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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型大学内部学科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大学提升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益性基金

的引入会对大学内部学科资源配置的收益与成本产生影响。建立了一个引入公益性基金的大学与院系之

问学科资源配置的优化模型，试图找出大学和院系双方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均衡点；给出了4种常见的学

科资源分配模式，并探讨了其对学科资源优化配置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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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型大学的社会职能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

生产和应用为中心，组织目标是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

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办学方针是研究型大学要

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国家安全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口]。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实践表明，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促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研究型大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合理地配置自身

资源，主要围绕配置效率、最优化和可持续三大主题展

开[2]。资源优化配置是指为最大限度减少宏观浪费和

实现大学的福利最大化而对资源的各种投入要素进行

有机组合[3]。资源配置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合理规划和

布局，使得更多的组织或个人能在一定范围内合理、高

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充分挖掘各种资源的潜在价值，实

现福利的最大化¨]。

吴立保b3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主体由单一主体

转变为多元主体，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制衡，最

终会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并存的混合式高等教育

资源配置方式，需采取公平配置与竞争机制的优化策

略，实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和谐。许士荣¨J

认为，面对有限的教育资源。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

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考虑的均是公平，并提出了优化配

置教育资源与实现教育公平的建议。王华和魏凤"o指

出了农村教育不公平的事实，认为农村教育需要建立

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各级政府财政，以及借助社

会力量办学等路径来实现教育公平。张淑林、万明、裴

旭【81从研究国际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先进经验出

发，提出了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策略。康

小明[91根据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约束问

题，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选择的优化政策。

上述研究均没有考虑公益性基金的引入对大学内

部学科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收益与成本产生影响的情

况。事实上，研究型大学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

事业发展计划和教学、科研、生产等任务前提下，通过

建立高校基金来增加收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大学

人才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应

当受到院校的重视。本文建立了一个引入公益性基金

的大学与院系之间学科资源配置的优化模型，力求找

出大学和院系双方在公益性基金影响下的学科资源配

置均衡点。

I模型优化

1．1基本假设

本文模型的基本假设：①模型中仅有一所大学和

一个院(或系)和一个基金组织，该基金组织隶属于该

大学或者社会团体；②模型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

础模型和奖励系统中的马太效应理论[I"；③假定大学

会考虑建设基础学科的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而院(或

系)很少考虑这种效用；④大学和院(或系)都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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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最大化自身的利益；⑤大学与院(或系)间的信

