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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理想化”组织结构，科层制通过事务管理与学术治理分离，构建缜密的权利义务体系，帮助

高校对业务活动和人员行为实施有效管理。然而，高校科层制组织存在的分权分层结构、权力赋予逻辑及职能条块

分割等问题，导致高校行政管理出现决策主观性、管理目的异化、协作效率低下等弊端。运用“大数据”技术，变革

管理思想，构建“大数据治理”架构并再造管理流程以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可以有效化解科层制组织结构给

高校行政管理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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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每次新技术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高等

教育产生深刻的变化。2015年，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标志着我国即将迎来“大

数据”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大数据”这一“颠覆性的技术变革”迅速渗透到高等教育各项业务活动中，高

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管理决策正逐渐呈现出新规律、新特性。［1］作为高等学校开展教育、研究与社会

服务活动的基础与根本保障，行政管理不仅影响着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整体效益，而且直接关系到高校的

生存与发展。面对“大数据”等新技术为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变革与机遇，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

优化高校行政管理机制，实现“大数据”与行政管理的深度融合，不仅对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创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纵深发展

也至关重要。［2］

一、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与组织结构模式

（一）高校行政管理与科层制组织结构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的特殊场所和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其教育、研究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

高度依赖学校众多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如何通过行政管理工作整合、优化各种资源配置使学校所拥有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出最大效益，保障学校所担负的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特别是

在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广义的高校行政管理是行政组织依据高等教育目

标和发展规律，运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手段，调节学校各类关系和资源，以显著改善学校教育

和科研问题，实现学校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3］而高校在实现自身建设与发展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均

可以归结为管理问题，需要行政管理组织，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通过管理方法改进、管理制度完善、管理

流程再造等措施加以消弭，以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保障学校既定发展目标的达成。狭义的高校行政管理

则是学校行政部门对学校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校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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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组织是静态的行政组织结构与动态的行政管理活动的统一，行政组织结构是行政组织内部各组成

要素间的关系模式，是行政管理活动的载体。作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职能多元、社会联系紧密的现代社

会组织，我国高校为应对日渐复杂的管理事务，提高管理效益，普遍采用科层制管理组织结构对学校管理

活动和人员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4］，并已成为学校运行基础框架的基本要素。［5］

科层制(Bureaucracy)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 Marx Weber) 于 20世纪初提出，是“一种分级、分

部门、分职责的组织管理制度”［6］。在科层制组织内部，根据职位分层、权力分等、分科设层、各司其职的原

则，构成一种由低到高、权力逐级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利义务体系，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依据管理权限和

责任排列于该组织的不同层级之上，以构建一种“理想化”的组织结构。

目前，我国高校行政组织结构的主流范式是分权型科层结构，通过横向分化设立专业分工的职能部门、

学院，对预算、财务、人事、设备、基建、后勤、对外联系等事务管理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治理分离，并由拥有

专业知识的行政职员专门管理以实现组织效率最大化；通过垂直分化设立院与系、处与科等层级，构建起

等级分层、制度约束、以职务序列安排等级的缜密的权利义务体系，实现组织内部的合作与控制，为学校行

政管理活动提供组织保障、职能配置和权力行使，保证行政管理活动的有序运作。

（二）高校科层制行政组织结构的弊端

作为管理活动的载体，行政组织结构必然影响着管理工作的实施。高校行政组织采用科层制结构，一

方面，科层制以效率最高化为组织结构的构建原则，以权力合法化为组织的运行基础，使其在保障高校行

政管理活动的“秩序、理性、可行与稳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高校也需要直面科层制结构对

行政管理活动的制约、学校建设与发展需求间潜在的矛盾。［7］众多研究表明，随着学校办学规模与水平不断

提升、科研与综合学科不断发展、管理与决策日趋复杂，科层组织结构内在的局限性对高校行政管理活动

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显现。

（1）分权分层结构异化管理目的问题。高校科层制的垂直分化与横向分化使组织呈现为金字塔型权利

义务结构，并通过严格划分个人在组织中所据地位的层级来维系权力的等级制度，以保证来自高层的管理

指令及时传达到底层。而对来自下层的反馈信息，无论是在速度、数量还是准确性上都存在问题。［8］科层制

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使高校行政管理决策具有自上而下逐级落实的强烈的计划体制色彩。权力的横向专业

