级学院工作中

我国高校配置和运行二级学院权力，不能完全

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建

照搬西方高校二级学院治理模式，而应结合我国教

立和完善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利于实现

育管理体制和高校实际，构建以高校章程建设为龙

二级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

头的制度体系，扩大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要坚持

范化。作为二级学院最高学术机构的教授委员会，

和完善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探索教授治学

应在二级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的领导下，依据高校章

的有效途径，健全师生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

程和校内其它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职

在二级学院构建起党的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权。党政联席会议成员为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非

与民主监督权力既相互独立、又协调配合的权力结

党政负责人的教授委员会主任可以作为党政联席

构和运行机制。

会议的固定成员，参与二级学院发展规划、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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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present situation and major problems of power ope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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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ory propose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andardize power
allocation and operation in China’s secondary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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