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所作所为不仅攸关自身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本文基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政策分析，提出教育因应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建立以人口变化为导向的教育规模调节机制、以
产业调整为依据的教育转型升级机制、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激活机制。教育自身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

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要建立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导向的教育标准管理机制、以明晰权责为抓手的教育公平促进机

制、以消除壁垒为重点的教育体系完善机制、以众创众享为手段的教育质量提高机制、以适合学生为根本的教育选

择机制。教育与经济两个领域的改革要将“物”与“人”从供给侧有机联通，建立以深层矛盾为指向的教育优先供给机

制、以双管齐下为策略的教育短板补充机制、以主动作为为取向的教育尺度衡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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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指出，“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

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1]所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

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

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领域，教育属于社会领域，教育

所作所为不仅攸关教育自身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面对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

育要有因应之策；而教育自身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内容，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

“供给侧推动”，要有推动之策；教育与经济相互着

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要有协同之策。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来到一个

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依

靠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

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

‘新供给管理方略’”。[3]本文在政策分析基础上，从

制度供给的角度，对“因应”、“推动”和“协同”三策进

行阐述，供教育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者参考。

一、因应之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新供给经济学就“经

济持续增长”开出的药方。经济理论一般认为，投资、
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劳动力、土地与

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等五要素属于供给侧。
“需求侧管理更多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在经济处于短

期波动的环境下，旨在令实际经济增长率尽量贴近

即期的潜在增长率，经济过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则重在解决长期问题，从根本上促

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4]“十三五”期间，我国着眼

长远，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将主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开展以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主要内容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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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影响经济增长不外乎两个要素：一个

是“人”；另一个是“物”，并且两者相互着力，促进或

制约着经济增长。教育的核心是解决“人的素质”问
题，但必须以“物”作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空中楼

阁”。因此，教育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关

联性。一方面，教育可以作为“三驾马车”的内容之一

处于经济“需求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

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把教育投资作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选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

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

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消费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

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另一方面，教育也

可以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和创新供给的基础

处于经济“供给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

密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提高视为经济进步和

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教育是提升劳动力和创

新的基石，是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需求不足的

同时需求外溢明显。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

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
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

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

务有效供给的不足。”[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矛盾的

主要方面———供给侧入手，但绝不是无视“需求侧”，
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满足升级的需求和创造新的

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于教育以不同的方式处于经

济的“供给”和“需求”两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无论是“从供给侧入手”，还是“满足需求侧要

求”，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教育必须有因

应之策。
（一）以人口变化为导向，调节教育供给规模

围绕优化劳动力配置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

线，中央一是推出了“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
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这在近期需

要增加学前教育供给，中期增加义务教育供给，远期

增加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供给；二是推出了“户籍制

度改革，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政策，“去库存”必将提

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必然需要增加城镇高中以下

教育的供给，而减少农村相应教育的供给；三是推出

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发

展、城镇化空间布局有机结合，人口导出区和人口导

入区越来越明显，教育供给发生“位移”是避免不了

的。由此，教育将出现“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结构性

矛盾。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建立起以人口变化

为导向的教育规模调节机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
是省级教育统筹机制，加强省级政府对地市和区县

高中以下教育在经费投入、师资调配、设备配置等方

面的调控，促进教育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二是

城乡全域教育规划机制，基于人口变化的预测，制定

具有约束力的城乡校点布局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且

这个规划要以时间为序，多阶段规划合成，动态调控

教育布局空间，而不是“一锤定音”式的僵死规划。三
是城乡校地校产调配机制，基于土地确权，将农村闲

置校地复耕，其复耕面积配给给城镇新建学校作为

用地指标，其土地转让费用用于扶持薄弱学校；将公

立空壳学校校产并入农村薄弱学校，防止闲置校舍

及其财产被非教育“侵占”。四是刚性需求供给保障

机制，在新建城区和老城人口新增区域，新建或者改

扩建幼儿园和中小学，将所在地有入学需求的农村

闲置中小学改建成幼儿园，满足“全面二孩政策”和
“去房地产库存”所产生的教育需求，防止在城镇通

过增加大规模学校和大额班级来解决适龄儿童入学

的“将就之计”。
（二）以产业调整为依据，优化教育供给结构

围绕优化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配置这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央不但推出了“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圈”等区域发展大战略，

