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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教育产业化趋势
史 秋 衡
(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高等教育产业化已成为国际趋势 。从理论依据看 ,人力资本理论与产业经济学构成
基本理论体系 ; 从社会基础看 ,通过教育产业规划进行适当行政干预 ,缓和高校的财政危机 ,调整
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 ,政府 、
高校及市场在运行机制重构中作出了不同反应 ; 从内在要求看 , 高
校产权 、
运行效率及市场机制缺位 ,大学制度改革成为必然 。政府适当干预 、
市场热心投资 、
高校
明晰产权 ,成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三大趋势 。它使得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和功能进行深刻反
思 ,形成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改革的新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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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属产业经济学概念 ,教育作为产出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 ,其产业性是永恒的 ,而教育
产业和教育产业化概念则具有时代性 。20 世纪 60 年代 , 人力资源在发达国家开始成为重要
的产业资源 ,教育被归入第三产业 ,学术界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概念 。
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萌芽 , 发生在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 ; 民办教育率先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进行的产业化实践 ,客观上促进了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出现 。
虽然“教育产业”
已在我国政府的政策和产业统计中得到了肯定 ,但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
却引起激烈的争论 。争论尤其表现在“教育产业化”、
“教育商品化”和“教育市场化”等基本概
念上 ,并分化为五种观点 : 教育不但可以产业化而且可以市场化 ; 教育可以产业化并主张产业
化 ; 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反对产业化 ; 教育是产业但不可以产业化 ; 教育根本就不是产业 。
本文认为 ,在知识经济时代 ,高等教育产业化已成为国际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也必
将走上产业化的道路 。

一、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理论依据
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 。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的历史看 , 人力资本理
论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产业”
概念的出现 ,对形成和丰富高等教育产业的内涵 ,厘清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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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产业经济学的诞生 ,又为构建高等教育产业理论
框架奠定了基础 。探寻政府介入方式与市场介入途径 ,以及明晰高校产权 ,都以此理论框架为
依据 。
1. 人力资本理论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基本内核

人力资本对资金和土地等传统资源的支配地位具有时代性 ,它揭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
内涵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教育资本 、
技术与知识资本 、
健康资本以及迁移与流动资本 。[ 1 ]
( P47) 教育产业主要是为国家 、
社会和个人提供教育资本积累以及技术与知识资本积累 。技术
与知识资本主要通过高等教育的专业学习来获得 ,它更具有直接的生产性与经济价值 ,是人力
资本的核心 。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对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末 ,
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长期的国力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注重长期经济行为的人
力资本理论成型 ,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期成为主流经济学 。它把教育消费环节真
正纳入了生产过程 ,教育也从纯消费性特征转变为兼具消费性和生产性双重特征 ,进而形成教
育产业理念 。劳动生产力和教育生产力成为国力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 ,促使许多国家把人力
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 。这一时期也是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一次兴旺时期 ,人力
资本理论促使高等教育产业真正成为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一员 ,行使服务性产业的功能 。这一
时期有关高等教育产业的论著 ,就像当时的人力资本理论一样 ,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 。
而人力资本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第二次兴起 ,又带来了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第
二次兴旺 ,我国的高等教育产业理论几乎与此同时起步 。在这一时期 ,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发
展中国家 ,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内生变量 ,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复归 ,教育
产业走出国家范围 ,形成教育产业全球化竞争格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通过了互相承认高等
教育学历 、
文凭和学位的地区性公约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 知识经济理念形成 , 世界银
行将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源 、
物质资本同列为一个国家的财富 ,教育产业成为国家的先导产业 ,
从附属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 ,人力成为人类发展的终极资源 。这一时
期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研究和实践已经影响到许多发展中国家 。
