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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发展规划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或组织行动，其合法性来源: 一是指高校编制和执行规划时有外

在规定或规范作依据; 二是指高校编制和执行规划得到内部单位与群体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其合法化机制

分为强、弱两种: 强意义的合法化机制是指具备有效支持规划编制与执行的组织制度及方法; 弱意义合法化机

制是指规划的编制与执行组织、制度不够完备，方法通常采用非强制性。依据这两个维度，我国高校发展规划

变革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高校发展规划的创立阶段，高校发展规划的失序阶段，高校发展规划的转型阶

段。战略规划对于转型阶段的高校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在于: 以内部合法性为主导的转型之路，使高校走出

了依附式的发展模式，构建了共治共管的新机制，确立了管办评分离的基础。同时转型期的高校发展规划也

面临着“项目治教”、合法化机制如何构建、内部合法性是否足够稳固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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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编制发展规划已经成为

我国高校五年一轮的常规工作。但编制出来的发

展规划是否能够得到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服从与认

可，发展规划是否具有遵照执行的效力还要取决

于发展规划自身的合法性。其合法性来源主要有

外部合法性与内部合法性两种。外部合法性，指

高校编制和执行规划有外在规定或规范作为依

据。内部合法性，指高校编制和执行规划得到了

校内有关单位与群体的理解、认同与支持。合法

化表示的是主动建立与特定规范之间联系的过

程［1］。合法化作为维护和强化合法性的手段或

过程，有其自身的组织与制度安排以及方式、方法

等问题，可统称为合法化机制。合法化机制可进

一步分为强意义合法化机制与弱意义合法化机

制。具体至高校发展规划，强意义合法化机制是

指充分具备有效支持规划编制与执行的组织及制

度安排，并采用强制性的方式、方法 ( 如行政命

令、资源配置、审核检查、绩效问责等) 来保障规

划的编制与执行; 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支持规

划编制与执行的组织及制度安排不够完备或运行

不畅，并采用非强制性的方式方法( 如宣传动员、
榜样示范、咨询指导、经验交流、总结汇报、公示公

开) 以促成规划的编制与执行。
建国初期的十余年可视为我国高校发展规划

的初创期，这一时期高校发展规划以外部合法性

为主 导，并 采 用 强 意 义 合 法 化 机 制 加 以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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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规划，具有强烈的政治色

彩。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由下而上，上下结合的

方法作为规划管理的原则不断被推广和运用。改

革开放后，随着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呼声的不断

高涨和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主导高校

发展规划的外部合法化机制趋于弱化，以至于部

分高校放弃编制发展规划，或是以应付检查与评

估的态度对待规划编制与执行。至 2000 年前后，

部分经历过合并调整的高校切实感受到科学编制

发展规划的重要性，率先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开

创了在内部合法性主导下编制发展规划的先例。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趋于理解、认可和支持发展

规划，高校逐渐步入以内部合法性为主导的发展

规划阶段。但这一时期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的

“发动、引导、咨询和督促”［2］等手段，还是各高校

自主自觉的行动来看，显然是弱意义合法化机制

占绝对多数。
至此，基于合法性来源与合法化机制这两个

维度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可将我国高校发展规划

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外部合法性主导，采用

强意义合法化机制加以保障的“规划创立阶段”;

二是外部合法性主导，采用弱意义合法化机制进

行调控的“规划失序阶段”; 三是内部合法性主

导、采用弱意义合法性机制进行探索的“规划转

型阶段”。

一、我国高校发展规划的变革历程

( 一) 我国高校发展规划的创立阶段

创立阶段的我国高校发展规划，是适应建国

初期国家计划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1950 年 7
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

定》明确指出:“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1953 年 10 月政务院

颁布《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要求

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

划、重要规章制度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为加

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统一领导，高等教育部

于 1955 年 12 月制定《高等教育十二年规划 ( 草

案) 》，并要求各高等学校必须分别制定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后两年计划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

个五年计划。例如，经查阅档案馆资料，华中工学

院在 1956 年就编制了三个规划，分别是《华中工学

院十二年规划》( 1956—1967 年) ［3］《华中工学院两

年规 划》( 1956—1957 年) ［3］ 以 及《华 中 工 学 院

1956—1960 年的综合规划》［3］。鉴于当时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及高等教育部

与高等学校之间的领导关系，可以推断: 早在建国

之初，我国高校就已经普遍采用规划管理方式。此

时，高校规划是国家计划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国家

计划管理体制是高校规划的外部合法性来源，并以

此为主导。如中国人民大学与哈尔滨大学作为仿

效苏联高校的两块试验田，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于

1950 年1 月直接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4］，

1950 年 4 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亲自批准了《关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的报告》［5］。
创立阶段的高校发展规划，不仅是国家计划

