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民办教育的发展思路与政策研究 

 

一、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成就与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非正轨教育到正轨教育的探索与发展。民办教育数量的快速

发展以及办学体制、运行机制的不断改革，为我国世纪之交教

育的超常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民办教育快速发展，扩大了入学机会，增进了更广泛的

社会公平，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各级民办教育规模

得到迅速增长。到 2004 年民办学历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超过 1600

万人，比 1996 年增长 6.2 倍，即使不包括未经教育部门注册批

准的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所占比例也已经占全国各级学历教育

总规模的 7.0%。 

——民办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2004 年，民

办高校有 226 所，比 1996 年增长 14 倍，占全国普通高校校数

的 13.1%；2004 年民办普通高校与民营机制独立学院普通本专

科在校生人数达 139.6 万人，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的

10.5%。 

                                                        
 2004 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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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2004 年间，全国民办高校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为

81.0%。2000－2004 年间，我国民办高校以及其他民办高等教育

机构在校生以年均 30 万人速度增长，这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了广

大人民群众对高层次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为推进高等教育大

众化进程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民办高中的快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质、特色高

中教育的需求，为缓解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作出了贡

献。1996-2004 年间，全国民办高中（普通与职业），在校生数

年均增长率为 38.6%。到 2004 年，民办高中已达 4586 所，比

1996 年增长 1.6 倍，占全国高中校数的 21.5%；2004 年民办高

中在校生人数达 294.7 万人，比 1996 年增长 12.6 倍，占全国

高中在校生人数的 10.8%。 

2000-2004 年，民办高中在校生以将近年均 50 万多人的速

度快速发展，大幅增加了高中教育入学机会，满足了部分居民

子女的择校需求，为消解高中阶段教育资源瓶颈制约发挥了重

要作用。 

——民办小学、初中的较快发展提供了一部分优质、特色

的教育资源，满足了部分居民子女的择校需求。1996-2004 年间

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年均增长率为 27.7%。2004 年，全国民

办小学 6047 所，比 1996 年的增长 3.2 倍，占全国普通小学数

的 1.5%；民办小学在校生人数达到 328 万人，比 1996 年的增长

6倍，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 2.9%。 

1996-2004年间全国民办初中，在校生年均增长率为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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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全国民办初中 4243 所，比 1996 年增长 2.3 倍，占全

国初中校数的 6.7%；2004 年民办初中在校生人数 320 万人，比

1996 年增长 9倍，占全国初中生总数的 4.9%。公办教育仍然绝

对是义务教育的主体。 

——民办幼儿园的大发展为加速学前教育的普及作出重要

贡献。1996-2004 年间民办幼儿园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12.4%，在

园幼儿数年均增长率为 20.6%。到 2004 年，民办幼儿园已达 6.2

万所，比 1996 年的增长 1.5 倍，占全国幼儿园总量的 52.7%；

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达 584.1 万，比 1996 年增长 3.5 倍，占

全国在园幼儿总数的 28.0%。 

2000-2004 年，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以每年 90 万的速度

迅猛发展，为我国加快学前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办教育大发展扩大了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

客观上有助于政府集中更多资源用于公办教育，扶持弱势群体。

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帮助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学生的入学困难，

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由于机会扩大而带来的更广泛的公平，同时

也大大增加了来自社会多方面的资源投入。 

以年生均学费 3500 元初步估算，2003 年我国民办小学和初

中共吸纳办学经费 180 亿元左右（不包括设备投入和校舍建设

经费），相等于全国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的 10%左右；按民办高

中年生均学费 4500、民办高校年生均学费 8000 元估算，民办普

通高中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共吸纳来自社会各方面投入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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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亿元左右（不包括设备投入和校舍建设经费），约占全国高

中和高校事业性经费支出的 10%。 

社会资源的投入使政府能够将有限资金用于提高公立教育

质量，用于更多的人群，特别是弱势人群，从而增进了教育公

平。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工程”和“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等重大举措，有效缩小

地区和校际差距，增进了教育公平。 

2.发展民办教育是我国办学体制的重要创新 

——民办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学校所有权的多元化，引发了

不同办学体制的校际竞争，激发了整个教育系统改革和创新的

活力。民办教育投资主体多样，包括个人办学、企业办学，中

外合作办学等不同形式，打破了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丰富了

学校类型，激发了不同所有制学校之间的竞争。 

——民办教育从办学体制改革上扩大了教育选择权，包括

举办者办学的选择权和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在这一新的体制框

架下，学生及其家长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选择自己喜爱的学校；

另一方面，有意向投资办学的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也可按自

身实际，选择举办适宜类型的民办学校。 

3.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管理逐步由直接行政干

预转向依法管理，政府和学校的法治观念有了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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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的法制环境有了显著改善。1997 年我国出台