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动力和基础 ,
其原因是社会所需的教育资本 、
技术与知识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近几十年
来的实践证明 ,人力资本尤其技术与知识资本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发达的根本动力 ,一
个国家的技术与知识资本存量不能依赖于国外引进 ,只能靠国内高等教育产业进行开发 。
“整
个经济的技术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历来被称为‘科学之家’
的高等学校的社会地位
也相应地大大提高了 。
”[2 ] ( P24) 人力资本理论外显为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 , 为高等教育成为
国家产业结构中的一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专门人才和专业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活跃程度
和贡献程度越高 ,高等教育形成产业的概率就越高 ,其地位就越稳固 。
如果说教育产业理论的第一次兴起是强调国家教育产业规划 ,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发展与
国力竞争的工具 ,典型的做法是高等教育国营化 ,那么 ,第二次兴起则是强调教育产业的经营
效益 ,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及国际化 ,典型的做法就是高校公有民营 。目前 ,高等教育产业理论
的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化之中 ,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产业实践也在进一步探索之中 。
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产生 ,使高等教育产业与传统高等教育相比有了质的飞跃 ,而决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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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增加了“产业”
两个字 。第一 ,高等教育产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企
业 ,而传统高等教育面对的是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 。第二 ,高等教育产业与国家产业结构的关
系紧密 ,而传统高等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松散 。第三 ,随着能源与原料成本的上升 ,以及环境保
护的加强 ,制造业面临的限制将越来越多于高等教育产业 ,从而使生产率发生有利于高等教育
产业的变化 。
2. 产业经济学奠定了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基本架构
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的地位 、
作用和关联性 ,对象是一系列关联的 、
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
经济活动集合 。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领域 ,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无法处理的中观层面 ,从
这个意义上说 ,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属中观范畴 ,教育产业性和产业化是中观的概念 。现代经
济增长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产业结构转换和劳动力市场分化的过程 ,高等教育产业在这一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20 世纪 50 年代 ,经济学家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内部分化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化突
出了高等教育的产业性 。福利丰厚 ,工作和培训条件优越 ,晋升靠资历 ,就业有保障 ,这类以相
当的专业水平和高度的进取心为基础的独立工作者 ,从事着高水准的专业性工作 ,属于“主要
劳动力市场”。福利较少 ,培训和晋升机会少 ,工作条件差 ,易遭解雇 ,这类附属工作者从事着
责任较小的工作 ,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被多灵戈和派奥一分为二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昭示
着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强 。
显然 “主要劳动力市场”
,
中的运作资本是技术与知识资本 ,主要依赖于高等教育产业的直
接支撑 。高等教育作为一项投入昂贵的产业 ,需要有效率的教育产业规划 ,使有限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 。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日益快速的知识创新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高等教育产
业适应未来的要求和机遇 。20 世纪下半叶 ,全球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特点是服务业在各国经
济发展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一般在 50 %以上 ,
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 。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现代服务产业与传统
服务产业有着本质差别 。正是技术与知识资本的日益重要 ,使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产业结构中
的重要一员 。
从大学理念看 “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
,
,求适应社会之变 , 求赶上时代 , 大学已经彻底地
参与到社会中去 。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 ,大学已成为‘知识工
业’
之重地 。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 ,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
”[3 ] ( P7) 作为高
等教育产业化理论主要发源地之一的美国 ,其大学理念的变革充分显示了国际高等教育产业
化的基本思路 。

二、
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社会基础
1. 政府通过教育产业规划进行行政干预

大学自治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出现之前 ,行政干预一直被视为
是对大学自治原则的践踏 。大卫·
雷斯曼 (David Riesman) 认为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 ,高等教