息完全，大学可以观察院(或系)的策略和行动，院(或

系)也可以观察大学的策略和行动。即“完全信息”而且

模型是静态的；⑥大学对院系的奖励机制暂时不引入

院系的效应函数中；⑦大学和院系的效用函数取柯布

一道格拉斯形式n¨；⑧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⑨反应函

数R，(J，)是斜率为负的连续函数。且大学的反应函数

R。(L)曲线比院系的反应函数R。(Ic)曲线更陡[I“。

1．2符号说明

C表示大学；L表示院(或系)；E表示新兴交叉学

科资源投资水平；F表示基金组织；j表示基础学科资

源投资水平；Ec表示大学投资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资源；

E。表示院(或系)投资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资源；E，表示

基金组织投资于新兴交叉学科的资源f。表示大学投资

于基础学科的资源；J。表示院(或系)投资于基础学科

的资源；k表示基金组织投资于基础学科的资源；Uc

一(J。+JL+JF)7(Ec+EL+E，)9为大学的效用函数，

其中y为大学认为的基础学科资源的外部效用性参

数，口为新兴交叉学科资源的外部效用性参数；U。=

(Ic+IL+JF)。(Ec+EL+EF)4为院(或系)的效用函

数，其中口为院(或系)认为的基础学科资源的外部效用

性参数，0<a，_18，y<l，0<口+J9≤1，0<’，+j9≤

l且口≤，，；fF=aIr+bl。，EF=aEc+bEL表示越是

大学和院系投入资源多的学科，基金组织对这些学科

投入的资源也会增多。其中a为大学对学科资源投入

与基金组织投入之间的弹性系数，b为院系对学科资源

的投入与基金组织的投入之间的弹性系数；R。(L)描

述了给定院(或系)的基础学科资源的投入量，大学应

该如何反应，即大学的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

R。(f。)描述了给定大学的基础学科资源的投入量，院

(或系)应该如何反应．即院(或系)的反应函数；B，表示

大学用于学科资源配置的总预算；B。表示院(或系)用

于学科资源配置的总预算。

1．3学科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型及分析

在研究型大学学科资源配置博弈中，大学和院(或

系)的收益函数分别为W，和Ⅳ。，在不考虑基金的情况

下，有：

Wr=(fc+fL)7(Ec+EL)9

WL=(jc+fL)。(Ec+EL)4

这里0<口，卢，y≤1，0<a+J9≤1，0<y+卢≤

1。因为大学会考虑建设基础学科的外部效用，而院

(或系)很少考虑这种效用。因此，a<y。大学的目标

是在满足预算约束的前提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

数，那么，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有P1：

P1：maxWc=(Ic+JL)7(Ec+EL)4
{‘，1【}

文t．Ec+Ic≤Bc，Ec≥0，fc≥0

院(或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有P2：

P2：maxWL=(jc+jL)4(Ec+EL)4

s．t．EL+“≤玩，EJ．≥0，f。≥0

假定预算约束条件的等式成立(即全部可投资源

全用于学科资源配置)，解上述最优化问题P，、P。的一

阶条件，得到：

』E一腿{南∞一玩卜L’0} ㈦

E—max{f与‘Bc+BL)一IC 0}
式(1)分别定义了两个反应函数式：

f E—Rf(IL)
r9、

1 E=R。(Ic)
”7

反应函数式(2)意味着学校的最优战略是院(或

系)的函数，反之亦然。院系在基础学科上的投资每增

加1个单位，大学的最优投资就减少1个单位；类似地，

大学在基础学科上的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院系的最

优投资就减少1个单位。两个反应函数的蓝线如图l

所示：CC7代表大学的反应曲线，LL7代表院系的反应曲

线。基于以上简单假设，R。(J。)和R。(k)的反应曲线

是向下的，斜率是相等的，而且R。(k)比R。(J。)在f。，

L轴上的截距大，这是因为a<7．

D

圈1博奔模型中的反应函数曲线

大学理想的基础学科最优投资规模总大于院系理

想的基础学科最优总规模，如式(3)所示。

E+L 2歹南‘B÷+BD>f晕分B÷+BL)一E+Ic
(3)

式(3)意味着，在均衡点，也就是被解释变量的最优

值在解释变量的上限或下限上获得，至少有一方的最优

解是角点解。这也符合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所有内

点解都不可能是最优解，最优解只能是角点解。

1．4引入基金的学科资源配置优化模型

考虑公益性基金的引入对大学内部学科资源配置

过程的影响．用效用函数U替代收益函数彬。由于大

学会考虑建设基础学科的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而院

(或系)很少考虑这种效用。因此，a≤y。大学的目标

是在满足预算约束的前提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

那么，大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有P。：

P3：maxUc=(Jc十jL+Ir)7(&+EL+EF)9
{‘·J，}

5．t．Ec+L≤既，Er≥0，jc≥0

院(或系)需要解决的问题有P。：

P{：maxUL=(1c+JL+IF)。(Ec+EL+E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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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ax(南[(1-I-a)Bc"F(1-k b)BL]一篇叫 ㈥]E=max{石1i摘[(1+n)Bc+(1+6)B。]一穹÷辛鲁Jc，。}
严2 Oc‘。。’

(5)
l J：2 01．(jc)

反应函数式(5)意味着学校的最优战略是院(或

系)的函数，反之亦然。院系在基础学科上的投资每增

加1个单位，大学的最优投资就减少等占上譬个单位；Ll十口，

类似地，大学在基础学科上的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院

系的最优投资就减少譬士告警个单位。
1．5优化模型求解

令式(4)中的K一(1+n)B。+(1+6)BL，那么

广2叫两‰K一黼叫 ㈤

卜=叫矸赢两K一搿枷}删E+L=丽7 K十坚案掣IL优+
f。=丽翻K+坠等秽jc

当n—b，”。≥“。时，我们画出反应函数式(6)