分化使其服务学校教育和研究的总体目标需要被分解为各部门的具体目标，其管理的本质可能在这种逐

级分解过程中被简单地异化为“量化指标”，甚至因渗入本单位的利益诉求而导致管理目的与手段倒置，无

法为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9］

同时，科层制这种上下级间“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义务体系使得管理流程体现为上级指示与监督下

级、下级执行上级指示，这种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容易导致行政权力过于集中。作为高校行政管

理客体的高校师生，虽然具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与独立性，其教育和研究活动亦属于智力密集劳动，但这

种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不仅隐含着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倾向保守的弊端，而且会挫伤学校师生员工，

甚至是管理者自身参与管理与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学校教学与学术研究按其

自身规律发展。

（2）权力赋予逻辑暗含主观偏好问题。科层制行政组织各部门依据“政策法规”所赋予的权力进行“法

治”管理，这些“政策法规”不仅包括国家及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涉及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自

行制定并颁发的行政管理条例和规定。这种管理者借助管理条例与规定而赋予自身行使权力的逻辑，使

得资源配置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的主观意愿成为可能，也意味着科层制管理仍然依赖于管理者的个人经

验与主观偏好。［10］

高等学校作为跟踪国际学术发展的前沿机构，成为知识创新与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基地，其行政管

理与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联系紧密，不仅是复杂而具体的实践活动，而且往往缺乏经验与规律可以遵

循。科层制的权力赋予逻辑，难免使其进退失据：“遵章办事”使高校科层制管理者在面对技术进步、全球

化和国际竞争挑战等日益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时因无章可循而力不从心；自行制定管理条例和规定并

付诸实施，则难免渗入管理者的性格、经验、能力，以及在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等
主观因素，并由此可能造成个人独断与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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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能条块分割存在效率低下问题。为赋予无论是依据业务职能横向分化，还是根据行政权力纵向

分层所衍生的内部组织的管理权威，科层制通过公文以书面形式对各种管理行为进行规范。科层制这种

功能清晰划分、规章制定缜密，以构建不可逾越权力义务体系的组织结构，在强化部门与个体遵章办事、排

除人为因素的同时，也将各级组织及其成员割裂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导致科层组织内部在横向维度上缺乏

制度化、规范化的信息交流与协作机制。

科层制组织通过设置不同管理机构，以协调各方面有序开展管理工作的组织结构分化逻辑，势必导致

高校行政组织机构设置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张而日渐庞大与复杂。而高校教育与研究活动业务复杂、

形式多样，缺乏标准流程与模式，科层制匮乏的协作机制必然加剧部门间沟通、协调与合作的繁琐程度，使

管理流程日趋复杂，组织效率随之降低，难以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甚至因为权力界定不清晰而彼此

推诿，妨碍管理工作的开展。［11］

（三）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

尽管存在各种不足，科层制“专业分工”“等级分层”“权责限制”“规章管理”等组织特征仍然使其成为

当前大规模组织机构无可替代的组织结构形式。高校行政管理是一项复杂、具体的实践活动，其对专业知

识、经验和技能的依赖，需要管理人员的构成“转变到更多地依靠专职的永久人员，而较少依靠兼职的一般

性人员”［12］。现代高校作为大型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综合实体，其教育和研究活动形式随着新技术的不

断涌现和推动，演化得异常复杂，所产生的大量管理事务，更依赖专业事务机构进行管理。正是基于这些

原因，科层组织结构被延用至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因循现有组织结构形式开展管

理工作。［13］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科层组织结构的内在问题而导致管理机构呈现出的目标形式化、决策

主观化、协作低效化等官僚主义倾向，也是造成当前高校管理组织规模日趋臃肿庞杂、管理过程难以驾驭、

资源配置优化困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14］

行政管理科学化，是在行政管理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中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措施，通过将

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全过程，以优化行政管理机制，使资源效益得到充分发挥。通过现代科学理论和技

术方法的引入对高校科层制行政组织进行优化，将其在承担引导、规范和调节学校教育、研究等活动的管

理功能，及维护、保障和促进师生权益的服务功能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管理知识、经验和技能加以集

