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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组织是全面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建设研究生教育

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社会组织,在探索研究生教育规律、加快推进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参政议政、开展第三方评价、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等方面,为加快

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面对经济社会和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国社会组织在满足社会发展更高要求、发挥智库角色、提升服务会员能力、扩大国际

影响力等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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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于全面深化综合改

革,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等社会组织不负历史使命,积极主动作

为,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全面分析、
科学研判社会组织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地位

和作用,客观剖析其面临的挑战,对于推动我国社会

组织的发展,实现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目标,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社会组

织,以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总目标,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以加强研究

生教育研究、主动发挥参政议政职能、开展第三方评

价、创新研究生教育治理手段、完善自身制度建设、

形成完整组织体系等为途径,积极促进我国研究生

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在更好地服从、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需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加强研究生教育研究,探索研究生教育

规律

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已经成为

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截至２０１６年,全国在校研究

生总人数近２６０万人.同时,研究生教育研究仍然

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研
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有哪些、研究生教育在国家社

会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现代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

构建等诸多问题亟待研究.[１]为此,中国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学会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持续开拓创新,为推

动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探索研究生教育规律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一是以理论研究为切入点,推动了研究生教育

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

教育学学科体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成熟的重要标志



之一,也是我国走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２]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启动的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丛书»,已
经从体制机制、体系结构、质量保障、学风建设、培养

模式等五个维度构建起理论的初步框架,旨在为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的建立与探索积累理论研究的成

果,为今后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３]２０１２年度学会

组织编写、分年度出版的«中国研究生教育研究进展

报告»,以“汇聚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展示研究生教

育研究现状、启示研究生教育研究方向、促进研究生

教育科学发展”为定位,为推动研究生教育学的建立

做出了积极贡献.２０１５年学会专门组织专家学者

从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研究生教育育人规律、研究

生教育学及其学科体系建构等方面,以研究课题的

形式,对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深入研究.目前,相关研究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为
研究生教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

此同时,研究生教育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也推动了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落地生根.２０１６年北京理工

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自主设立了研究生教育学二级

学科,并开展研究生教育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和硕士

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
二是以课题研究为抓手,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

规律,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理论和

实践.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围绕我

国研究生教育中的重点、难点、热点和基础性问题,
定期组织专家学者,以课题研究的方式,持续加强研

究生教育研究,不断探索我国研究生教育规律,为丰

富我国研究教育理论,推动研究生教育实践改革发

挥了关键性作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两届学会研究

课题中共有８７２项获得研究资助,有力地助推了我

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理论水平的提高.
(二)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为教育决策提供智

力支持

社会组织作为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主体之一,充
分发挥自身参政议政的职能,为各级政府的教育决

策提供智力支持,是其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基本

途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作为我国研究生

教育领域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以把自己建设成我国

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智囊机构为目标定位,以直接参

与、专题调研、课题研究等为手段,积极主动作为,为
我国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直接参与国家教育政策制定行动,成为政

府决策的得力助手.如,２００９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要求,组织会员

单位参加了新学科目录的修订研究和执行方案制定

工作,提出了我国学科目录修改的建议和管理原则,
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和修改学科目录提供了直

接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科目录的修改和完善.
二是接受国家委托开展重大专项调研活动,为

政府的决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近年来,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先后多次接受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等

部门的委托,围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大发展战略

开展专题调研,调研报告为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的

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２０１０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委托,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

的“新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专
项调研,其调研报告在第２８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议

审议通过.该报告分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大战

略问题、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国际发展趋

势,提出了未来５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战略和

具体对策等,相关内容成为政府制定研究生教育决

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是直接来源.
三是围绕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自

主开展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和教育行政部

门的决策行为.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自主开展的课题研究中,部分选题就直接来源于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中心等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的委托.中国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研究课题,以服务全国研究生

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服务政府部门研究生教育重

大决策、服务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为宗旨,围绕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需要开展研

究,部分研究成果在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政策和教育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第三方质量评价,推动研究生教育质

量提高

当今,由社会组织独立开展研究生教育质量评

价,是各国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趋

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作为我国独立的、
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机构,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方面发挥了示范、引导、监
督和激励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的完善,并为各国社会组织开展研究生

质量评价提供了宝贵经验.２０１１年,中国学位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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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学会设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评选项目,每年组织专家学者评选若干篇.
截止２０１６年,全国共有１４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１７
篇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这一举措是

我国社会组织独立开展第三方评估活动,监督和评

价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直接表现.它有力地激发

了研究生教育研究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

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提升,
促进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

２０１４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设立了“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这