管理体制向下延伸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建国初

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特点。首先，高校规划的

编制过程事实上成为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以及各种

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过程。高校的规划编制行为及

其具体内容受行政主导的强意义合法化机制的影

响特别深刻，且别无选择。其次，高校规划的编制

风格较为有利于规划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下发的

通知中，对规划编制内容与格式有统一的要求。
学校规划基本上可以套用上级下发的参考提纲，

只需填充具体事项与内容即可。由此而编制出来

的规划，既便于上级的审批与控制，也便于付诸实

施和判断规划的完成情况。此外，规划的执行有

外部政治权威、行政命令和资源划拨作为可靠保

障。这一时期的高校发展规划是国家计划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执行规划是严肃的政治要求与强

制性的行政任务，由此保证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

体制得以维持并不断强化。
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体系作为国家实现总体

性支配的基本手段，高校发展规划不仅由此而获

得外部合法性，亦由此形成了规划编制与执行的

强意义合法化机制。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规

划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执行状况，在此后及

今后均难以企及。关键是“依靠政治动员和牺牲

高校自主发展的规划秩序难以持续。”［6］

( 二) 我国高校发展规划的失序阶段

自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

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

变［7］。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是，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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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并通过

自我调整与改革，逐步建立起新型的规划体系。
“文革”之后，高等教育领域的计划管理体制也有

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邓小平在 1977 年 8 月主

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我总

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

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

作。”［8］( P52) 1978 年 4 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强调: “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

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 P108)

1980 年 5 月 8 日与 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连

续两次先后听取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当前教育工作

和发展教育事业十年规划问题的汇报，并明确指

示要制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规

划［9］( P368)。例如，经查档案馆资料可知，华中工学

院于 1977 年 9 月 制 定 了《华 中 工 学 院 1978—
1985 年科学研究规划》［10］，于 1978 年 8 月制定了

《华中工学院 1979 年教育事业计划和 1980 年设

想》［10］以及《华中工学院 1978—1985 年教师队伍

建设规划 ( 草稿 ) 》［10］，于 1978 年 10 月制定了

《华 中 工 学 院 1978—1985 年 八 年 规 划 ( 草

案) 》［10］，于 1980 年 10 月制定了《华中工学院今

后十年的规划与设想 ( 草案) 》［11］。综合这些情

况，可以推断: 在 1978 年前后各高校对规划工作

均较为重视，且与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密切相关。
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环境的变化，特

别是 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之后，计划管理手段对于高校改革与发展

的直接影响迅速下降。199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

体。”《纲要》既要求学校“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

制”，也强调政府“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

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

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996 年制定的

《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
还强调:“突出规划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和规

划目标的预测性、指导性，使基层单位和学校能够

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进

行运作。”《全国教育事业“十五”规划和 2015 年发

展规划》亦重申:“今后政府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

划、评估、信息服务、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对教育进行宏观管理”，但对地方是否需

要相应地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无明确要求。《国家教

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全

面加强教育规划工作，建立规划的动态调整和实施

监测机制”，同时要求各级政府要切实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科学的

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国家教育事业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提出了对规划实施的具体要求: 一是

要求落实责任分工，对于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任务，

还要求制订时间表、路线图并向社会公布; 二是要

求制定地方教育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并要保证地

方教育发展规划与国家事业发展规划、分项规划与

教育总体规划之间的有效衔接; 三是要求加强监测

评估，组织对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和跟踪监

测，并及时总结各地在实施规划中的经验教训，积

极推广先进经验; 四是要求加强社会监督，规划实

施进展状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社会各界对规划的

意见和建议应作为规划调整的重要依据。
这时期，伴随着规划编制外部合法性及其机

制的弱化，各高校对待发展规划编制与执行的态

度在《“九五”计划与“十五”计划》期间可谓是急

转直下。即便是向来重视规划工作的华中科技大

学，虽然在 1991 年仍然制定了“八五”事业计划

纲要，但在 1995 年前后却未编制《“九五”发展规

划》。但随着“211 工程”以及“985 工程”的实施，

规划编制工作出现弱化的局面率先在一些高水平

大学得到扭转。以清华大学为例，1993 年 7 月我

国正式决定设置“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之后，

清华大学于 1994 年就拟定了“211 工程”建设整

体规划，并以此为蓝本于 1995 年 2 月编制了《清

华大学“九五”事业发展规划》［12］。1998 年 5 月，

我国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提出“创建若干所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之后，清华大学