育过于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原则 ,社会责任和市场需求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十分有限 。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 , 给美国教育界认识自身教育规划的缺陷提供了一个机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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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P58) 由此 ,美国社会认识到其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机 , 英国也注意到了其大学教育生产力水

平不高 。对更多高等教育服务和社会公正的要求促进了政府权力的扩张 ; 对环保的关注又要
求政府干预企业的运作 ,使其停止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掠夺 ,转向依赖知识作为生存条件 。这
就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社会地位 ,强化了其产业角色 。1962 年 ,国际教育大会第一次以“教育
规划”
为会议主题 ,强调了国家对高等教育规划的能力 。[ 5 ] ( P259 - 260) 行政部门的意志 、
高校
的行为及学生的需求 ,构成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本社会关系 ,三方各自的主要问题都在这一
三角关系中得到体现和解决 。
高等教育产业化起源于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转型 。“随着资源的约束的增加和劳动技能
需求的变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增长 ,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政策 。
”[ 6 ] ( P266) 在知识社会 ,社会
经济发展以信息化为龙头 ,高等教育主要以知识型服务和公共服务为主 ,人才专业结构与国家
产业结构关系日益紧密 。各种教育问题之间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使得整体教育规划日益
重要 ,大学自治权力变小 ,与社会合作要求加强 。社会形态转型迫使高等教育政策发生质变 。
产业结构迁移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 。20 世纪 50 年代 , 美国与前苏联的国力
竞争达到了白热化 。国力竞争的直接结果就是提升了人力资源的社会地位 ,在现代产业结构
调整中人力资源成为决定性要素 ,各国政府积极介入高等教育发展 ,通过产业政策和规划促进
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 。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 ,高等教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流之
一 ,人们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 ,远大于高等教育生产率的提高 ,迫使高等教育走向
了产业化之路 。因此 ,社会主导活动向服务业转变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外部动力 。
高等教育产业从政府控制的附庸阶段发展到市场干预的产业规划阶段 ,高等教育政策干
预的依据是产业的特殊性 ,形成以国家产业结构政策为导向的行政干预 。
“现在需要用一种新
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 ,这种观点要求把大学教育的普遍性与更多适切的必要性结合起来 。
”
[7 ] ( P150) 斯蒂格利茨的市场资讯不对称理论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 : 即使到了知识经济
时代 ,政府仍然必须通过适时的行政干预来维护市场公平 。高等教育产业自然也应在行政干
预的视野之内 ,高等教育产业化意味着管理方式的重大调整 。
2. 缓和高校的财政危机

如果说高等教育理念是高校的灵魂 ,那么 ,高校财政便是高校的命脉 。人力资本理论先后
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力扩充了高等教育规模 ,许多国家在此之后迈进了高等教育大
众化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 ,高等教育财政危机逐步显露出来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用公共财政支
撑大众化或普及化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 。而高等教育产业化为缓和这一矛盾提出了一种有效
的手段 。
以往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连续一贯和稳定发展 ,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 ,政府承担了
很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经费 ,学术倾向要求高等学校与市场需求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财政危机
面前 ,高等学校不可能等毕业生获得经济效益后再回收成本 ,即时 、
直接的经济收益成为必要
的手段 。市场倾向要求高等教育注重经济效益的即时性 ,要求市场机制进入高等教育领域 ,高
等教育产业化的直接动力来自于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 。
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一种基本方式是 ,通过建立具备筹资功能的学术企业模型来实
现高等教育产业化 。这种模型有利于人们对高等教育产业化本质特征的了解 。它更多地从高
等教育产业理论的内部着手构建体系 ,有利于解决公益性与营利性这一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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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矛盾 ,有利于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日趋完善 。
肯尼斯·
理莫德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设计了一个学术企业模型 ,他认为高校有四种产业化途
径 。首先 ,学术企业模型的核心动力是研究计划与人的创意 ; 其次 ,毕业生的规模与质量支撑
着企业内在的技术与知识结构 ; 第三 ,通过开发企业需要的科技产品 ,使购买者获得直接的收
益和利润 ; 第四 ,大学在参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计划中所得到的科研成果 ,在使自己以及研究
人员获得收益的同时 ,也大大加强了企业的技术形象 ,提高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伊始 ,大学管理及发展不断受到“市场化”
浪潮的冲击[8 ] ,学术企业模型
现已逐步过渡到更富活力 、
更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随着国外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掀起了教育的投资热潮 ,不少国家还出现了大量的私
立教育公司 。教育公司的出现成为私立教育发展道路上的一大特色 。
高等教育产业化凸显高等教育的营利性手段 。在解决高等教育财政危机中 , 营利性私立
高校成为一种国际发展趋势 ,公立高校和非营利私立高校也在注重经营效益和营利能力 。我
国民办高校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自负盈亏 ,借用企业经营方式 ,注重营利性手段 ,为它们从无到
三分天下有其一 ,提供了极其有效的规模扩张途径 。我国公办高校也在学校经营上大大提高
了办学效益 ,在引入市场机制方面卓有成效 。