还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去产能”、“去杠杆”、“降成

本”、“补短板”等改革政策。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

着产业走，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产品

和服务供给，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部分企

业将被淘汰，员工需要下岗再就业；部分企业需转型

升级，还有一些新兴企业会涌现和崛起，需要大量新

型人才。由此，当下教育的人才供给将会失衡，出现

“传统人才数量过剩”和“新型人才短缺”并存局面。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以产业调整为依

据的教育转型升级机制，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产业预测机制，由权威机构组织专家对未来10
年、20年,乃至30年产业走向进行研究，每3—5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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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一次预测报告。二是从业报告机制，在深入调查的

基础上，每年对各种职业从业情况进行研究，对尚需

缺口或过剩情况进行科学研判，向社会发布相应的

研究报告，供学校设置专业、学生选择专业，以及就

业创业参考。三是区域布局机制，按照经济带、产业

带、企业聚集带的分布，布局职业和普通高等院校，

让校企合作更加便捷。四是专业课程预警机制。坚持

“学有所用”，国家或者省市对高等学校和中职学校

专业、课程设置设定“天花板”，每年进行一次“兵棋

推演”，一旦在学人数超过就业警戒线，则发出“警

报”，要求院校自动调剂专业和招收学生人数。五是

转型发展机制，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实施国家和省市

两级院校动态调整计划，确保学校类型结构科学合

理。当前，尤其要纠正研究型教育规模占比过大、高
技能型教育规模占比过小等问题，着力推动普通本

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院校转型。四是开放办学机制，

既要为化解产能过剩分忧，为下岗再就业人员提供

学历升造和就业培训的机会，允许他们回到学校“学

习再出发”；也要放眼世界，培养更多走向世界就业

创业的人才，尤其是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培

养国际化人才；还要加强对外教育合作，鼓励更多有

实力的院校走出去办学，与中国全球化战略“同步共

振”。五是用人导向评估机制，教育转型调整好不好，

不能由教育自己说了算，要建立起政府搭建平台、社
会用人单位为主体、院校主动配合参与的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体系，确保人才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求。
（三）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激发教育供给活力

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

央一是加速国企改革，通过兼并重组，发挥好政府

“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二是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通过强力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等措施，

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三是实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发挥“互联网+"集

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

潜能；四是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放宽市场准

入。这既为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对被

认为是“计划经济最后一块堡垒”的教育重构内外关

系提出了挑战，“计划监控模式”与“市场调节模式”
的制度冲突将越来越凸显。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以制度创新为导

向的教育改革激活机制。一是创新教育治理模式，以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出发点，制

定《学校法》或类似法规，和目前正在推进的政府、市
场和社会关系重构同步，明晰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

主办学和市场积极参与的新型关系，通过政府权利

清单、学校责任清单、市场负面清单等划定各方教育

权责。二是创新现代学制，建立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

学分制度体系，增设创新创业必修学分，设置创新课

程和实践学习课程，推动传承性教育、生长性教育、
规制性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和谐统一；建立弹性学

制，推动院校之间、线上线下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

有条件的学分互认，从制度上保障教育灵活多样，尤

其是“双创”在教育体系内更好的孕育和发展。三是

创新教师管理制度，教师是教育创新的主力军，也是

“万众创新”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要不断提高教师

待遇，搭建科研、育人平台，从制度上确保教师“愿意

创新、能够创新、出好创新成果”。四是创新资源配置

机制，要在市场负面清单中明确教育公益性底线，以

及市场“非准不入”的领域或者事项，其余则放开，让

市场充分参与，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多形态的教育

产品。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度里，一

旦被压抑了的教育消费热情被点燃，会有多么巨大

的市场，出现多少新的教育消费，又会创造多少教育

奇迹。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一定要解放思想，充

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

二、推动之策

教育和经济一样，也有“供给”和“需求”两侧。教
育改革同样可以分为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两种

方式。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来看，瞄准需求，从

供给侧入手实施的一些改革往往能够较好地解决教

育存在的突出矛盾。比如，实施“普九”计划，扩大高

校招生规模，提高农村学生升入高等学校比例等，对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从需求侧入手，采取管控的方式所推进的一些改

革，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秩序的稳定，但副作

用也不少。比如，划片就近入学，事实上人为控制了

择校消费；拒绝民办教育盈利，事实上限制了教育投

资；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门槛，事实上抑制了教育产品

国际间“流通”。“污染、城镇化、医疗、教育等一系列

问题，如从需求侧来分析和解决都是消极的。”[6]“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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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国教育的很多老大难问题，早就应该重视‘供给