中、总结，进而提炼成为标准化的制度规范与科学知识。通过优化权利义务体系，制定更为科学的管理目

标，编制更为系统的实施方案，以防止管理目的在分权型科层组织的分解过程中被异化；通过岗位制度规

范与科学知识培训，快速提升员工的能力，弥补管理者个人经验的不足，降低科层制存在的主观偏好问题；

运用信息科学技术在权力主客体之间建立不涉及任何利益的“第三方”沟通渠道，提升高校行政组织因权

力分化而降低的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是现代高校在面对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体系不断拓

展，办学水平不断提升，行政管理工作日渐繁杂，却又缺乏更有效的组织结构形式替代科层制组织模式的

局面下，规避在高校实际工作运转中存在的上述弊端和问题，以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目标需求的有效途径。［15］

二、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

（一）高校“大数据”与行政管理

“大数据”是对海量数据及相关分析、处理与应用技术的统称，目前尚无统一定义。所谓高校“大数

据”，是指高校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收集、积累的教育、研究及社会服务活动所产生的校内数据及根据学校

建设发展需要获取的校外数据的集合。高校“大数据”不仅来源广泛，涉及国家、地区、学校、师生个体等诸

多社会层面，而且贯穿学校人才培养、研究及社会服务等各项活动全过程。随着“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域的

逐步拓展，“大数据”与高等教育结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不仅将在高等教育、科研活动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16］，同时也将为高校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一条可行途径。

作为“提高效率必不可少的工具或手段”［17］，高校行政管理通过引入“大数据”技术，挖掘和分析高等教

育各类业务活动数据，研究并发现其中蕴含的内在规律，可以“有效利用各类有限资源，争取最大程度地实

现管理目标”。［18］从而在遵循高等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为学校教育、研究等业务活动提供更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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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支持和服务，确保在达成学校既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相关资源效益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在现有管

理模式下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对加速高校教育改革步伐，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等新技术对人类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管理思想、方法与手段的变革。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具有很强实践性的高校行政管理进行改革时，需要充分认识高校行政管理所面对问题的

专业性、复杂性、多样性。通过深入研究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依据，实现管理思

想与管理形式的革命性变革；通过构建结构清晰、功能合理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新型管理框架，实现管

理方法和手段的转变；通过再造管理流程，从制度上巩固改革成果，实现管理效率的真正提升。也只有将

“大数据”理论研究成果与教育管理的现状相结合，探索科学的行政管理的改革路径，才能使基于“大数据”

的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进程处于平稳、可控状态，以最大限度保障学校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树立“大数据思维”的行政管理思想

“大数据思维”全新的“万物皆数据，万物皆可数据化”现实世界刻画理论，为人类“像在自然领域里一

样”观察、分析社会行为，“发现现实的联系”，消除“臆造的人为的联系”［19］提供了可能，是运用“大数据”技

术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1）万物皆数据。数据(Data)是刻画客观事物的属性、状态及相互关系的物理符号及这些符号的组合。

“数是万物的始基”，数据构成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20］与传统“小”数据因采集存在主观假设而具有片面

性，因而主要用于客观现象与自然规律的刻画不同，“大数据”凭借其多源、海量、异构等特性，可以对研

究对象及其属性作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刻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以“数据”认知客观世界，揭示事物本质

的全新方法。

（2）万物皆可数据化。数据是事物属性及事物间相互关系的抽象，世间一切关系皆可用数据表征，而

数据化则是将研究对象的特征抽象为量化表示形式的过程。随着新型数据感知技术与采集设备的广泛

使用，特别是不同于传统的非结构化数据技术的运用，“大数据”可以充分、实时的感知、提取并记录客观

事物及其现象特征，使得包括人类行为及人际关系在内的现实世界复杂的状态、现象皆可被数据表征成

为可能。

在此背景下，以“大数据思维”作为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论基础，在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社会服

务等各项业务中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采集、分析、评估、挖掘与预测，可实现基于数据分析与

理性决策的行政管理科学化。一方面，通过数据采集、存储、转换和映射，全面构建学校各项业务的数据视

图，为从不同维度表征各类业务活动状态奠定数据基础。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将数据感知、

认知与决策支持有机结合，对这些来自不同渠道、长期积累的海量数据进行融合分析、深度挖掘与量化模

型演算，帮助管理者厘清教育要素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为管理者基于客观知识的理性决策提供支持。从而