所定义的两条反应曲线，其中CC，代表大学的反应曲

线，LL7代表院系的反应曲线。

OA 5丽带南面K，OB 2万布2南面K

围2量优点嗣累群

首先假定巧干面‰K≤Bc，即大学可用于
资源配置的总预算大于大学理想的基础学科资源最优

资源配置规模。如图2所示，点C就是唯一的最优点。

由此得到命题1：如果石耳丽褊K≤Bc，此
时的最优解是：

E=打1锝b 1高焘‰K一“
(+)(一吖)(口+p(y+p“

ial},一(1∥--八a)口％十a矽ft((1y--十)矽')(Bc+BL)；(1一∥八口十印(y十矽
。‘““’

驴拦豪端c聃剐；E=群1镰1己麓‰K-“
(+口)(一∥)(口+口)(y十p一掣1熹cO'踹(Bc+BL)；(一 )(口+p(7+p一“’～一

E；一Bc—l；=旷筹磊粼(Bc+BL)
命题l描述的情况是：院系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

预算中蛊竺芝芳去{嗲专车茜比例的资源用于本院系
的基础学科，剩余的用于本院系的新兴交叉学科，大学将

全部学科资源配置预算中ia9r"二．(1∥--)y()口q+-’矽fl((1y--+a万)比例的
资源用于所有基础学科资源配置的需求，然后将剩余

资源投资于所有新兴交叉学科。

考虑石了而K≤Bc<石耳南K的情
况，即大学可用于资源配置的总预算小于大学理想的

基础学科资源的最优资源配置规模，大于院系理想的

基础学科资源的最优配置规模。

得到命题2：如果石了巧褊K≤Bc<
石j乏赢K，此时最优解是：

E=0，E：=BL；

I；=Bc，E；=0

命题2描述的情况是：院系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

预算用于本院系的新兴交叉学科，大学满足所有基础

学科资源配置的需求，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预算投入

基础学科。

再考虑Bc<石干面南K的情况，即大学可用
于资源配置的总预算甚至小于院系理想的新兴交叉学

科资源的最优资源配置规模。

得到命题3：如果Bc<石于i褊K，此时的
最优解是：

E 2百瓢旆K—Bc’
E=BL—E=(Bc+BL)一石■F方南K，

l；=Bc．E；=Bf—l；=0

命题3描述的情况是：大学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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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用于基础学科。院系弥补大学配置的不足直到院

