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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教育具有两层功能，一层是以国家需求为重心的上位功能，另一层

是以区域和大学的需求为重心的下位功能，研究生教育治理需要兼顾上位功能和下位功

能。研究生教育需要新的治理思路，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改革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具体政策

选择是将过去只关注学术资质的“单一标准”改变为既关注学术资质也关注区域和大学自

身发展的“两套标准”，将现行的单级学位授权制度改为分级学位授权，实施培育授权制

度。研究生教育治理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研究生教育的生态化和去中心化这两大长远

目标，使我国从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大国真正转变为研究生教育强国，从而为2050 年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最大规模的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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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

创新体系的主力军，是高层次拔尖创新型人

才的主要来源和科学研究潜力的主要标志，

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也是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最直

接体现。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位，学位授予

权是统一的国家教育权的一部分，这是根据

我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沿革以及社

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完善研究生学位授权模式，调整和丰富研究

生学位授权结构，不断改革研究生学位授权

审核机制，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关键

路径。

目前，学术界对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的

探讨主要聚焦于法理学视角［1］、委托—代理

理论视角［2］、价值分析视角［3］及利益相关者

分析［4］等不同视角，这些视角对深入理解我

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及本文的构思和写作具

有重要启发。但既有研究要么基于研究生教

育的传统功能定位进行探讨，要么提出的变

革思路过于理想化，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而

本文将从理论框架上对研究生教育的功能定

位进行重构，据此提出改革应秉持的“两套标

准”，以期能够丰富对学位授权审核的理论认

——————————

* 本文系2015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重点课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动服务需求的

调控机制研究”（2015Y03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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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也有助于深化对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理解，

且具备渐进性特征。

一、研究生教育功能定位

需要重新认识：兼顾“上位”和“下位”

（一）研究生教育具有两层功能：上位功

能和下位功能

研究生教育的性质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在

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学校自身

发展三个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面向国家战略、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面向

高等学校均是充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应

有之意。目前关于研究生教育功能的界定，

通常强调其高层次人才培养、高层次人才与

科技结合以及对国家创新能力的贡献等功

能。如教育部等三部委的《关于深化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意见》就强调“研究生教育是培养

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

展报告（1978—2003）》中也指出“在研究生教

育中，我们始终坚持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

我们可以将这种以国家需求为重心的研究生

教育功能定位称之为研究生教育的“上位功

能”，这种功能定位强调研究生教育是国家人

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是培养高层

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

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研究生教

育具有很强的“下位功能”。所谓“下位功

能”，主要指以大学和区域的需求为重心的研

究生教育功能定位，这种功能定位强调研究

生教育是大学办学水平提高的主要标志，是

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院校

的立场出发，是否进入研究生学位授权特别

是博士学位授权单位的行列，对于一所院校

有着重大意义。它往往是提升本校学术水

平、学科水平，进而吸引更优秀的本科生源、

吸引高水平的学术人才的重要因素。所以，

大学通常会投入巨大的经费和精力去争取硕

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大学争取硕士点和博

士点的授予权，其实有着非常理性的动机。

从地方政府的立场出发，能否获得研究生学

位授权点特别是博士学位授权点，对于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它往往是

提升地区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吸引更好

的产学研合作、集聚高水平专业人才的重要

因素。地方政府在经费、政策方面大力支持

辖区内的大学去争取学位点授予权，这其实

也具有非常理性的动机。

研究生教育下位功能的内涵主要表现在

以下多个方面。第一，研究生教育（学位授权

点）为教师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持续

动力。成为硕士生或博士生导师的愿望，会

驱使教师在学术方面不断提高。第二，研究

生教育会强化本校更多的本科生或硕士生攻

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动力，这对于大学形成

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术氛围会有所贡献。第

三，研究生授权点会增加一所大学及学科对

外单位（及国外）高水平人才的吸引力，这对

于提升大学的对外交往与合作能力（包括国

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大有裨益。第四，研究生

教育可以为大学学科建设和学科水平提高提

供良好的平台。第五，研究生教育为大学获

得更多的科研项目（纵向和横向）和经费提供

了有利条件。第六，有研究生教育支撑的大

学在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能够发挥更

大的作用。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研究生教育

的规模和层次（硕士和博士）决定着这所大学

的办学水平，而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会影响

到它在所在地区（或省份）的学术、文化以及

社会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获得

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地位或者获得更多的授权

点，也就意味着这所大学在本地区获取新的

发展资源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这所大学在

本区域的学术、知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

力也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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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教育治理需要兼顾上位功