的第一部民办教育的专门法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标志着我

国民办教育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又颁布了《民

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河北、山西、

辽宁、黑龙江、四川、陕西等 9 个省还出台或即将出台相关的

地方性法规，为加快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形成了民办教育积极发展、规范管理的制度架构。中

央和各地政府按“积极发展、规范管理”原则，对关于民办学

校的投资回报、民办学校同等地位、民办学校及其学生适用的

政策等若干影响民办教育健康、规范发展的政策、规章进行了

初步探索，为下一步民办教育推进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另外，多数省市教育厅建立了民办教育专门管理部门，为

民办教育提供服务，进行规范管理。部分省市民办学校通过协

商、推介，在政府指导下建立了依法自主管理的社会中介组织。 

4．民办教育在办学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为深化公办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教育在办学体制上更灵活。在面向

社会需要办学和学校内部管理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有益经

验。 

——民办学校已初步形成按社会需要办学的新机制。大多

数民办学校十分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

和课程设置，部分学校还开发了多样化的校本课程，已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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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社会声誉的学科和专业。 

——民办学校在突破传统的学校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

探索。许多民办学校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按精简高效原则

调整校内机构设置，人浮于事的状况在民办学校中得到了根本

扭转。民办学校在校内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的不少有益经

验，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且还已逐步推广到公办学校。 

 

二、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 

目前民办教育尚处于探索、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

仍存在不少的困难、问题和矛盾。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

出发，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是确定民办教育发展目标和采取

对策的重要基础。 

1.对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

足，这是制约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民办教育认识不足。尽管中

央再三强调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

部门和一些地方政府没有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高

度来理解民办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尽管经济领域多元化的

改革轰轰烈烈，但教育中的相关改革却大为滞后，形成强烈反

差。另一方面，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就民办教育论民办教育的倾

向，对民办教育在促进整个教育体制改革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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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系统的思考。 

——民办教育的法定地位问题尚未完全得到有效解决。按

照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民办学校是一种既不同于企业法人，

又不同于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组织，身份面临缺乏

明确法律定位的尴尬境地。尽管教育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对此进

行了专门协调，但现实的困境与民办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成

功经验之间，仍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法律、

政策、规章约束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和实践，并作为我国教育制

度创新的一项使命加以推进。 

——我国现行的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力度不够，造成

筹资机制上的障碍。未来我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需求

不断增长和资金严重短缺这一尖锐的矛盾。据初步估算，按照

目前初步确定的教育发展目标，2005－2020 年我国每年的教育

经费缺口将达 1500-2000 亿元，单靠政府是难以解决的。要实

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必须在 2010 年上

升到 6.5%，在 2020 年上升到 7.5%，若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能

够达到 4－4.5 个百分点，则剩余的 2.5－3.0 个百分点需要依

靠社会资金、学费和学校服务收入来实现。然而一些地方政府

对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

够，影响了民间资本流入教育领域。 

2.民办教育在教育事业中所占比重仍较小，还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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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尚不足以支撑现有的公办教育体

系，更难满足今后各级各类教育普及水平提高和规模扩展后的

教育经费需求，资金短缺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借鉴

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把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动员包

括政府、社会和家庭多元投入是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推进

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国际经验表明，以人力资源优势立国，实行赶超型经济发

展的日本、韩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私立教育机构和

在校生比例都很高，政府主要举办体现社会公平的义务教育和

少量精英高等教育。民间资金在教育总经费中分别占25%和40%。

2000-2001 年，日本、韩国私立学校在校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30%

和 40%，其中私立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和高校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

均在 70%以上，高中阶段教育在 30%以上，即便是初中，私立教

育也占有相当比重，比例分别为 6%和 23%。 

目前我国民办教育在教育整体结构中的比例偏低，2004 年，

我国民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普通高校在校生占相应

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28%、2.9%、4.9%、10.8%和

10.5%，民办学校教育经费收入与支出仅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支出

的 8%左右，这表明，作为应与公立教育共同发展的民办教育还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3.民办教育的政策体系和治理结构很不完善，不能满足民

办教育积极、有序和规范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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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民办学校管理存在公办化倾向，民办教育的社

会治理结构难以得到实质性推进。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政

府的教育和其它相关管理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理还存在着限制

过多、直接干预过多而服务和扶持不够的现象，这必然不利于

民办学校的发展。 

——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教育中介组织

发育不完善。迄今为止，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建

立健全中介组织在民办教育事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有关的中

介组织或迟迟得不到建立，或体系不健全，不能适应教育管理体

制改革的需要。 

——民办学校在招生、考试、收费、专业与课程设置等方

面的自主权落实不够；  

——全国人大、国务院制定颁布的扶持民办教育的法规和

政策在部分省、区贯彻落实较慢，影响了社会资金进入教育的

积极性。 

4.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与高层次、优质教育供给严重

不足形成尖锐矛盾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阶层人群之间收入极

不平衡，对子女教育服务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差异很大，部分人

民群众对优质、特色教育、高层次教育的择校需求日益增长，

但政府和公办学校能提供的优质教育机会极其有限，供需矛盾

十分尖锐，在一定程度加剧了择校难、“条子生”屡禁不止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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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校乱收费现象。 