系配置资源达到最优状态。然后将剩余资源投资于新

兴交叉学科。院系投资于基础学科的资源随着大学总

预算的减少而增加。例如，给定院系的预算资金B．，大

学的总预算每减少1单元，院系投资于基础学科的配
。置资源就增加七单元；给定大学和院系的总预算，

口1．a

大学总预算每减少1元，院系的总预算就增加1单元，

院系用于基础学科的配置资源的预算就增加l单元。

2学科资源配置优化模型的管理启示

根据优化模型分析，大学与院系之间存在4种典

型的资源分配模式组合。这4种分配模式组合是大学

和院系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根据资源分

配投入总预算资金约束与最优分配规模偏好作出的选

择。

第一种分配模式组合是“大学单方全投入．大学满

足效用最大化”。如果大学的学科资源配置总预算大

于院系理想的最优分配规模，即使大学将基础学科资

源配置最优总预算全部投入，然后大学满足新兴交叉

学科的需求，院系将会满足自身的偏好和需求来分配

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院系容易选择“搭便车”。在均

衡状态下，大学实现效用最大化，院系没有实现效用最

大化。

第二种分配模式组合是“大学和院系双方全投入，

大学和院系双方满足效用最大化”。如果大学的学科

资源配置总预算资金小于大学理想的最优配置总规

模，但大于院系理想的学科资源最优配置总规模，大学

会满足基础学科的资源配置，院系会将全部资源投资

于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在均衡状态下，大学和院系都

实现效用最大化。

第三种分配模式组合是“大学单方全投入，院系满

足效用最大化”。如果大学的学科资源配置总预算小

于院系理想的最优分配规模，即使大学将总预算全部

投入学科资源配置也不能满足院系的偏好，所以院系

将会自己填补资金缺1：3，满足院系自身的偏好和需求，

然后将其余资金投入其它学科。在均衡状态下，院系

实现效用最大化，大学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

第四种分配模式组合是“大学和院系双方按比例

投入，大学和院系双方都不满足效用最大化”。这是一

种特殊情况。当大学可用于资源配置的总预算大于大

学理想的基础学科资源的最优资源配置规模。大学对

学科资源的投入与基金组织投入之间的弹性系数等于

院系对学科资源的投入与基金组织投入之间的弹性系

数，并且大学认为的基础学科资源的外部效用性参数

乘以院系投资于基础学科的资源。等于院系认为的基

础学科资源的外部效用性参数乘以大学投资于基础学

科的资源时，院系按比例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预算中

的资源用于本院系的基础学科，剩余的用于本院系的

新兴交叉学科，大学按比例将全部学科资源配置预算

中的资源用于满足所有基础学科资源配置的需求，然

后将剩余资源投资于所有新兴交叉学科。

3学科资源优化配置措施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为推进研究型大学发展的

重大战略，培养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现代

人才是国家高度关注的大事。研究型大学应当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转观念、强基础、抓质量，重构实践教学体

系，提升高校育人水平。

3．1依托优势学科平台。构建研究型大学学科资源配

置体系

优势学科平台项目有“211工程”、“985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等，其主要任务是以国家和行业急

需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

战略和学科前沿，提升行业特色型大学全国顶尖的优

势学科的实力。因此，进一步加强大学教育的重大举

措，是推动教育创新的有力抓手。是加大对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高校支持力度的政策导向。通过实施这些项

目，将进一步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并促进学校建设迈上新台阶。“教师教育创新平台

项目计划”是“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推动部属师范大学加强和改革教师教育，用最

好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培养师范生，形成学科优势和多

学科综合优势所支撑的教师教育创新和教学平台，直

接服务于教师教育，把师范生免费教育单示范性举措

落到实处，为培养和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队伍作出

新的贡献。“985”、“211”大学的品牌效应会使大学的学

科配置效率明显提升。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学在世

界大学体系中的地位，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1)宣传建设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重要性。优势

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

前沿，能够在全国顶尖的优势学科重点建设一批优势

学科创新平台，能够大力提高建设学科的科技创新能

力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积极打造一

批世界一流学科群，尽快启动二期工程和未来t程规

划，加大对拥有“985平台”和“211平台”名牌大学的支

持力度，特别是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建，企业与学校联合

等方式。进一步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若干所名牌大

学的投入力度。

(2)在每个地区重点建设若干所示范型大学，对这

些名牌大学的学科设置、招生规模、招聘外籍教授和研

究生院等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同时加强评估和监督。

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支持的专项经费，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项目等专项建设资金，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

也必须规范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使用，必须纳入高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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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监管体系之内。

(3)鼓励重点建设的若干所品牌大学处理好基础

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关系。国家启动的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项目能加大学科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学科交叉，大力

提高学科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营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鼓励师生共同参

与重大创新型项目，提高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共同

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

(4)优化学科结构，提高学科综合实力。注重师资

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教学建设等与学科建设之间的统

筹关系。研究型大学要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

进教育模式创新，如“暑期学校”、“双学位”、“主辅修”

等，积极推进质量工程建设。在注重专业集成建设的

基础上，推进“整体推进战略”、“优势领域战略”、“特色

领域战略”、“重点突破战略”，利用优势学科平台继续

建设拔尖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统筹规划、一体多元模

式，探索拔尖学生培养途径。

(5)加强高水平科研队伍建设，促进科研项目成果

产出。研究型大学要参照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基本

学科格局，努力培养和招募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提高

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和项目成果的质量。依托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教师队伍总量和水平有较大提高，教师的

整体结构(职务、年龄、学历和学缘等结构)得到进一步

优化。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在引进“千

人计划”人选、培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杰出青年基金

人才、教育部创新团队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学校的宏观调控下。管理重心要逐步下移，切实