能和下位功能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过去较为重视上位

功能而比较轻视下位功能，具体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生学位授权审核具有高标

准、单一标准的特点。所谓高标准，指的是在

学位授权审核资质要求方面条件过高，从而

使很多大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性大

学）感到学位授权遥不可及。如，现行的申报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最低要求包括：本

学科点教授人数应达到 8 人，具有博士学位

人数应达到 10 人；近五年内科研经费标准，

人文类为300万元，社科类为500万元，理科

类为 650 万元，工科类为 1 300 万元，农林类

为1 000万元，医药类为1 150万元，等等。［5］

所谓单一标准，指的是在学位授权审核资质

要求方面过分强调学术标准，而忽视了研究

生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潜在

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例如，现行的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点基本条件规定要求一级学科

应具有四至六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

方向，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

进步具有较大作用，具体要求从学术队伍、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及工作条件等方

面进行了相应规定。［6］上述规定和要求中没

有凸显出研究生教育的区域特色，也没有将

研究生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

辐射和带动作用明确考虑在内。在知识生产

由模式Ⅰ向模式Ⅱ转变的知识社会中，知识

生产更多置身于应用的情境中，具有跨学科

性质，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知识生产者和生

产单位都具有异质性等特点［7］，这对改革学

位授权审核机制也有重要启示。

第二，研究生教育资源过度集中，资源

非均衡化配置问题尤为突出。从博士学位授

权点的省际分布来看，2013年全国共有2 946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些授权点在

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布严重不均衡，其中东部

1723个，中部726个，西部497个。北京的一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达到 525 个，而一些

中、西部省份的博士点数量严重不足，例如贵

州只有14个，海南和宁夏分别为9个和8个，

青海只有4个，西藏只有3个。［8］从博士学位

授权点的校际分布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地方

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以上，但平均

每所地方高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94个，

仅为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9］从博士生招生

的省际分布情况来看，2013年全国共招收博

士生70 420人，其中北京为17 950人，占全国

的比例高达25.5%，而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博

士招生数严重不足，如海南为 37 人，青海为

45 人，宁夏为 34 人，西藏仅有 4 人。［10］从博

士招生的校际分布情况来看，地方高校在全

国博士点授权高校中所占比例为66.02%，但

博士生招生指标仅为20%左右。［11］目前 252

所非“211工程”地方高校在2015年仅占全国

招生数的21%，而C9高校①所占比例就达到

了18%。［12］地方高校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与

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发挥

的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迫切需要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这一关键平台。

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既要重视上位功能

也要关注下位功能。由于我国在研究生教育

方面实施的是计划管理模式，在服务国家战

略的大旗下，在制定研究生教育规划、指导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过程和实践中，往往容易突

出对研究生教育上位功能的考量，把上位功

能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出发点和归

宿，而容易忽视下位功能的诉求。因此，统筹

兼顾研究生教育的上位功能和下位功能，充

分发挥研究生教育在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

——————————
① C9指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于 2009年 10月启动，联盟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共九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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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等方面的综合引

领、带动和辐射作用，是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

的必然要求，也应该成为研究生教育治理的

出发点。

二、研究生教育治理

的关键路径：改革学位授权审核制度

（一）研究生教育下位功能对于学位授

权审核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学位授权审核，是对申请招收培养博

士、硕士研究生和授予其学位的教育机构及

其学科专业进行审核并给予授权，是我国学

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为使我国学位工

作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改革迈出了较

大步伐。从1995年开始，逐步实行新的学位

授权审核办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和博士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和批

准；硕士点由地方、部门或学位授予单位根据

统一规定的办法组织审核、批准。［14］大致而

言，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历经了初创期

（1980—1984年）、体改期（1985—1994年）、调

整期（1995—2007年）和改革深化期（2008年

以后）四个阶段，早期主要是单纯学术标准模

式，并逐渐向学术标准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

混合模式过渡。［15］学位授权审核办法的逐步

改革，发挥了有关部门在学位授权审核中的

作用，扩大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

目前的学位授权审核一直基本上是定位在研

究生教育的上位功能基础之上的（只是对区

域性特色学科有所倾斜），而如果我们能够认

识到研究生教育的下位功能的重要性，那么，

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思路就有必要进行适当

的调整和转变。

在注重研究生教育上位功能的同时，可

以把研究生学位授权看作是提升整个高等教

育质量和水平的一个杠杆，看作是提升大学

的区域辐射能力的杠杆。在学位授权时应该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让那些有一定发展潜力