一奖项的设立,有助于激励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教育

改革创新,推广宣传研究生教学成果,发现和激励研

究生教育人才,形成专业化的研究生教育研究队伍.
目前,该奖项已评选两届,共评选出特等奖１项,一
等奖１９项,二等奖６２项.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的评

选,是在我国提倡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大背景下

实施的一项重要评价活动,它是我国社会组织主动

承接政府转变职能,落实国家取消和下放教育行政

审批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研究

生教育质量评价的具体体现.这一活动的开展改变

了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以往依赖行政评估

的局面,有利于逐步形成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的

机制.[４]

(四)创新研究生教育治理手段,实现多元主体

共同参与

治理理论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指导公共管理实践

的重要理论,其基本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即
共治.它强调包括非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在内的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管理、合作管理.治理不是

作为单一主体的政府统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

与的民主化管理.[５]在我国,社会组织作为研究生教

育治理的重要力量,更多的是以一种自下而上方式

变革的方式参与到研究生教育治理活动当中.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学术性社会组织,以其独

立性、非政府和学术性等特点,通过举办学术研讨活

动、开展课题研究、提供咨询服务、实施调研等方式,
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现出对研究生教育治

理的创新.同时,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还通

过评选学术突出贡献奖、学会建设突出贡献奖等,激
励着我国广大学者主动参加学会活动,为推动我国

研究生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依靠自身能力,积

极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实现了多元

主体之间的持续良性互动,构建了良好的伙伴关系,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目标的实现.另

一方面,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成为组织

成员或某一类社会主体表达利益、追求利益的工

具.[６]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学会会员部,以
参与、切磋、共享和共进为宗旨,积极吸纳从事和支

持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专家、导师、管理人员或研究生

加入会员部,并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自身及其群体的

利益诉求,共同参与研究生教育活动的良好平台.
(五)加强自身制度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

理能力

制度建设是社会组织建设的核心.现代社会组

织体制的建立,关键就是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健

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使社会组织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成为独立

的法人主体.[７]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十分重视加强自身规章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治

理体制机制,有效地提升了自身参与研究生教育治

理的水平和能力.
一是及时修订和完善自身章程,为学会依法参

与研究生教育治理提供保障.自２００９年以来,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与时俱进,先后４次对学会

章程进行了及时修订和完善,保障了学会的持续健

康发展,提升了自身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能力.
特别是２０１６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及时修

订章程,把监事会的有关职能写进了学会章程,并在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成立了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作为中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监督机构,把其职能写

进学会章程当中,能够进一步维护广大会员和学会

自身的合法权益,形成决策、监督、执行机构之间的

制衡机制,为学会有效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提供了

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提升学会参与

研究生教育治理水平.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学会通过完善理事会、会长会议、秘书长联席会

等会议机制,有力地提高了自身的组织运行能力,提
升了学会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水平.如,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会议通过定期审议学会年

度工作计划、学会研究课题指南、学会财务管理情况

等,为促进学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组织

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秘书

长联席会通过与各分支机构之间建立常态化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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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协商机制,以及对各分支机构各项工作的指导与

宏观管理,极大地提升了学会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

的能力.
(六)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提高参与研究生教

育治理水平

完整的组织体系是确保社会组织得以健康发展

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不断加强自身组织体系建设,构建了适应我国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发展需要的完整组织体系,为促进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树立了榜样,为加快推动我国

研究教育治理现代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学会先后在

２０１２年成立个人会员部,２０１４年成立国际合作与交

流工作部,２０１５年成立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委

员会.其中,个人会员部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部

作为学会的两个直属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学会的组

织结构,扩大了服务的对象和范围,拓展了参与研究

生教育治理的功能.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委员

会的成立是当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
加强省级教育统筹力度,强化地方研究生教育管理

部门作用的创新举措,具有重要意义.[８]

二、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

教育治理的动因分析

当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社会组织

在加快推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助推我国建设研

究生教育强国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究其缘由,
既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源于社会

组织自身的优秀品质.
(一)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是激发社会组

织参与的基础

我国研究生教育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在规模和

结构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在

校研究生总数达到２５８．５６万人.其中,在学研究生

１９８．１１万人,在职攻读研究生５８．１８万人,研究生课

程班２．２７万人.在学研究生中,博士研究生３４．２０
万人,硕士研究生１６３．９０万人.按学位类型区分,
在学研究生中有学术学位研究生１２４．４８万人,其
中,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３３．３１万人,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９１．１７万人;专业学位研究生７３．６３万人,其
中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０．９０万人,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７２．７４万人.２０１６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

