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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合作定位与区域教育
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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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前院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院校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高服务能力和

水平，开展多方位、多层面的校地合作，是我国院校发展和提升区域教育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在当前的校地合作实
践中，重心是以校地合作促进高校合理正确定位，面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而寻找新的院校发展空间，并在此基
础上谋求校地合作互惠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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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院
校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和重新定位时
期。但是，当前高校存在定位不清晰、发展思路及办
学特色不清晰、发展滞后、职能不明确、服务对象不
具体等问题，制约高校发展，也导致了高校优质教育
资源的浪费。我国大学战略地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大学类型上的同质性和学科上的同构性 ，目标选择
［1］
缺乏理性，发展思路缺乏继承性和连续性。 要在
激烈的院校竞争中站稳脚步，高等院校就必须实施
校地合作理念下的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战略 ，探索
适合自身发展空间的发展道路，提高院校经营水平，
实现院校可持续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
展的紧密结合。
一、服务型教育理念下校地合作的必要与可能
在高等教育竞争加剧、
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
今天，
树立服务型教育理念，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校
，
地合作 是本科院校职能和提升区域教育竞争力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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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选择，
也是本科院校内涵发展的应有之义。服务地
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
社会团体的合作，以服务求
方，
支持，
以贡献求发展，是院校应该牢固树立的办学理
高校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其社
念。当前，
会职能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社会对其的重视和支撑程
度，
而高校也只有密切与地方的合作，才能寻找到自
己新的发展空间，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增强办学特
色。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已
被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校地合作，指的是院校与院校地理位置所处区
域或其他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政府、企业等部门的合
作。校地合作是举办高等教育的战略选择与必由之
路，是院校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 校地合作是院校
办学理念，目的是为了处理好院校发展与市场和地
方的关系，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校
地合作是指导院校发展的办学理念，是指导办学定
位、人才培养方向、院校经营、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
有利于院校与地方政府的“双赢式 ”发展，有利于整
合彼此的优势资源，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地方经济
发展的齐头并进，以更高的水平完成区域高等教育
布局和结构调整，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校地合作是
部属院校、新建本科院校、高职学院等各类型层次的
院校都应 该 确 立 的 办 学 思 路。 从 国 内 情 况 来 看，
“中大 － 珠海 ”模式是校地合作的一个成功典 范。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由中山大学和珠海市合作 ，成功
运作而成，发挥了名牌大学和经济特区的两个品牌
效应。这一模式为中山大学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创造
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建立将
对珠海市的文化、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起
巨大的带动作用。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2003 年，英

国颁发了《高等教育的未来 》白皮书，为英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描绘了蓝图，提出了“强化大学在支持地
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等观点。 英国的贝尔法斯特
女王大学，在战略定位上突出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强化人才培养和社区服务，通过科技成果有效
转化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决策咨询，在区域社会
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办学
［2］
特色。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一些地方性高校
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相互作用战略 ，即改变传
统大学‘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树立以社会为中心
的‘他方中心论’的新观念，与大学所在社区的企业
界、公众及政界的领导建立一种积极的 、双向作用的
伙伴关系，为实现社区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的共同
［3］
目标而努力。”
二、服务型教育理念下的校、地角色定位
准确定位是院校正确选择发展空间和方向 ，确
定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办学水
平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前，高校与地方关系越来越
密切，合作交流更为频繁，高校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
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而有必要充分发挥两者优势，
实现校地优势互补。
1． 高校角色及其作用
区域内高校的自身定位及其发展是正确理顺校
地关系的关键。高校的自身定位及其正确发展战略
的指导是院校发展的内部条件，是院校发展的根本
原因。在校地合作理念下，院校应该提升自身发展
实力，提高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 带动地方经济
的支柱产业发展，培育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院
校发展与地方发展的良性互动； 加强在学生实习及
就业工作方面与地方合作； 推动地方经济和教育科
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加强校地间的交流与科技合作，
为地方政府提供社会、科技咨询； 帮助地方政府合理
定位，为地方政府培训高层次人才； 引领和活跃地方
社会风气，提升个人品性修养，提高老百姓生活质
量，建设和谐校区。
院校发展需要院校及地方的相互影响，需要高
校利用好地区资源优势、地方政府政策优惠。 校地
合作发挥了地方高层次、高水平大学对地方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成人学校发展的支持和带动
作用，有利于拓展高等教育渠道，扩大招生规模，提
高地方高等教育普及程度。高校应该完成对其所服
务区域的合理定位。 服务区域定位的明确，有利于
确定院校的教育市场，便于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源状况和社会需求，从而制定
相应的校地发展战略。 因此，高校要充分利用好地
方社会经济资源、科研资源，根据地方实际设立实验
室、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从科研课题申报、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等方面为高校发展寻找竞争优势 。 离
开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资源，高校科研将如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2． 地方政府、企业、个人角色及其作用
地方政府对区域范围内院校发展的保障 、监督、
宏观调控作用，是院校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必要条件 。
“社会‘以教育评价方式’参与高等教育监督与管理
过程中，既包括对政府关于宏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规划等重大决策的参与与监督，又包括对高校办学
的参与与管理，如各高校的科学定位、办学理念、办
［4］