侧’改革”了。[7]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变“控制教

育需求”为“顺应教育需求”和“创造教育需求”，加大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经

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模式，因为两者的区别

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改革的目的不同，经济领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实现潜在经济增长

目标，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促进人的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当然，教育也需要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但远远不至于促进经济增长，人的幸福生存

和健康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二是改革的性质

不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的是经济增

长的最大化，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

持教育的公益性，前者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后者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教育

公共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前者更

注重效率，后者更注重公平。三是改革的逻辑不同，

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的是经济逻辑，必

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遵循的是教育逻辑，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比

如，前者要求“降成本”，而后者则不一定，在农村边

远山区，即使只有1个孩子入学，也要保证其学校照

常运转，不能因为成本高而随意撤并学校，剥夺学生

受教育的权利。基于此，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动之策主要有：

（一）以遵循规律为底线，坚持教育供给标准

一般来说，教育规律包括人才成长规律、教育教

学规律、学校办学规律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等。教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让教育供给遵循教育规

律，按照教育自身的逻辑来供给教育。真正要将其

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健全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导向的

教育标准管理机制。一是健全教育标准体系，将教育

规律外化成具体的教育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至

少包括：建立人才成长标准，通过制定各级各类各阶

段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标准，确保人才培养达到基

本要求；建立师资专业标准，通过制定校长、教师、辅
导员等各类教育专业人才的基本标准，确保师资具

备专业水准；建立学校办学标准，通过制定各级各类

学校办学的基本标准，对办学规模、设施设备、课程

设置、师生占比、学校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区

域教育事业发展标准，通过制定国家、省市、区县域

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标准，对教育投入、人均受教育

年限、教育均衡度等指标做出明确要求。二是健全标

准修订机制，由于经济社会和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对教育标准的要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我们对教育

规律的认识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也是在不断纠错

中逐步提高的。因此，要建立教育标准定期修订制

度，每1-2年要对其进行一次小修，每3-5年要对其

进行一次大修，根据实际情况抬高教育底线，并引领

教育供给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三是推动教育标准

化建设，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要素达到基本

标准，使教育底线得到保障。比如，设置学校和班级

规模“天花板”，就有利于保障每一个在校学生的教

育权利不被稀释。当然，教育标准化的意涵是设置教

育底线，并不是推进类似于大工业的“标准化机器生

产”，决不是要抹杀教育个性，更不是要禁锢教育创

新。四是健全达标督查机制，完善政府督导、专业评

估、社会依法参与三位一体的教育评估督导制度，实

施标准管理，定期开展教育达标督查，督促相关责任

单位达成基本的教育标准。各相关教育主体可以提

供高于这个标准的教育，但不能低于这个标准。一旦

发现达不到基本标准的现象，必须督促相关责任主

体限制整改，尽快达标。
（二）以明晰权责为抓手，促进教育供给公平

教育公平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被社会广

泛关注。从教育供给侧来看，要提供公平的教育，关

键是建立机制，明晰有关各方在促进公平中的权责。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教育主体责任机制，要

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中的责任，确

保“三个优先”,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

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

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三个增长”，即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

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以

及《教育法》所规定的相关责任的落实，为每一个公

民提供基本的、普惠性的教育公共服务。二是市场供

给教育的合理回报机制，坚持教育公益性，并不是政

府“大包大揽”，也并不排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相反

需要吸引市场投资教育。例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举

办教育，鼓励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教育服务，但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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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必须在合理区间之内，并鼓励不获取回报的教育

投资活动。其中，将民办教育分为非盈利和盈利两类

进行管理十分迫切。即使盈利性质的民办教育，政府

也要加强监管，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受侵犯。三是

学校教育供给的公平机制，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的实

施办法，摒弃入学、升学、就业中的诸多不公平政策，

确保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四是社会

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机制，建立教育政策制定听证会

制度、实施咨询会制度、实施后评估制度等，让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确保

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三）以消除壁垒为重点，完善教育供给体系

教育供给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体系是否健全直

接影响到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教育供

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类教育之间横向流

通、同类教育之间纵向流通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之间的斜向流通不畅。存在类型壁垒，在普通教育和

职业教育之间很难转换，不同院校、专业之间学习转

换也十分困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互相流动

也存在阻力。存在阶段壁垒，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

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间的立交桥还没有

真正打通。存在区域壁垒，由于不同区域的人享受教

育供给的水平差异很大，异地入学、异地中考、异地

高考还面临不少政策障碍。这些壁垒让人的学习和

发展历程要么“一条道走到黑”，要么“磕磕绊绊走不

下去”，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需要“纵横畅游”。实施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打通这些壁垒，让教