有效弥补科层管理组织存在的依赖既往经验和直觉的决策主观性问题，提升管理者的行政业务能力。最

后将管理行为数据化、程序化，通过OA协作办公系统等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基于数据的管理流程，以更为科

学合理的管理实施方案规避科层管理组织在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化问题，保障学校有

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化解科层管理体制效率低下问题。

（三）构建“大数据治理”的数据协作架构

在“大数据思维”下，数据已成为维系高校运行的一种全新“物质”资源，需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从

战略高度制定相应的制度、标准和规范，以构建“大数据治理”协作架构。

（1）构建“大数据”基础平台。高校分权型科层行政组织各部门与单位有着不同业务职能和利益诉求，

各自掌握着迥异的数据资源，导致现阶段我国高校数据采集与使用普遍未能走出部门化、碎片化的局限。

因此，高校需积极顺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和本质要求，将数据视为一种特殊的“资产”，借鉴资产管

理理论从组织、技术和流程上加以全方位管理，实现对包括行政管理在内的各项业务活动的数据支撑。

为此，学校需要根据学校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治理”在全校范围内整合各业务信息系

统，广泛采集、安全存储、深度挖掘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各类数据，消除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构建“大数

据”基础设施，为高校管理者从不同数据视图全面审视学校各项业务活动状态和质量提供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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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大数据”质量与管理水平。管理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多维分析涉及众多管理对象，需要相关机

构各部门、人员协作完成，有赖于健全的数据质量保障机制和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因此，需要统一数据

编码格式、接口标准和操作权限，从技术上化解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为数据资源的横向协作共建与共享奠

定技术基础，推进各级职能部门间的数据转换与跨部门整合，进而借助多元化管理主体间的数据共享与交

互操作进一步增进科层组织内部的横向协作，实现管理过程的协同化。

“大数据治理”既是规范与整合各级职能部门、院、系、下属单位向学校管理数据仓库输入数据的过程，

也是学校管理部门在整合、加工相关数据的基础上为各级职能部门、院、系、下属单位提供数据服务的过

程。通过建立健全数据管理制度，构建以融合、共享、服务为导向的基础数据仓库，减少数据重复建设，消

除数据冗余，避免多头管理产生的数据不一致问题，实现各级组织间相关数据的共享，达到集中管理、数据

共享的目的。

（3）推进大数据的全方位应用。对“大数据”的使用是未来高校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从传统

行政手段管理迈向“大数据治理”，需要高校在行政管理中通过对整合后的数据深度挖掘、多维分析，运用

数学建模、人工智能等科学计算理论，对管理活动的行为逻辑、演化趋势和结果进行分析、预测和模拟，使

管理实践成为可计算、可预测和可控制的科学治理，进而实现行政管理决策的科学化、自动化，推动学校管

理由科层制的经验治理向智能的“大数据治理”转型。

为此，学校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和完善 OA协同办公系统等现有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使其

可以通过深度挖掘和量化分析学校海量、客观、真实的数据，帮助管理者直观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科研、行

政事务、后勤服务等项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漏洞与不足，进而根据学校既定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内外部环

境和管理对象的实际情况，将分析结果应用于管理各环节，实现管理的事前防范、事中监控、事后治理，推

动学校治理的数据化、科学化、理性化。

（四）再造“大数据驱动”的管理流程

管理思想与管理方法的变革，必然引起管理流程的改变。“大数据驱动”的行政管理流程是一个从数据

采集、存储、清洗与整合，到数据分析、建模以发现问题，再到管理方案设计、抉择与实施，并终结于管理过

程审查与评价，以数据传递为路径的完整闭环。

（1）数据采集与整合。从学校各业务信息处理系统或其他相关数据源采集诸如人才培养、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办学资源、交流合作等业务活动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清洗整合，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

整性，并从冗余、遗失甚至矛盾的相关数据中发现可能隐藏的信息。鉴于高校数据庞大、多样与异质的特

点，多源异构数据需要经过“抽取-转换-装载(Extract-Transform-Load，ETL)”处理使之成为统一、集中、稳定

的数据并加载于数据仓库中，为后续管理环境分析、问题探究及解决方案的寻求提供数据基础。

（2）问题发现与分析。通过对来自于各类不同数据源的海量数据进行广泛挖掘和深度分析，并结合可

视化分析技术及量化模型测算与验证，为管理者提供清晰、直观的问题阐述，帮助管理者从多维度分析影

响学校发展的相关指标，发现产生问题的原因，并确定其需要实现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根据实现管理目