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与质量、结构与特色等。”
在校地合作背景下，地方政府将区域范围内的
高校发展作为地方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内容 ，
将本区域内高等院校的发展纳入地方高等教育发展
的统一规划中，完成对本区域范围内的高校定位与
发展工作，对院校发展给予足够的政策、经费支持和
利益分配，加大对区域内高校的支持力度，为区域内
高校的战略发展服务。地方政府在制订地方经济发
展规划时应重视调整地方高校的结构和布局 ，防止
专业、学科的重复设置和人才资源浪费等现象 ，有助
于提升区域教育竞争力。
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区域内外高校的人才 、技术、
信息等优势，有助于校地之间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
开展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地方政府要在大学
科技园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性作用 ，
乐意并且利用好区域内院校的科技及人才优势 。依
［5］
托高校研发力量孵化高新科技企业。” 地方政府
将区域内高校国家科技园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科技产
业园建设中，以便共同打造新型高校产业园区 ，致力
于发展适合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类型的孵化器和创业
服务机构，推动地方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地方要积
极奖励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高校研究人
员。在校地合作背景下，地方政府领导及校友、社会
人士可为学校的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对学校的各项
事业给予支持。
在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紧张、出现低
层次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困境下，地方政府在推进
高校就业工作开展方面具有优势，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创造就业机会，规范人才市场和就业需求，合理引
导毕业生的就业价值取向。
三、服务型教育理念下的校地合作与区域教育
竞争力提升策略
高等院校应该加强与地方的紧密合作，更好地
利用院校技术人才优势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为地方实现更快速地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智力和
技术支持，实现校地共赢、大学与地方的利益共享的
目标。“建立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可以为实现校
地（ 企） 合作，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相结合开辟广阔的
［6］
空间。” 校地合作基础上的院校定位及其发展是
区域教育竞争力提升和校地互动“双赢 ”发展的重
大举措。
1． 加强院校各部门的协作，整合院校科研力量
和资源，积极主动承担地方重大科研课题和科技开
发与转化项目
高等院校应该提高承担地方重大科技开发项目的
能力，
充分发挥知识、
技术创新优势。高校学者既要做
科研工作者，又要做科研先导者。针对地方经济振兴
和发展，
高等院校通过组织相关学科带头人，
举办专门
研讨会，
积极参与地方科学研究和科研决策，
以便为地
方经济发展贡献智慧。高等院校密切与区域范围内的
其他高校、
中央及地方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共
互聘研究人员、
共享资源等多种方式将使
建研究机构、
相关学科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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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立的校地共建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企业
高等院校积极鼓励高校教师积极参选人大代
援建机制和自我造血机制，既能够使院校的人才培
表、政协委员，并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高
养得到区域内企业、行业全方位、全过程的参与，得
等院校应该直接支持高校学者进入地方政府专家咨
到在资金、设备、场地及技术方面有力的支持，也使
询委员会，进入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领域担任兼
，
院校教师始终站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前沿 有
职、咨询专家、学术顾问，或以挂职锻炼等形式来直
，
利于提高院校的对外服务能力 加快院校的科技成
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壮大院校对地方经济发展
。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
的人才队伍支撑作用。高校研究群体广泛参与地方
2． 大力发展校办科技产业，积极促进院校科研
经济发展重大项目论证和决策及规划，承担地方政
成果、新产品、新技术的转化，扩大为企业服务的范
府经济发展规划项目，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
围，提高技术服务的水平
规划的制订，为地方经济发展进行规划和决策咨询 ，
高等院校制订院校教学科研发展规划，加大科
为地方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建设发展奠定基础。
“高校教师直接参与社会，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
研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鼓励科研尤其是应用性研究
和技术开发的政策，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提
神文明的进步提供直接的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完
［9］
高院校的对外服务能力。高校也应该努力获取地方
全有可能的。”
科研经费支持，利用当地政府贴息贷款和银行贷款
5． 开展继续教育、研究生课程班等办学形式，培
为院校发展规划服务。
养地方经济建设所需人才
高等学校以产学研一体化、创办高科技公司等
结合本校科研和本科教学的实际，适应时代和
形式与区域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校地合作 ，有利于充
社会的需求，深入研究和探索实施校企合作的具体
分发挥院校的科研、教学实力，推动产学研结合，有
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培
利于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利
养大量社会急需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
于开辟新的产业领域和技术增长点，充分发挥高等
质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 ，是高
学校在经济建设中的引导、示范、辐射作用。”也可
等院校发展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与区域内外院校
以直接让地方企业受益，密切地方企业与院校的合
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既是地方政府实施
［7］
作。
教育发展战略和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校
3． 鼓励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科研创新和社会实
地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高等院校也要积极开展各
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社会活动能力 ，增强学生
种形式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企业量身
的就业竞争能力，让学生受益于校地合作
打造人才，从企业需求角度来培养人才。
院校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管理模式，必须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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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challenge whic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ace，and carries on the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o the probl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It＇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competence to develop the multi － direction and the multi － level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locality． Now in the practice of institution － locality cooperation，the focus is to promote institutions
to seek reasonable position by doing institution － locality cooperation，to seek the new development space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o seek the double － win with lo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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