但还不完全符合现有学位授权审核标准的培

养单位，能够尽早进入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行

列。通过学位授权审核机制培育一批地方性

的高水平大学，让它们在所在区域发挥更大

的作用。

从长远看，这一新的治理思路有利于形

成一批区域性的高水平大学，由此逐步形成

一种多中心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这些区域

性中心的形成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良

性竞争，有利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研

究生教育的均衡发展。另外，从国家政治、社

会和经济发展长远目标来看，这一变革也符

合目前正在推行的“去中心化”战略和社会经

济结构协调发展的战略。

（二）学位授权审核应采用既关注学术

资质也关注区域和高校发展的两套标准

我国学位授权体系发展的影响因素相对

复杂，而且层次较多，主要包括国家、地方和

高校自身三个层次。学位授权体系发展既要

满足国家宏观需要，也要不断实现学位授权

单位和学科点的自我优化与提高。［16］现行的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例

如，现行的审核原则、标准和办法与我国研究

生教育发展趋势不相适应；学位授权审核与

社会经济大环境及高等教育发展的不适应

性；［17］缺乏对学位授权单位学科建设的引导

机制，存在重申报、轻建设现象；［18］现行的学

位授权审核制度后续监督与评估机制不健

全；［19］学科结构仍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要；［20］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与区

域地方经济发展和高校的实际发展情况结合

不紧密，［21］等等。国家经济建设和区域社会

发展需求是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基本动因，

不断出现的新需求和已经存在的不适应使学

位授权审核改革成为一种普遍的意愿。［22］因

此，迫切需要对过去学位授权审核只强调学

术资质的单一标准进行改革以适应发展的需

要。此外，还可以从省域层面具体调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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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施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的迫切性提供

佐证。

浙江省案例①。2015 年，浙江省共有十

所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其中部属院

校一所，即浙江大学，其他九所均为地方院

校。十所地方院校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和浙

江师范大学尚无毕业生，其余八所高校按

2013年博士学位授予数的多少依次是浙江工

业大学（64人）、浙江中医药大学（53人）、中

国美术学院（30人）、浙江工商大学（18人）、

温州医科大学（13人）、浙江理工大学（7人）、

宁波大学（6人）和温州医学院（2人）。除浙

江大学之外，其他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规模

都很小，这些高校要建设成教学研究型大学，

对博士生的需求都比较大。另外，杭州师范

大学等发展势头较好的高校尚没有成为博士

学位授权单位。

安徽省案例。安徽省教育厅 2014 年公

布了其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方案［23］，

选定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

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理工

大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 14

所高校作为地方特色高水平建设的大学。地

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必须以一定的博士研究

生培养规模为支撑。因此，安徽大学在其建

设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扩大博士研究生培

养规模。

福建省案例。2014年，福建省选定福州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作为地

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支持高校，从 2014 年

起，省政府财政每年安排2.8亿专项经费用于

支持这三所高校的发展。［24］福建省的高水平

大学建设项目重点支持研究生教育。2014

年，福建省新增研究生教育投入资金约 3 亿

元，研究生生均投入经费将提高约1.5万元。

福州大学提出，调减本科办学规模，大力发展

研究生教育，加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2017年

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约为 2：1，争取新增一

级学科博士点 3～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3～4个。［25］

广东省案例。从2015年到2019年，广东

省政府将投入 50 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地方

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受资助的高校将从 141

所高校中挑选，最终，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七所高校成功

入选。［26］

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是否具有博

士点、博士招生人数对于其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提高科研水平等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例如，南昌大学在博士扩招时期没有能够迅

速扩大规模，国家博士招生名额收紧后，学校

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南昌大

学副校长辛洪波教授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十三五’规划座谈会”上讲道：

“博士点招生是根据基数来确定的，第

一年100个，第二年最多只能有105人。我们

学校没有赶上最好的时机，怎么样也难以突

破。不知道‘十三五’规划是否会出新的政策

扶持这些高校。高校在大力引进人才过程

中，我们也不乏高层次人才，也有相当水平，

这些人过来后一听说博士生都招不上，就留

不住。我在美国留学 13 年。我在四川大学

的时候招博士不受限制，到南昌大学后我每

年只能招收1～2个，所以博士点招生数改革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学位授权审核是学位管理的重要工作，

