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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黑龙江省高等院校行政成本与绩效内涵，结合其现状，发现黑龙江省高等院校行政成本与绩效管理

存在行政人员和机构规模庞大，行政成本负担较重，绩效管理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可以从适度行政

成本，强化行政成本意识，以及加强相关制度建设等方面，降低黑龙江省高校行政成本，提高高校行政成本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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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行政成本与绩效内涵

(一)高校行政成本含义及特点

高校行政成本是指高校行政活动中消耗的人力、物
力、财力、信息、时间、空间、信誉、权威等有形的、无形的

资源总称。从狭义上来说，高校行政机构运行需要消耗资

源，如办公设施、人员工资等，这部分行政成本不会带来

经济效益；从广义上来说，高校行政成本包括高校行政决

策所付出的代价。因此，高校行政成本是高校提供教育服

务时所需要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是高校行使职能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高校行使职能的必要支出。
高校行政成本具有消耗性、公共性、跨期性、非营利

性和稳定性等特点。
(二)高校行政成本的类型

行政成本是个复杂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

的标准可以对行政成本做出不同的划分：根据行政成本

与行政管理制度关系，分为制度内成本与制度外成本；按

照行政成本与行政工作量的依存关系，分为可变成本与

不变成本；根据行政成本与行政效果关系，分为有效成本

与无效成本；按照行政成本与行政行为影响时间周期，分

为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根据行政成本与所消耗的成本

形态关系，分为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
(三)高校行政成本绩效含义

绩效是一个机构或者组织的相关活动或项目的投

入、产出和结果，是完成的某种任务或达到的某一目标。
高校行政成本绩效研究的是高校各行政机构所投入的行

政成本与该行政成本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关系，具体包括

成本—收益和成本—效益两方面。通过对高校行政成本

进行货币化转换，用单位结果或绩效的成本表达高校行

政活动的效率。

二、高校行政成本与绩效现状

(一)行政人员和机构现状

1.行政人员比例偏高。2007-2016 年黑龙江省高校教

职 工 总 数 由 7.23 万 人 增 加 到 7.49 万 人 ，年 增 长 率

10.4%；高校专任教师数由 3.98 万人增加到 4.68 万人，

年增长率 11.8%；高校行政人员数由 1.04 万人增加到

1.14 万人，年增长率 11%；高校行政人员所占比重由 14%

增长到 15.22%，增长了 1.22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高校行

政人员所占比例较大，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2.机构设置冗余。与国外高等院校机构设置的规模

相比，国内高等院校的机构设置明显偏多。黑龙江省各高

校学院设置数目较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和院系数量偏

高。黑龙江省省内高校行政管理机构数量达到 20 个左

右，院系数量达到 25 个左右。
(二)行政成本规模现状

黑龙江省高校行政机构设置以及行政人员占比较高

导致高校公用支出以及人员支出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2011 年，黑龙江省省属高校教育人员支出 314425 万元，

项目及公用支出 318104 万元；2012 年，黑龙江省省属高

校教育人员支出 321999 万元，项目及公用支出 556396

万元。与上年相比，人员支出上涨 2%，项目及公用支出上

涨 75%；2016 年，黑龙江省省属高校教育人员支出 560470

万元，项目及公用支出 307640 万元，人员支出较 2011 年

上涨 78%，项目及公用支出下降 3%。
(三)行政成本绩效管理现状

行政成本绩效管理源于绩效评估的开展，或者说起

始于行政人员的人事制度。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

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黑龙江

省发布的《黑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等法律法规的发布，为省内高校组织行政

成本与绩效提供了依据和支持。黑龙江省各省属高校积

极探索行政成本绩效管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行政成本

绩效管理模式，同时也存在行政成本绩效管理效率低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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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高成本—低绩效的成因分析