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助于营利 ,但它与传统企业不同 ,并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 。我们所说
的学术型企业和教育公司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 。随着近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实践的不断深
化 ,高等教育营利观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接受 。我国拟订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也开
始接受高等学校营利这一现实 ,只是与传统企业的营利有着本质不同而已 ,有助于解决我国民
办高等教育经费过于依赖于学生学费的弊端 。
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并不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理论的提出而丧失 ,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营
利性统一于产业性之中 。目前我国理论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 即引入了西方国家“教育产
业”
一词 ,却没有引入其内涵 ,因而与西方发达国家构思的教育产业理念相去甚远 ,甚至错误地
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是像传统的工商业一样 ,追求利润最大化 ,财政部门可以少拨款或不拨
款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
3. 调整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
首先 ,适应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张的要求 。前苏联卫星上天向世界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
苏联“以较大财政比例投资教育 ,将教育与经济计划及人力需求紧密联系起来 ,终于在科技 、
经
济及国际取得重大进展”。[9 ] ( P4) 由此 , 人力资本理论和“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相继出炉 , 许多
国家大力扩充了高等教育规模 ,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 。高等教育随之出现了一个公营化的
国际潮流 ,以各国高等教育行政规划为基础 ,政府财政支持为动力 ,推动了国际高等教育规模
的迅猛发展 。不少发达国家正是在该时期前后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
可以认为 ,解决日益扩张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 ,是高等
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动因 。政府干预仅仅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出现的外因 ,内因则来自
高等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要求 。
其次 ,维系校企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体化 。从肯尼斯·
理莫德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设想的企业
学术资本模型来看 ,企业的技术形象不仅要以成功经营为基础 ,还要注重以学科专业研究成果
为养分和发展动力 。一个好的企业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利润用于雇用研究人员和支持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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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高等教育在向企业提供科研合作和强化人才的产品创意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企业
的技术形象和经营状况对大学的依赖程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企业已能主动利用大学的产
业价值 ,使自己向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知识型企业转变 。
研究计划对企业运行的介入可达到三个目的 : 第一 , 可以促进企业产品开发与改进的速
度 ,提高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 。第二 ,推动企业内部的技术与知识的良性循环 ,形成企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 ,使人的创意和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一循环中得到增值 —
—
—这正是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知识基础 ,也为企业适应当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奠定了
理论基础 。第三 ,发表的科研成果可以有力地支撑企业的技术形象 ,企业与大学在产业联系上
可以实现双赢 。
第三 ,高等教育产业的公益性从以政府为本转向以市场为本 。在 1970 年和 1979 年的两
次国际教育大会中 ,改善教育的经济效益和提高教育制度的管理效率成为新的中心议题 。20
世纪 80 年代 ,高等教育产业化实践针对行政统一性进行了修正 , 目的是为了追求市场运作的
多样化 。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高等教育本土化的结合中 , 需要放开教育的市场调节机制 。将教育
“锁”
在公益性的盒子里不利于高等教育产业对社会 、
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 。高等教育市场的
国际化竞争 ,也逼使各国高等教育都十分注重其产业性 。

三、
高等教育产业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高校运行效率低下 ,高校与市场脱离 ,高校产权不清 , 这三大问题阻
碍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在世纪之交 ,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作为一种强劲的教育思潮 ,引起了
人们的极大关注 ,推动着高等教育体制以产业实践的方式进行改革 。高等教育之所以走向产
业化 ,是因为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着内在的变革要求 。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突出了效率 、
市场及
产权等三个基本要素在高校运行中的决定性作用 ,它作为一种新的大学理念 ,正在成为解决高
校三大问题的新的指导思想 。
1. 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
首先 ,引入企业运行机制 ,是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最有效的手段 。高校运作效率问题 ,
主要涉及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 ,而内部管理体制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和提高学校经营效益两个方面 。改进效率的产业化途径是由市场选择的方式实现的 。