到６６．７１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７．７３万人,硕士研

究生５８．９８万人.毕业研究生５６．３９万人,其中,博
士毕业生５．５０万人,硕士毕业生５０．８９万人.我国

研究生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复杂化等,使得单

一的政府管理已无法满足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

实需求,需要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

与治理.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研究生教育

的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集中表现为,
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深度和广

度不足,已成为制约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因

素.而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的不足,又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深度和广

度.因此,缓和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矛盾,提升

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

与.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非政府

性、公正性、独立性等特性,积极鼓励社会组织主动

参与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活动,才能真正提高我国

研究生教育质量,才能构建现代化的研究生教育治

理体系,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二)政府积极转变职能是助推社会组织参与的

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实行的是单一行政管理体

制.在这一管理体制下,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拥
有强大的权力,为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政府单一管理体制的单

向性、强制性、刚性等弊端也日益暴露,并成为制约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阻障.其突出表现为,政府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经常

发生,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生教育管

理的力度不够等.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

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本届政府逐步加

大了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力度,积极鼓励和吸纳社

会组织参与各项教育治理活动,有力地激发了社会

组织的活力,调动了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２０１６年«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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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厘清政府、学
校、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机

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９]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学会等社会组织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得以快速发

展,并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过程中日益发挥着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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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身优秀品质是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的保障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和发展的

根本动因.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对于推动我国研

究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究其根

源在于自身拥有的优秀品质.一是社会组织具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作为

专业性社会组织,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其成员既包

括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会员,
也包括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生管

理人员和在校研究生等个人.二是社会组织服务国

家、服务会员的精神,使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

力.近年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通过为全

体会员提供各种信息,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打
造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机制,实施资源共享,为广大会

员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宽阔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广大会员之间通过广泛的交流、切磋、参与、合作与

共享,使大家获得了存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社会

组织通过学术研讨、出版刊物、召开座谈会、参政议

政、利益表达、民主监督、护法维权等活动,形成了政

府和社会的通达渠道和公众舆论.[１０]截至２０１６年

底,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共有单位会员６４０
个,个人会员８２３人.学会个人会员部自２０１３年正

式启动工作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发展,普通会员数量

和高级会员数量分别增长了３．５２倍和２．７６倍.
(四)制度创新环境是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极
大地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围绕激发社会组织发

展的顶层制度设计日趋完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

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
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２０１３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 能 转 变 方 案»(国 办 发

[２０１３]２２号)公布的５年７２项任务清单中,关于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就达１０项.在具体制度设计方

面,仅２０１３年就有国家２０多个部委参与制定和设

计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社会

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等１０多个文件.这一

系列制度的出台,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

治理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进一步规范社会组

织的行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

道路指明了方向.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意见的出台,为
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

度,基本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

律、充 满 活 力 的 社 会 组 织 发 展 格 局 提 供 了 制 度

保障.[１１]

三、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育

治理过程中发展面临的挑战

作为教育系统最顶层的研究生教育,在教育理

念、发展方式、类型结构、培养模式、培养机制、资助

政策等方面都随着社会发展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

化.特别是随着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研究生教育必将遇到许多深层次的阻力,这给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更带来了诸多

挑战.
(一)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要求日益

提高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战略转型期.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 GDP达到７４．４万亿,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２３８２１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

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有

了更加明确的方向.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社会

改革,就是既要通过简政放权和社会参与来突破社

会建设中的政府单一主体和垄断机制,也要通过多

元的社会组织发展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社

会选择,从而降低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成本,
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效率.[１２]自党的十八大

提出“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

代社会组织体制”以来,国家日益突出强调社会组织

在社会各项事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八届三中全

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应该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参与协商民主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这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更
是挑战.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化综合改革

的关键期和深水区,破解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既要求政府积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更要求社会组

织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服务社会的功

效.社会组织加入社会管理和服务,可以减轻政府

的压力,缓解政府的矛盾,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

动,改善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破解政府职能转变的

难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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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的智库作用要求越来

越高

社会组织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

支持,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使命.因此,高度重视社会

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智库角色,已成为发达国家的

普遍共识.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全世界共有各

类智库达６８４６家.其中,美国拥有１８３５家,占全世

界智库数量的２６．８０％.美国如此庞大的智库,构建

了与其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完备的咨询和服务

体系.特别是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国家的每次

重大教育战略决策都与智库有着密切关系.在日

本,无论在野党和执政党均设有教育咨询委员会,各
类教育都设有专门的审议委员会,为教育改革和发

展提供咨询,在教育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发挥着智囊

团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库的质量和水平已

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１４]