(一)内在动力不足与制度约束乏力并存

高校行政预算和决策机制存在缺陷。现行行政支出

结构不符合高校行政职能的现实要求，造成高校行政人

员的膨胀和行政成本的提高。预算编制不够细化，相关预

算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支出项目，预算缺乏权威性；预算编

制不够完整，制度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行政资金

不能够充分利用。行政决策模式和程序不合理，高等院校

行政成本非营利性的特点，导致高校缺乏控制行政成本

的内在动力。
(二)行政规模庞大，机构臃肿

高校行政规模主要指高校机构、人员和行政经费规

模。高校机构规模是指，为实现高校行政事务管理而设置

的各级各类行政机构的数量及结构；人员规模是指高校

行政机构内工作人员的总数；行政经费规模是指高校实

现行政职能所占有和耗费的经费数量，直接反映高校行

政成本与绩效的高低。黑龙江省高校行政人员数量较多，

行政机构设置数量较多且结构不合理，导致行政活动效

率降低，影响高校行政成本绩效。
(三)官本位理念严重

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在我国高校行政人员思想中根

深蒂固，具体表现为高校行政人员缺乏公仆意识。相关法

律制度缺乏硬性约束，造成行政活动交易成本增大，导致

高校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行政政策缺乏长期稳定

性，仅仅通过政策制定来实现高校的行政管理缺乏持久

性，导致高校行政行为短期化，增加了高校长期行政成本

负担。

四、控制高校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成本绩效的路

径选择

(一)适度成本及行政成本的可控性

1.依据行政成本的有效性，对无效的行政成本进行

降低或消除。无效的行政成本无法转移到教育服务的产

品提供上去，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形成高校的负行政绩

效。对行政成本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法进行划分，发现无

效成本并消除，将无效成本转化为有效成本用于高绩效

活动，达到控制成本、提高绩效的目标。
2.依据供求规律控制高校行政成本。当产品供给需

求达到基本均衡，此时的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都达到均衡，

公共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成本适度，绩效最高。高校

通过对行政需求情况的研究，测算行政需求的均衡数量，

是行政供给量与需求量基本达到均衡，达到控制行政成

本，提高绩效的目标。
3.精简机构和人员，抑制高校行政成本扩张。高校行

政成本规模的大小取决于高校行政职能范围的大小，合

理界定职能范围，精简机构和人员，实现低成本推动下的

高绩效目标。按照弹性原则，科学设置高校行政机构并调

整权力在不同部门间的分配，加强行政组织立法，促进行

政机构运转制度化及机构编制法定化，按照职能和工作

程序进行职位分类。
(二)强化行政成本意识，创新行政成本管理方法

1.改变传统“官本位”的行政文化。提高高校行政人

员的服务和成本意识。充分认识到“官本位”的危害以及

资源浪费带来的副作用，对传统高校行政人员管理制度

进行改革，强化行政人员的行政成本和绩效观念，创新高

校行政管理模式，提高综合应用行政手段的能力，为提高

行政绩效奠定管理基础。
2.积极推行现代行政管理方法，提高高校行政管理

水平。提高高校行政绩效、避免高校决策失误和优化高校

教育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法。对于

无形的高校教育服务的提供可进行成本—效益比较，有

利于选择出最具有绩效或最有效的行政成本支出方案和

高校行政行为方式。
3.实施目标成本法，反向控制高校行政成本。目标行

政成本依据行政成本绩效目标倒推确定，高校行政成本

与产出作比得到行政成本率，确定后用目标管理法实施，

按照目标行政成本率为成本界限提供服务，将高校行政

成本降低到适度的范围，达到反向控制行政成本的目标。
(三)加强制度建设，控制行政成本

1.完善监督约束制度。完善责任制度，建立健全行政

责任制，完善岗位责任制和行政问责制，加大问责力度，

建设责任型行政管理；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和意见反馈机

制，构建包括内部行政监督和外部行政监督在内的多层

次和多渠道的监督结构，有效控制和降低高校行政成本。
2.完善高校行政预算管理体制。高校的行政费用中

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的使用缺乏制度化硬约束。改革高

校预算编制，将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高校行

政预算之内，有效遏制制度外行政成本；加强对于预算编

制合理性的监督，做到预算编制完整、细致、公开、透明。
3.保证行政决策机制民主化。促进行政决策系统、决

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的科学化，深入研究决策对象，克服传

统决策体制的缺陷；建立民主参与机制和沟通交流机制，

促进高校行政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提高高校决

策的效率；节约高校行政管理资源，提高高校行政绩效管

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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