西方高等教育产业化理念建立后 ,高校的战略目标有了根本性的调整 。学校开始提出高
等教育生产率问题 ,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在致力于组织变革 。
“教育改革的目标不
再仅仅限于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不仅要增加产出 ,更要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经营手
段提升效率 。
”[10 ] ( P17)“学校重构”
是探索提高高等教育生产率的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 。这种
变革需要改变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要政策 ,无论是公立学校内部的改革 ,还是向市场环境转变
的改革 ,都是通过机制的作用解决高等教育的市场问题和学校的转型问题 。[6 ] ( P365 - 367)
实际上 ,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近些年大谈的组织变革与企业化大学 ,不光是指私立教育走
向产业化之路 ,也包括公立教育 。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中 ,学术型企业 、
企业化大学 、
大学法人
化、
企业化 、
商业化和市场化等提法已司空见惯 ,大学企业化运行机制也有明确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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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解决高校运行效率低下问题 ,需要协调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冲突 。传统产业作为生产
行业 ,以营利为目的 ,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经济利益高于一切 ,工商业类型的产业尤其如此 。
而属于第三产业中服务性产业的高等教育 ,它具有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双重属性 ,以服务大众的
公益性为目的 ,同时也以追求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经营效益为手段 。两者看似相互冲突 ,实际上
体现了不同层面的要求 。将高等教育作为产业来发展有利于提升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 ,减少
对政府的依赖性 ,提高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的能力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为了正确处理和协调高等教育营利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
保证两者之间关系的协调 。从高等教育产业的直接起因来看 ,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是一种
相辅相成的矛盾运动 。实践证明 ,不可能完全由政府财政支撑起高等教育大众化或普及化的
系统 ,将高等教育归入完全的公益性事业 ,在学习化社会是不可行的 。
2. 解决高等学校与市场脱离问题
从国内外高等教育产业理念的起源来看 ,美国出于与前苏联在高科技和国家实力上竞争
的原因 ,亟待改变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控制和规划能力 ; 英国出于要改变大学“远离”
社会经济发
展的动机 ,亟待提高大学的高等教育生产力 ; 我国在提出高等教育产业理念之初 ,一方面强调
了高校关注社会经济需求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强调了高校经营的成本核算 。可见 ,解决高等教
育与市场脱离 ,是国内外推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教育产业乃至高等教育产业的
提出 ,与各国政府加强产业结构的整合及产业之间相互联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
各国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 , 只是没有固定的模式而已 。我国的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尚短 ,政府没有给予必要的财政资助 ,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也主要为经济
实力弱小的个体法人 ,所以民办高等教育目前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中 ,知识资本这个生
产要素与物质资本相比显得更不重要 。民办高等教育产业化还处在物质资本积累阶段 ,这是
走向知识资本积累阶段的前期发展 ,追求营利而不顾长远利益的情况在所难免 ,行政干预较强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面临的问题也
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差异 ,民办高等教育可能仍是我国未来数十年产业化实践的主要力量 。
它对改善公办高等教育模式僵化 、
效率低下 、
产业关联度低等缺点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
3. 高校法人与产权界定问题
在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中 ,高校法人与产权界定问题是高校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
从产权分类的角度来看 ,借鉴威廉·苏格特的分类方法 [ 11 ] , 高校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非
营利性私立高校 、
营利性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三大类 ,具体形式包括所有制 、
股份制 、
营利性公
司和非营利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多种方式 。三大类高等学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 —
—
—债务
及学校产权问题 ,但不同的组织形式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 ,其管理行为也因类而异 。
产权是对学校财产的处分权 ,包括对学校财产的使用权 。1986 年 ,亨兹奇克 ( Hentschke) 在
其《学校的经营管理 : 一种比较的观点》中 , 从比较的角度将产权理念应用到高等教育产业领
域 ,目的在于强调对学校资源进行最有效的利用 , 突出大学自治的理念 。高校产权理念的提
出 ,主要是为了对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作出基本的权益分配 ,使稀有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
探讨产权理念的整个范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原因是营利性私立高校 、
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和公
立高校的分类通常存有争议 。
知识产业化使知识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高校产权形式 。知识产业化 , 是指知识作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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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开始服务于国家产业的需要 ,这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基石 。知识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手段