育体系“四通八达”。一是建立教育体系优化模型，对

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规模、衔接、配比等做出科学合

理的规定，让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教育

之间结构合理。二是搭建纵横贯通、斜向联通的教育

立交桥，突破固有教育利益格局，消除教育“肠根阻”
和“不匹配”现象，让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需要和

教育实际选择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教

育，这需要在教育规模调控、招生考试、学籍管理等

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三是完善以人为本的学

习制度，在“学籍终身一卡”的基础上，健全“终身学

习档案”、“学分终身累计”制度，同时，破除“只看文

凭，不看过程”的选人用人制度，让终身学习有制度

保障。四是优先发展教育体系中的薄弱教育，就当

前而言，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初中教育和职业教

育，着力提高各级各类民办教育的质量，支持发展中

西部教育，规范社会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四）以众创众享为手段，提高教育供给质量

在教育质量上，当前我国各级各类优质教育供

给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数量少，不能够满足人

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二是具有排他性，一旦优

质教育被某些人群获得，则其他人群就无法享有，这

也是近年来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不断攀升、大量教育

消费流向国外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发展的不

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8]因此，解决之道一

是“众创”，依靠所有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提高各级

各类学校教育的质量；二是“众享”，在互联共享中扩

散优质教育，做大优质教育蛋糕。这就需要建立众创

众享的教育质量提升机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

招生考试激活机制，深化招生考试改革，不仅仅在公

平、质量上导好向，更要在激活上做文章，通过改革，

调动学生、教师、家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不是采取

“取消考试”、“绩效不能与考试挂钩”等消极做法。二
是教育创新奖励推广机制，完善制度，对区域、学校、
教师在教育改革中取得的具有真正创新价值的成果

予以认定、奖励和推广，推动中小学素质教育、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真正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三
是教育质量评估发布机制，组建具有权威性的教育

质量监测评估中心，定期抽查各级各类学校、学科专

业，甚至具体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发布教育质量评估

报告。四是优质教育共建机制。推进优质教育集团

化，将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捆绑在一起发展，实现从

点状的优质教育向块状的优质教育突破。推进优质

学科专业联动发展，将一定区域内的同一个学科专

业或者临近学科专业集合在一起，共同研讨，共同发

展，形成一流学科、一流专业集群。推进优秀师资交

流互派，将优秀校长、教师轮流派往一般学校任教任

职或作指导教师，促进一般学校超越式发展。五是

“教育+互联网”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教育数据库，推

动线上线下教学等形式，将优质教育互联网化，让更

多学校、更多学生乃至全社会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五）以适合学生为根本，推进教育供给选择

真正好的教育是适合学生的教育，是把人的发

展能力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教育。要让教育适合每

一个学生，将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潜力、创造潜力都挖

掘出来，关键是要让教育有选择性。这里有两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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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一个是要有足够多样化的教育，另一个是要有

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和机制。当前我国教育同质化

现象十分严重，学生的选择空间很有限，并且教育选

择的的政策壁垒随处可见，压抑了教育的多层次、多
样化需求，既不利于人的成长，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

养，也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不利于释放社会

的教育消费需求。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建立以适合学

生为导向的教育选择机制。一是建立教育多样化的

政策导向，在制定教育规划和办学标准、实施质量检

测和督导评估、拨付教育经费和奖励表彰等时强化

办学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二是完善教育多样化服务

体系，在课程提供上增加可选择的门类，在教材上给

予学校选择的权利，在教学上鼓励教师提供多样化

的指导服务，在教育投资和消费上给予更多空间。比
如，鼓励中外合作建立国际学校，推动“在国内留

学”，满足更多的教育消费。三是给予学生教育选择

权，打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院校之间、专业

与专业之间教育选择的“阻隔”，建立以学分银行为

载体的教育跨界选择机制，逐步让学生在就读学校、
课程教材、指导教师、学习年限等方面能够真正“选”
起来。四是建立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淘汰机制，当选

择学校、专业、课程、教材、教师等的学生人数超过了

最低控制线，则启动改组淘汰程序，去除“空壳教育”
和“低效教育”。

三、协同之策

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

分的，两者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比如，提高农

村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既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内容，也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

容；两者在作用上相互影响，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必然促进教育需求的变化。比如，互联网经济的