不同的学位授权审核价值取向决定着人才培

养的类型结构，关乎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

适应性和契合度。［27］笔者认为，在学位授权

审核方面应采用两套标准，一套关注学术资

质，一套关注区域和高校发展潜力。对于具

备成为区域高水平大学实力的高校给予倾

斜。例如，对还不能完全达到现有硕士或博

——————————
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浙江省高校官方网站，参见：http：//www.zjedu.gov.cn/default.html#t-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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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培养条件的申请单位，可以考虑采取分级

授权的办法，设立培育授权单位。对于培育

硕士或博士点的审核，可以对其导师数、研究

方向等要求适当下调，也可以按照二级学科

点进行授权①，让地方更有兴趣参与研究生

教育的投资和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允许地方性大学发展

博士生教育对于这些大学的发展也是有益

的。博士培养集中在少数研究型大学有其合

理性，但从校均规模来看，以C9高校为代表

的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博士授予规模已经超

过了美国最顶尖的大学。2013年，美国博士

学位授予数最多的高校是伯克利大学，授予

博士学位 911 人，排名第五十的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344 人，前者是后者的

2.6倍。前50名高校授予博士学位26 679人，

占当年总数52 760人的50.57%。对比美国的

数据，我国2013年有十所高校其博士学位授

予数超过了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最多的伯克

利大学，依次是：北京大学（1 831人）、武汉大

学（1 518人）、浙江大学（1 486人）、华中科技

大学（1 476人）、吉林大学（1 425人）、复旦大

学（1 165人）、清华大学（1 047人）、四川大学

（1 042 人）、中山大学（1 042 人）和上海交通

大学（946人）。②因此，从校均规模来看，顶

尖“985工程”大学博士扩张的空间已经不是

很大，对于这些大学而言，其今后的主要任务

是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其科研项目的需求应

该通过进一步扩大博士后规模来解决。美国

研究生教育著名专家伯纳德·贝雷尔森指出，

每个人都知道，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顶尖

高校的博士质量和一些新大学的博士质量是

不同的。培养一些二流的博士会降低全国的

标准，但不会影响我们培养一流的博士。两

类博士都是我们需要的，对于一些大学而言，

它们只能吸引到二流的博士，而这对于充实

它们的师资是有好处的。［28］

因此，改革学位授权审核制度，采用既

关注学术资质也关注区域和高校自身发展的

两套标准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对于我国研究生

教育的深入改革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对于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区域层面和

微观的高校层面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且有助于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

和效益，缩小研究生教育的区域、校际及学科

差距。

（三）学位授权审核制度需要重新理解：

更加注重能力建设

既往的学位授权审核工作重在进行学位

授权点的审核和评估，较为忽视对学位授权

点的能力建设，这会导致学位授权点身份固

化、竞争缺失、重申报而轻建设等问题。因

此，需要对学位授权审核制度进行重新理解，

未来的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思路应该由传统的

审核、评估向既进行审核和评估，也对学位授

权点进行扶持、促进能力建设方向转移。同

时，学位授权点也应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身份

固化，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从2014

年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上海、江苏、

安徽和广东四省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

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

这是国家层面促进学科点自身能力建设的关

——————————
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方案》中规定，除少数特殊

情况外，学位授权均按一级学科进行申报和审核。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省份的学位授予单位（研究生院

单位除外），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可按二级学科进行申报和审核。按二级学科进行申报和审核的地区、学科

或单位范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上述原则规定对于很多已经满足甚至超过博士培养水平的

单一（或几个，但达不到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要求）二级学科的高校而言，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制约和限制，不利于现

有二级学科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

② 相关根据2013年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博士学位授予人数统计所得，参见：2013年各高校毕

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汇总［EB/OL］. http：//career.eol.cn/kuai_xun_4343/20140311/t20140311_10847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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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举措之一。除此之外，还应继续实施诸如

学科点立项建设计划、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

计划等政策，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高校发展

研究生教育的积极性，为提升研究生教育质

量、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研究生教育治理的

两大长远目标：生态化和去中心化

（一）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长远目标之一：

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发展

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长远目标是

通过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使得我国研究

生教育能够实现生态化发展。研究生教育生

态化发展，是指以生态化理念指导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借助生态学原理和复杂性科学的