随即又于 1998 年 12 月制定出《清华大学创建世

界一流大学规划( 1999—2001 年) 》［2］。华中科技

大学是 1996 年底首批入选的“211 工程”重点建

设的高校，在面临着“985 工程”建设的巨大压力

之下，2000 年前后，时任校长周济特别重视学校

的发展规划工作，并最终于 2001 年 3 月通过了

《华中科技大学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战略规

划( 2001—2020 年 ) 》［2］。对 于 众 多 高 校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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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开始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对规划编

制工作的影响较为明显，因为高校的教育事业发

展规划是评估时需要提供的基本资料。与此同

时，时任教育部长周济也呼吁各高校加强宏观思

考与战略研究，认真思考“两个问题”，精心制定

“三个规划”，即认真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

学”和“怎样建设这样的大学”，精心制定学校的

“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规划、校园

建设规划”［13］( P3)。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

于 2003 年 7 月在厦门、2003 年 8 月在长春、2003
年 9 月在杨凌组织召开了三次教育部直属高校发

展规划工作研讨会，还于 2003 年 11 月组织成立

了高校发展规划咨询专家组。
综上，我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随

着计划体制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

用的弱化，国家运用规划手段影响高等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方式方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总体

而言，高校的规划工作依然遵循外部合法性逻辑，

是国家利用各种手段自上而下进行调控的结果。
但是，鉴于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以及推进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国家对高校发展

规划倾向于采用弱意义合法化机制进行引导。以

《华中科技大学“985 工程”总体规划( 2010—2020
年)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的《“985 工程”总体规划 ( 2010—2020
年) 》等规划的相继出台为例，应该说有关高校按

照当时教育部与财政部的通知要求，还是极为重

视这项工作的。但遗憾的是，经费分配的最终结

果似乎与有关高校提交的总体规划没有多大关

系。2013 年进行验收的时候似乎也是如此。也

许是因为规划的执行确实难以有效监测，在没有

强意义合法化机制约束的条件下，部分高校因此

一度放弃编制发展规划，更多的高校对规划编制

与执行开始采取应付的态度。我国高校发展规划

陷入短暂“规划失序阶段”。
( 三) 我国高校发展规划的转型阶段

无论是处在何种境遇之中，总会有先知先觉

者。对规划工作来说，朱九思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主政华中工学院期间所做的一些事情，颇具典

型性。1977 年 7 月华中工学院决定取消当年暑

假，发动教职员工利用暑假对国外著名大学的教

学、科研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这次调研持续

了半年多的时间，参加调研的教师达 720 多名，查

阅了24 000余份国内外科技文献资料和数百种教

材，写出了数十份近 60 万字的调查报告。结合本

次调研的成果，华中工学院党委在组织学习邓小

平 1977 年 8 月 8 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之后，于 1977 年 10 月 24 日给邓小平写了

一封信，提出重视高校的科学研究、实行理工结合

和发展研究生教育等三点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

重视。1978 年年初，教育部即指示华中工学院起

草一份“华中工学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

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的材料。1978 年 3 月召开

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朱九思代表学校作题为《科

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的书面发言，华中工

学院与浙江大学两所大学在这次科学大会上受到

了隆重表彰。特别是 1980 年 10 月制定的《华中

工学院今后十年的规划与设想 ( 草案) 》，明确了

华中工学院的十年奋斗目标。学校更名为华中理

工大学，此后文科与管理学科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这些事实表明，即便是在高校发展规划由外部合

法性主导并依赖强意义合法化机制进行直接干预

的时期，高校仍有可能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切

实重视规划的编制与执行。
2000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真正认识到规

划编制与执行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内部合法

性由此逐步成为主导高校发展规划的决定性因

素。首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进展赋

予了高校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高校面向社会、自主

办学与实行民主管理的意识得以显著提升; 其次，

高教事业的诸多重大变化，如高校扩招、高校合并

与划转以及竞争性的项目拨款体制等等，迫使高

校从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系统的谋划;

此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凸显了规

划的价值，规划编制的过程为校内各单位与群体

参与民主管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契机与渠道，规

划也日益被视为调控院系发展与激发院系活力的

重要手段。各高校普遍设置了专门的规划机构或

有专人负责规划工作，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与

管理方式的进一步改善，加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的适当引导，在内部合法性主导下编制发展规划

的高校越来越多，规划之路也越走越宽。高校发

展规划步入转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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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发展规划转型的意义

外部合法性主导，并采用强意义合法化机制

进行控制，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也有其特定的价

值。当调控高校发展规划的合法化机制趋于弱

化，高校尽管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编制和执行发展

规划的原则性要求，但高校规划工作还是流于形

式，甚至是对形式上的规划亦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相对于规划的作用来说，尊重和保护高校的自主