赋予院系办学自主权，明确院系的责、权、利，使院系的

综合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方面，

学校的院系所等二级单位也要确定优先发展的学科。

同时，推进岗位聘任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和考核评价

制度改革。学校应按照“积极培养，有效使用，松紧适

度，着眼长远”的原则，科学安排和调整教师的工作任

务和工作负担，增强教师的发展后劲，关注教师身心健

康，预防职业倦怠。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和服务，“给天

才留空间，给中才立规矩”，为高层次拔尖人才创造宽

松的学术环境，尤其是从事理科实验研究的拔尖人才，

给予他们充分的研究时间，鼓励他们在科学研究中自

由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出重大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3．2 依托社会资源。加强研究型大学学科资源的投入量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

是教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

就必须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统一的发展

战略。我们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质量与效益”、

“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口“。王善迈口钉提出我国教育投资

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教育投资短缺，政府教育拨款不

足，影响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刘文弟“朝认为我国普

通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教学条件

尤其是办学硬件条件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

(1)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

投入。2010年9月出台的《关于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率

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财政资金优先保

障教育投入，建立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做到“两个提高”

和“三个增长”。加大政府投入包括增加教育投入总

量，主要措施包括学校在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依法享

受优惠政策；对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民办

学校，拨付一定运行经费；落实学校教师各项合理待

遇；建立学校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等。

(2)进一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确保2012年

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

4％的目标，不断开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教育

投入要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

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严格落实教育经费增长要

求，确保用于教育的预算内基建投资明显增加。要把

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渠道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并确保资金按规定全部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3)进一步改善学科建设的硬件环境。从整体上

看。学科建设的场地、用房配置不足。部分学科在实验

设备配置上，由于受到资金投入的限制，缺乏与学科发

展相适应的硬件条件。因此，要争取更多的经费，重点

保障重点学科、新兴交叉学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学术团

队的保障经费和学科环境建设经费。加强学科资源配

置过程中的财务管理，采取风险防范措施，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加强规范管理，强化成本意识，推进有偿使用

制度，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4)进一步加强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完善学科建

设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优化教育投入结构，科学配

置和合理使用教育经费，处理好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

的关系。要突出工作重心，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全面

推进教育经费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教育经费

监管机制，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考核，不断提高教育

经费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一些院系在设置上要注意

区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差别，要让学科有系统有

组织，这样才能保障学科群的运行。同时，在学科评价

机制上，要对不同属性的学科的差异进行区分，这样才

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5)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校友资

源和国外资源。师范大学行业院校校友资源丰厚，校

友也多半在教育行业内工作，从业相对集中且不少杰

出校友已处于行业领袖和中坚地位。学校可以充分利

用校外合作企业、社会教学资源(包括优秀校友资源)，

有步骤地引进或聘请企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

人员、行业名师、能工巧匠担任专任教师。优化团队结

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获取互联网信息，通过校友录

平台获取更多的信息。

万方数据



第29卷第8期

2012年-4月

科技进步与对策
Science＆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01．29 N0．08

Apr．2012

企业培训投资在地区知识积累
能力形成中的门槛效应

杨 炎

(重庆工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400067)

摘要：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趋于“知识化”。因此，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知识积累能力的

不断提高。作为经济体的基本单位和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企业肩负着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区域知

识积累能力提升的历史使命，而培训投资正是企业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的重要手段。基于省际数据，

对企业培训投资与区域知识积累能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培训投资的提高能够

有力促进区域知识积累能力的形成，但二者关系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关键词：企业；人力资本；培训投资；知识积累；门槛效应

DOI：10．6049／kjjbyde．201 1030956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2)08一014l—04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悄然来临，技术进步使得大量新

材料、新产品和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信息化、网络化

使得生产边界不断延伸，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

。知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伴随生产方式的巨变，企业作为经济体的基本单

位和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承担着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和促进区域知识积累能力提升的历史使命。就业人员

4结语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引入公益性基金的大学与院系

之间学科资源配置优化模型，主要将公益性基金引入

大学与院系的资源配置博弈中，从而得出相应的管理

启示。从发展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继起的

动态过程。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考虑动态

优化，以此来不断完善学科资源配置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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