标的需求设计和制定多种可能的管理行动方案备选，再通过运筹学等优化理论对采用这些备选方案可

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推演，并根据适当的标准对上述备选方案进行排序，为学校管理者提供系统、科学的

决策支持。

（3）方案抉择与实施。管理者通过理性计算，即比较方案实施的得失，从上述备选方案中选择效益最

大化的方案加以实施。该方案的具体实施交由传统科层管理组织通过 OA协同办公系统等业务管理系统

的一系列数据操作加以实现。例如行政管理的任务管理、公文管理、档案管理、消息管理、会议管理、配置

管理等办公业务活动。

（4）过程审查与评价。在冗长而复杂的管理方案实施过程中，及时获取相关活动的技术参数等数据的

动态变化，从中发现管理活动的质量特征信息以及隐含的演化规律和问题，并对管理行为发生异常的可能

性和范围进行预测，为管理者根据管理活动状态及时实施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并通过管理方

案的效果审查与评价，为下一个阶段方案的制定与选择提供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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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是未来高校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随着“大数据”等新技术逐步渗透

到高校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以“大数据”为基础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是“大数据时代”行政管理的

显著特征，也正成为推动高校变革与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尚未有理想的组织结构模式替代

科层制组织结构的前提下，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现有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科学化将为

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是调适和弥合科层制模式在高校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实现高校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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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ry requirement to enforce the Party disciplines.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no perfect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or⁃
ganizational guarantee as to how Party representatives can perform their duties effectively. Yancheng, Jiangsu Province,
which was named a pilot city by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r applying the tenure sys⁃
tem, has taken the practice of the system as a fundamental project for the comprehensive enforcement of the Party disci⁃
plines and an innovation project for deepening the Party's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ir experience can be a useful practical
reference. Measures to open more channels, innovate methods, build platforms, and intensify protection mechanisms have
improved representatives' effectiveness of duty performance, vitalized democratic atmosphere within the Party, and ex⁃
panded a new field of vision for strict comprehensive Party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s.
Key words：Party representative tenure system; Party governance by systems; practice innovation

On Big-data-based Scientific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t Universities （by GUOWei, YU Yahua）

Abstract：As an "ide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bureaucracy, which separates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nd aca⁃
demic affairs, sets up a meticulous system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helps universities effectively manage personnel
and their activities. However, university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decentralize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logic of power
endowment, and fragmented functions result in such drawbacks as arbitrary decision-making, dissimilated management
goals, and low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Utilizing the "big-data technology" to reform the concept of management, build a
"big-data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recreate the management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a scientific administrative man⁃
agement will effectively dissolve the problems resulted from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t universities.
Key words：universities; bureaucrac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big data

Construction of a Gratitude Education Mechanism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
vantaged Famil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by DENG Rui）

Abstract：The national financial aid policy in China has been in practic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has substantially
given assistance to college stud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However, some of these students' lack of grat⁃
itude consciousness has also been increasingly conspicuous. They do not seem to be grateful to their parents, teachers,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Analysis using the theory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improved nation⁃
al and social assistance policies greatly eased their difficult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unding programs, their sense of satis⁃
faction and gratitude consciousness weakens. Gratitude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combine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families to overcome the impact of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Specific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change the form the national grants and encourage loans given by students' home region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carry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being grateful; parents should set a good
example to their children, assign some housework responsibilities to their children,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family atmo⁃
sphere.
Key words：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colleges; stud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mechanism con⁃
struction

Flexible Instruc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s Course of Economic Law （by ZHOU Tingting）

Abstract：The current stiff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instruction Economic Management's course of Economic Law cannot
train students to satisfy the needs today's market. Flexible instruction may stimulate student- instructor interaction
through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subdivided professional
needs, and diversified ways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is will ensure what the students learn is applicable, highlight
the learners' subjective position, and motivate their enthusiasm of studies. High quality talent of economic management
can thus be cultivated to cope with the changeable market needs.
Key words：Economic Management; course of Economic Law; flexibl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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