发展权更为重要，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的基本方向。高校自主发展不仅需要有权力

作为基础，还需要有机制与能力作为保障。发展

规划就是保障高校有效实现自主发展的重要机

制，也是检验高校是否具备自主发展能力的基本

指标。可喜的是，历经创立阶段的艰难探索或失

序阶段的彷徨犹豫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理

解、认同发展规划的价值，并支持采用以规划谋发

展的办学策略，高校发展规划逐步走上以内部合

法性作为主导的转型之路。其意义主要体现在:

( 一) 走出了高校的依附式发展模式

伯顿·克拉克指出: “高等教育的任务既是

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

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更不必说一个国家的高等

教育系统的目的了。”［14］( P18) 从他关于高等教育的

目的具有自然模糊性的有关表述中，还可以总结

出这样一种观点，管理行为的一项基本策略是利

用夸大的超级目标作为倾倒各种不同问题和目的

的容器，而组织的长期总体规划就是经典的一级

容器。各组成单位有它们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

反过来以累积的形式作用于更大系统的目标，这

才是更为可取的工作思路。高等教育最佳的端点

在基层，从系统顶端开始，用全面综合的形式阐述

目的并采用演绎的办法自上而下地开展工作，是

方向与路线错误［14］( P 23 － 25)。伯顿·克拉克的看

法也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把高校作为行政机构

的附庸，用高度体系化、行政化的计划管理办法推

动它们发展，必然造成对高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

的局面，严重窒息高校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

最终危及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与效率。发展

规划转型开启了高校自主发展、自谋发展的新模

式，是适应高校作为学术组织的特点和有效发挥

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应然之举，事实上也不排斥

国家对高校的引导和调控。
( 二) 构建了高校共治共管的新机制

内部合法性主导的高校发展规划不再是简单

地承担国家或地方计划的执行任务，而是高校自

谋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高校实现共治共管的重要途

径。发展规划最终还是有赖于校内各单位乃至全

体教职员工去执行，而校内各单位及教职员工参

与规划编制的程度越深，越有利于规划的执行，这

个道理各个高校的领导都会明白。此外，现在各

高校都很重视有利于推进共治共管的组织与体制

机制建设，而且普遍选择把参与规划编制调研、征
求意见和研讨审议，作为满足校内各个单位、各种

委员会及教职员工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途径与形

式。正因为如此，各高校都特别注意规划编制必

须要经历的程序与环节，甚至可以说各高校已普

遍形成规划编制过程的固定流程。有相应的流程

作为保障，规划也确实起到了作为高校共治共管

机制的作用。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各种利益相关者

利用规划机制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进行相

互协商，也可以据此进行问责。
( 三) 确立了逐步实施管办评分离的基础

推进管办评分离的基础或前提是要在管办评

之间找到有效的结合点，而高校的章程与规划就

是比较理想的结合点。在怎么管的问题上，审核

并公布高校自主制定的规划，然后由高校通过规

划实现自谋发展，是一种既能满足政府进行宏观

调控但也不影响高校自主办学的管理策略。对于

评估来说，由谁来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怎么来

评。当前，比较流行的趋势是以学校规划为基础

的认可制或审核式评估，只要学校的作为与规划

的方向、目标与措施保持一致，并能持续不断地改

进，便可在评估中取得较好的成绩。也只有把规

划作为评估的基础或依据，才不至于造成评估对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侵蚀。
可见，高校发展规划的转型既得益于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也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

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高校发展规划转型面临的挑战

( 一) “项目治教”体制的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成效显著，政府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我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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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依靠行政手段影响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合法性。
然而，政府代之以调控、引领或激励之名，通过设

立项目、评审项目和验收项目，在高校与政府之间

又形成了以资源依赖关系为核心的“项目治教”
体制。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层面面向高校设立

的人才项目、科研项目、教学项目、平台项目和学

术交流项目就达 140 余种①。2000 年以来，教育

部直属高校项目收入与支出的总量急剧攀升，项

目收入占教育部直属高校总收入的比重曾一度高

达 47． 8%，项目支出所占的比重也曾一度高达

38． 8% ②。受“项目治教”体制的影响，各高校普

遍把争取各种各样的项目作为编制发展规划的重

要内容，严重削弱了高校自主发展与自谋发展的

空间，加大了规划执行的不确定性，从而危及高校

发展规划转型的效果与进程。
( 二) 合法化机制建设的挑战

合法性要有合法化机制作为保证，而如何建

设转型期高校发展规划的合法化机制也存在着很

多难题。首先是对规划本身的认识不尽一致。有

的强调规划要描述学校未来发展的蓝图与目标以

及如何去实现这个蓝图与目标; 有的强调规划要

找准学校赶超的对象或竞争的对手以及如何去实

现赶超或形成竞争优势; 有的强调规划要把握好

学校发展现状，应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和加强重

点建设来促进发展; 有的强调规划要与外部环境

变化保持匹配，应致力于学校在正确的方向做正

确的事。各个方面对规划本身的认识不同，易于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进而影响他们

对规划执行的态度。其次是规划的执行经常需要

进行调整。无论是怎样编制出来的规划，都有一

个根据学校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进行调整的问题。
因为规划调整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因此就无