发展必将促进人们对互联网教育的需求，教育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样影响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成败。比如，人口流入地如果没有学校供

给，“去房地产库存”就有可能落空。因此，实施两个

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物”与“人”从供给侧

有机联通，[9]要相互调适，有协同之策。
（一）以深层矛盾为指向，强化教育优先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优化结构”。“当

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

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10]经济

结构存在的困境往往是由人才结构所致，由于没有

新型人才，所以，相应的新兴经济难以发展，传统经

济转型升级必然面临人才结构困境，而人才结构困

境背后一定存在教育结构的困境。可以说，教育结构

之困境既是经济结构困境的产物，也是制约经济结

构调整的“症结”之一。要突破经济结构的困境，根本

之策是突破教育结构的困境。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必须把教育结构调整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全
局性的任务来抓。但要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需要大

量的教育经费和资源支撑。比如，普通本科院校要转

型为应用技术型院校，需要建设实习实训基地，需要

配置双师型教师，需要大量相关耗材。因此，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具有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其落脚点是建立以深层矛盾为指向的

教育优先供给机制,在资金投入、人才配置等中要优

先考虑教育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结构转型的需求。
（二）以双管齐下为策略，补齐教育供给短板

教育板块作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的

内容之一，被列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任
务之中。也就是说，“补齐教育供给短板”既是教育领

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也是经济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因此，我们要充分用好两个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利好政策，建立以双管齐下为

策略的教育短板补充机制，有针对性的抬高“教育底

部”。一是抓住精准扶贫的契机，健全教育扶贫机制，

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上台阶。一般来说，贫

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相对落后，这既是贫困之

因，也是贫困之果，扶贫要扶智，发展教育很关键，因

此，要争取将一部分扶贫资金用于发展其教育，以实

现长期脱贫的目标。二是抓住农村公共服务提档升

级的契机，健全农村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大对

义务教育农村师资、寄宿制学校、“三通两平台”等教

育要素的供给，尽快缩小与城镇教育的差距。三是抓

住“全面落实二孩”政策的契机，健全学前教育普惠

机制，推动建设公办幼儿园，扩大普惠幼儿园占比。
四是抓住推动创业创新的契机，构建大中小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

大力实施创业创新教育，弥补创新驱动能力不强、高
技能人才和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

（三）以主动作为为取向，确立教育尺度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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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发展对教育提出要求，这只是问题

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教育也对经济增长

与发展提出要求，两个方面就像一个铜板的正反面，

不可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注重前者，忽

视后者，教育成了被动应对的“角色”，“说不起话”。
要纠正这样的看法和做法，关键是要建立以主动作

为为取向的教育尺度衡量机制。在衡量经济领域结

构性改革成功与否的尺度中，不仅要有“经济增长”
这把标尺，也应该有“教育发展”这把标尺。教育是慢

的艺术，人才成长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不顾教育基础，不能不顾人才

培养基础，脱离实际地搞“高大上”的经济项目，完全

脱离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实际的经济改革都是注定要

失败的。对此，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操刀者”不可

不察。同时，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够袖手旁观。一是建

立教育尺度体系，对用什么样的教育尺度去衡量经

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等问题做出明确具

体的回答，为推动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

教育人的应有贡献。二是精准评估教育基础，对当下

的教育现实基础、人才培养基础等做出全景式扫描

和精确定位，发布《教育、人才基础与产业发展建

议》，为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基础数据和

参考依据。三是深入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明确在

现有经济基础之上，对教育供给数量、结构和质量的

合理区间要求；在现有教育基础之上，经济领域供给

改革的“施策空间”，使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和经济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相互匹配，协同发展。
（责任编辑 翁伟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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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What Should Education Do?
Liu Yunsheng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20）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and what we do for education not only matter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y also affec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ety. After we analyze the policies i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we propos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education to correspond to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in economic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modific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cale of education which is population-change oriented, a
promot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 changing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a reform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guided by system innovation. Education should realize the change from the "supply pulling" to "supply
pushing".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n education standard regulation mechanism which obey the education disciplines, an
education fairness motiv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controlled by a clear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an education
modification mechanism which focuses on eliminating the barriers, an educ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created by all the people
and shared by all the people, and an education choice mechanism which is suitable for all the students. We also suggest that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i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spheres could combine the people and things organically
in the supply side, to implement collaborative policy, to take the deep contradiction as the point. We may adopt a short board
education supply mechanism which is in a two way-strategy, and an education scale measure mechanism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itiative ac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education sphere, economic sphe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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