以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入产业活动的过程 ,信息不再是无成本的无形物质 ,而是商品化的
无形资产 。当这种过程非常普遍时 ,知识也就产业化了 ,高等教育也就随着知识的产业化而进
入国家产业结构 。知识与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程度可以用知识产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
重来衡量 。
“知本家”
和高校中的知识股权 ,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 。
高校产权是不一定需要完全成本回收的产权 。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而言 , 高等教育与
生产劳动之间都应该是有效的 、
持续的良性互动 ,都应当厘清高校的产权问题 ,但在回报问题
上却有着不同的性质 。公立高校和非盈利性私立高校并不一定需要完全成本回收 ,相对于经
济效益而言 ,社会效益显得同等重要 。德国 F + U 公司即非营利性继续教育 、
转岗培训教育集
团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像其他的德国职业教育公司一样 ,F + U 公司既接受政府的资
助 ,承担学生 85 %的学费 ,同时又适当营利 ,公司年度盈余可以抵前后年份的亏损 。
公共资金资助的公办高等教育 ,其生产的知识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使用 ,他人是无
法使用的 。由于知识的创造者没有可以出售的生产资料 ,他们必须经常工作 。从这种意义上
说 ,他们是劳动者和知识的主要受益者 。我国高等学校已普遍收取学费 ,但显然不能期待从公
共资金资助的公办高校学生身上获取完全成本或超出成本的学费收入 。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受政策规限的特殊产权呢 ? 高等教育不实行产业化 , 不符合高等教育
市场发展的潮流 ; 实行产业化 ,又怕高校间只在适应市场上或盈利上“拼命”,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恶性竞争 。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始终保持着对高等学校注册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控制权 ,高等
教育行政权一直存在着一放就乱 、
一收就死的怪圈 ,使得高等教育改革时进时退 。其实 , 制止
恶性竞争的关键 ,在于解决高校产权主体缺位问题 ,使产权对高校多有约束 ,促使各高校采取
措施 ,为自己作长期打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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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HI Qiu2heng
Abstract : Globally there is a tr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which is theoretical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economics. Socially speaking ,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market have responded differently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op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educ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s and proper governmental interven2
tion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universities and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educational mar2
ket. Internally , problems of property right ,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market mechanism are so serious that reforming current
university system is inevitable. Proper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 zealous investment , clar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uni2
versities ,are the three trend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which makes people rethink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 and which serves as the basis of new theory and new practice of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 higher education , industrialization , university property right

( 上接第 67 页)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tudies
ZHOU Shui
Abstract : as a new subject , development studies ros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 and it
has seen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which consists of several academic schools such as orthodoxy school , revised school , radi2
cal school and critical school . This thesis deals with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backgrounds of
these schools , and the writer points out that development studies cannot further evolve because of its inner contradiction be2
tween the ever - deepening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single development measure ,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external contra2
di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real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 development studies , contemporary ,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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