法排除或组织规划执行单位寻找各种理由对既定

规划进行调整。再者，校内各单位也有办学自主

权的要求，各个方面还不习惯受制于规划的约束。
各高校常见的情况是，编制规划时各单位的积极

性很高，甚至是尽量拔高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提出

一些较为理想化的发展举措，资源到手之后，在将

规划付诸实施之时却不想受到应有的约束。概而

言之，即便是内部合法性主导的高校发展规划，能

否采用强意义合法化机制也是一个问题。各高校

的发展规划目前主要采用弱意义合法化机制，这

是造成规划执行阻滞的根本原因，但怎么改变这

个局面，难度很大。
( 三) 内部合法性能否稳固与持久的挑战

高校的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相当复杂，尽管

各高校已普遍理解、认同和支持发展规划，但也不

能否认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高校的

主要领导经常在不断地进行调整，若某任主要领

导对规划不感兴趣，该校的发展规划仍有可能退

回到失序状态。更为可怕的是，如果规划的执行

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势必也会影响高校发

展规划的内部合法性。一旦再次普遍出现对高校

发展规划是否必要、是否有用的忧虑，高校发展规

划的转型必然是不了了之。此外，教育主管部门

的不当干预也可能造成高校发展规划的内部合法

性危机。2010 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推进

直属高校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工作的

意见》强调，各校须将学校审定通过的“十二五”
规划文本报教育部备案，并由教育部对各校的规

划文本进行分析和比较，对各高校规划的执行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而教育部办公厅在 2015 年下

发的《关于开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
则指出，各校的“十三五”规划文本须报教育部备

案，还须根据教育部的意见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

时间之前再报送教育部进行审核和向社会公布。
尽管教育部把规划视为调控手段的改革方向没有

改变，但这也说明高校编制和执行发展规划的外

部压力在加大。高校会不会因此改弦易辙，以迎

合教育部与社会公众对规划进行检查、审核与问

责的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总之，高校发展规划转型的经验表明，发展规

划能否更好地发挥作用既取决于政府对高校宏观

管理方式的变革能否激发高校的办学活力，同时

更取决于高校是否具有自主办学的意识与能力。
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高校领导要重视

规划编制工作，树立规划工作的权威性，规范规划

编制的程序，以确保形式合法性。组织民主协商

和反复修订以确保规划内容合法性。只有构建政

府与高校目标一致、激励相容、权责清晰、充满活

力的发展规划治理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高校高度

的自主权与国家调控的高度统一性，才能更好地

把发展规划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从而推

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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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根据教育部、科技部、社科基金委、留学基金委等网站发布的

各类项目，进行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6 年，国家层面面向高

校设立的各类人才项目、科研项目、教学项目、平台项目和学

术交流项目达 140 余种。

② 根据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所编的《教育部

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 2003 － 2016 年) 进行统

计发现，2000 － 2013 年间，教育部直属高校项目收入占教育

部直属高校总收入的比重曾一度高达 47． 8% ，项目支出所占

的比重也曾一度高达 3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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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Process，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CHEN Tingzhu1，QI Mingm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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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Marxism，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Sichuan 610059，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ning，as a means of governance or organizational action，has two
legitimacy sources: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is based on external provisions or
norms;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ning obtains the understanding，recognition and support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Its legalization mechanism is divided into that of strong meaning and that
of weak meaning． The strong meaning legalization mechanism refers to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methods
that effectively support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weak meaning mean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ys-
tems are not complete enough，and the methods used are usually non-mandatory． In view of these two dimen-
sions，the reform process of China'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namely，

the establishment stage，the stage for the short-term disorder，and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significance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stag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road of transformation led by internal legit-
imacy has enabl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walk out of the dependent mode of development，establish a new
mechanism of co-governance，and set the basis for the separation of supervision，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governing education through projects”，how to construct
the legalization mechanism，and whether the internal legitimacy is stable enough．

Key words: university development planning; establishment stage; transformation stage; legalization me-
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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