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组

织的教育智库角色不明显,未能在我国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中凸显作用.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对国

家战略需求和研究生教育中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研究

不足,难以有效满足国家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为国

家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咨询论证的作用并未

凸显;在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不强,
缺乏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为政府提供研

究生教育决策服务的能力还需要整体提升,离智库

的实际作用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等.因此,充分彰显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努力打造一定数量的研究生教

育领域的国家级智库,使之为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

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是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社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这一进程中,
社会组织恰恰是一个汇聚政府、高校等各相关利益

方的组织,而且具备人才集中、思想活跃、信息资源

丰富、联系渠道广泛等特点,起着不可替代的提炼升

华各种智慧、思想、观点的作用.[１５]

(三)社会发展对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的要求越来

越高

服务会员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宗旨,也是社会组

织的核心任务.克莱姆从社会组织的特质、目标和

实际功效中,总结了社会组织的四种角色,即开拓与

创新者、改 革 与 倡 导 者、价 值 维 护 者、服 务 提 供

者.[１６]但是,社会组织成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

社会组织既要为全体会员搭建良好的服务平台,更

要为会员提供多样化、个性的服务,以满足不同类

型、不同群体的需求.如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其会员构成不仅有个人会员,还包括诸多单位会

员.个人会员中既有长期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的资

深专家学者,也有青年骨干人才,还有对研究生教育

具有浓厚兴趣的在校研究生.单位会员中,既包括

获得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的研究生培养单

位,也有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他

们加入学会的出发点各有不同,对学会提供的服务

需求也不尽相同.同时,在服务好广大会员的过程

中,如何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也是我国社会组织

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社会组织

承担公共服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向社会提供众多服

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

必有效的社会事务,还可以通过其竞争压力,间接提

高其他社区公共服务主体的服务水平.[１７]

(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求社会组织提高

国际影响力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

际影响力、国际吸引力显著提高.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我国共有７４５个学科进入 ESI前１％,６３个学科跻

身前１‰.２０１６年,来华攻读硕博研究生的总人数

达到６．４万人,是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６倍.而与之相对的

是,我国社会组织在宣传和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国际影响力,推动和促进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与此同时,目前国外

社会组织则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吸纳其他国家成员的

加入,开展国际化的合作与交流,并参与这些国家的

公共事务治理,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如美国的研究生院委员会,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其会员

包括４６５个美国高校,１８个加拿大高校,以及２５个

除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之外的高校.英国研究生

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由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
国澳门、牙买加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１５０所高校组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内,如何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提高我国

研究生教育在世界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引领世界社会组织的发展潮流,是我国社会组

织发展中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为此,我国社会组

织应积极主动作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

展战略.一方面要主动吸纳国外研究生培养单位和

社会组织的加入,以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另一方面,应通过参加学术活动,与国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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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研究生培养单位等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
进行项目合作等,参与这些国家的研究生教育活动.

社会组织作为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主体之一,其
参与研究生教育治理集中体现了治理的科学化或理

性化.随着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加快

推进,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

组织的作用必将更加凸显.社会组织参与研究生教

育治理,必将极大地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科

学化和理性化水平,有利于构建现代化的研究生教

育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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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andChallengesofSocialOrganizationsin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
———BasedontheCaseStudyofChineseSocietyof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

WANGZhanjun１,QIAOGang１,２

(１．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BIT,Beijing１０００８１,

２．CollegeofEducationScience,YananUniversity,Yanan,Shaanxi７１６０００)

Abstract:Socialorganizationsareanimportantforceforthemodernizationofthegovernancesystemandgovernanceabilityfor

postgraduateeducationin China．Inthebuildingofa moderneducationsystem featuringrevitalizingthecountry with

postgraduateeducation,theChineseSocietyof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andothersocialorganizationsplayan
importantroleinthepromotionofthemodernizationofChina＇s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systemandgovernance
ability,especiallyintheexplorationofthelaw ofpostgraduateeducation,accelerationofthecomprehensivereform of

postgraduateeducation,participationintheadministrationanddiscussionofstateaffairs,thirdＧpartyevaluation,system
construction,andintheestablishmentofanintegralorganizationalsystem．Meanwhile,thesocialorganizationsinChinaare
facingmanynewchallengestomeethigherdemandsforsocialdevelopment,playtheroleofthinktank,improvetheabilityto
servemembersandtoenhanceimageinternationallyunderthenewsituationandforthenewtasksinthedevelopmentof
economicsocietyand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postgraduateeducation;governance;socialorganization;ChineseSocietyofAcademicDegreesandGraduate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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