基本规律，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优化研

究生教育结构，均衡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

比例，使得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教育

都能够找准自身的生态位，实现研究生教育

与国家需求、区域需求及大学需求的协调发

展，从而最终达成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动态平

衡。研究生教育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有

着相似的内在机理和一致的质态属性，它除

了具有一般系统所具有的稳定性、整体性、层

次性、差异性、关联性、独立性等特性外［29］，

还具有生态系统所具备的自我维持性、自我

调控性、可持续发展特性、输入输出的开放

性、环境影响性等生态化属性［30］。正是研究

生教育的这种生态化属性决定了研究生教育

在本质上是一种遵循生态化原理和规律的生

态化教育，因此，研究生教育必须走生态化发

展的道路。

要统筹好研究生教育的上位功能和下位

功能，必须着力重构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生态

系统。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生态系统，是指研

究生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和谐统

一，既有利于研究生教育自身的创新和科学

发展，又能够满足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为其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从而实现系统

的内在平衡和健康发展。长远来看，我国研

究生教育从层次上看，将会形成一个以“985

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和地方高水平大

学三个方阵的研究生教育生态体系；从结构

上看，将会形成一个博士教育与硕士教育贯

通培养、学术学位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比例

适切、不同学科及专业布局合理、不同区域之

间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生教育

生态体系；从质量和效益上看，将会形成多元

化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中对于高层次人才多样化的现实和将来需

求，极大调动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相关主体

——地方政府和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积极

性；从纵向上看，将会形成一个以区域为重心

的多中心的研究生教育生态系统。在此研究

生教育生态系统中，在研究生生源和博士毕

业生就业等方面，无论从层次上看，还是从横

向上看，三个方阵和多中心之间可逐步形成

良好的互补关系。

（二）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长远目标之二：

研究生教育去中心化发展

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另一个重要长远目标

是希望通过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使得我

国研究生教育能够实现去中心化发展。关于

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地域分布特点，学界大

体有三种观点，分别为阶梯分布说［31］、中部

凹陷说［32］和差序格局说［33］，但是，无论哪一

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和分

布过度集中于少数特大城市，优质的研究生

教育资源过分聚集在少数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呈现明显的单中心化的特征。单中心化

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在特定时期可以发挥

资源集中的优势，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大批人

才。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资源配

置模式的劣势和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不

利于新常态下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

此需要以学位授权审核改革为突破点对研究

生治理模式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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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生态系统，关键是

去中心化，目标是以网络化推进研究生教育

治理重心的下移。所谓去中心化，就是要改

变研究生教育上位功能一支独大的局面。所

谓网络化治理结构，是指由政府、高校、社会

等不同主体，以及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

政府，“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地方

高校，行业、企业等不同层次组成的相互配

合、各司其职的治理架构，使地方高校依托研

究生教育在区域内部的经济科技发展中发挥

更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城镇发展中的去中心

化做出贡献。研究生教育去中心化发展是一

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研究生教

育去中心化发展和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发展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十三五”及未来更长远的时期内，我国

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需要在对研究生教育上

位功能和下位功能完整定位的基础上，在充

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兼顾区域经济

社会和高校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以改革学

位授权审核制度和标准为抓手实现研究生教

育治理的多方参与、权责明晰和高效运行。

具体政策选择是将过去只关注学术资质的单

一标准改变为既关注学术资质也关注区域和

大学自身发展的两套标准，将现行的单级学

位授权制度改为分级学位授权，实施培育授

权制度。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长远战略目标是

实现研究生教育生态化发展和去中心化发

展，使我国从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大国真正转

变为研究生教育强国，从而为2050 年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最大规模的坚实的人力资

源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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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Authorization Audit Mechanism Reform and the Path
Adjust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Chen Hongjie，Shen Wenqin，Gao Yao & Zhao Shikui

Abstract：Graduate education strategy has two functions，one is the upper function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the other is the lower function to focus on the needs of the region and university. Graduate education governance
requires both upper and lower functional capabilities. Graduate education needs new governance ideas，and the key
governance path is to reform the degree authorization verification system，whose specific policy choices are to transform
the past "single standard"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o the "two sets of standards" focusing on bot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the regional and universal developments，to transform the current single-level academic
degree authorization system to degree classification authorization to implement the cultivation authorization system.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graduate education governance reform is about two long-term strategic goals to achieve ecological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so that our Chinese graduate education could change from the current into real
power，so as to lay the maximum size and solid human resource base to achiev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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