——小康收入水平的居民家庭对文化教育需求逐年提升。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标志着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对高层次、高质

量教育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增长的态势。 

——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办学条件、教育服务水平信息的

可获得性和客观评价不充分，导致社会需求的盲目性。一些社

会公众（包括学生及其家长）关注的民办教育的关键信息，如

学校办学条件、收费政策、成本核算、质量排名和区域内学生

分布情况，或者缺失，或者不透明，既无法引导家长和学生恰

当地选择学校，也无法引导办学者恰当地选择办学层次和类型。 

5.政府、学校、社会对我国加入 WTO 后给对教育可能带来

的挑战认识和准备不足 

——在 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尽管我国政府教育服

务贸易与开放的承诺是有限的，但留出的空间相当大，需要教

育部门同其他部门紧密合作与协调，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宏

观层面上，按照国际规则，进行总体策划，努力发展和扶持本

土的民办教育，扩大市场占有率。 

——应对 WTO 挑战缺乏危机感意识，对其影响的渗透性和

深刻性认识不足。今后若干年中，国外教育机构将更多地涌入

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与本土的教育机构、尤其是民办学

校竞争市场份额。然而，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WTO 仅影响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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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没有认识到 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通过非正规教育、进而

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全方位冲击的潜在危机。 

——加入 WTO 对我国教育体制和制度设计提出了新要求。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加入 WTO 要求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政策更加

具有连贯性，对加入服务贸易的教育和未加入服务贸易的民办

教育与公办教育进行系统设计。如果不从体制和机制上尽早改

革与创新，必将陷入被动。 

6.民办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创新与完善 

——民办学校组织体制的制度设计不完善。应当说，现有

的不少民办学校在学校的组织体制方面存在制度缺陷，董事会

制度不完善，董事会及其成员与校长职责分工不够明确，缺少

制衡。 

——部分民办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办学行为不够规范。

部分地区优质民办学校的发展过慢、学额供不应求，导致民办

教育的卖方市场现象。部分举办者办学目的和动机不正确，出

现短期套现盈利行为，学校财务管理制度缺乏最基本的监控制

度，抽逃资金现象时有发生。来自实践的这一信号标志着我国

现行的民办学校财务监管存在制度性缺陷，应尽早研究、制订

相应的管理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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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来 5 到 15 年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                

总体思路和战略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与总体思路 

——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彻“民

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并重”的方针，把民办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充分认识民办教育在改革办学体制、投资

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大力运用民办教育按需办

学、服务导向、效率约束、价格与竞争等新机制，推进整个教

育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确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框架。各个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教育财政和居民支付能力不平衡，迫切要求我们建

立民办教育分级管理体系。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体制

发育程度以及群众的教育需求和支付能力，因地制宜分类规划

各地区民办教育发展，充分尊重各地教育发展的自主权。在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鼓励地方大胆突破和试验，及时总

结经验和教训，在时机成熟时通过地方立法固定下来。 

各级民办教育发展目标也不一样，要分类指导。重点鼓励

发展非义务教育，即幼儿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要

更多依靠民办教育的发展，政府不再设置与发展更多的公立大

学、高中、幼儿园，而是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增加投入，

努力先把现有的公立大学、高中、幼儿园办好；义务教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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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办初中、小学主要是弥补优质特色教育资源不足，满足有

支付能力家庭择校的需求。民办教育所占比例不设限，也不必

给过多的倾斜政策。 

——按多渠道、多形式的发展思路，规划民办教育发展。

充分借鉴国际非政府办学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借鉴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社会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形式和手段，调动社会团体、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投资办学、捐

资助学，大胆探索、支持、鼓励多样化的教育提供方式和途径，

尽快形成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二）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 

新世纪前2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追赶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而“十五”、“十一五”，既是我国奠定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经济社会目标人力资源基础的关键期，又是承受巨大教育

人口和培训需求双重压力的艰难期1，也是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也正逢我国高中阶

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因此也将是民办教育发

展和大有作为的重要历史时期。 

1.各级民办教育的发展目标 

（1）高等教育阶段 

                                                        
1 引自《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未来 50 年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构想》，中国教育与人

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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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2004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 19%，

但与中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

门槛后，将面临来自规模进一步扩大和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双

重使命，民办教育或民办运行机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同时面临

着极富挑战性的改革实践。 

——发展的数量目标。据预测。2010 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

将达到 300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 25%左右，其中普通高校本科

生将达到 1200 万人左右，专科生达到 700 万人左右。2020 年高

等教育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 3700 万人左右，毛入学率达到 40%

左右，其中普通高校本科生将达到 1600 万人左右，专科生达到

900 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未来 5-15 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每年将递

增 100 万人左右。每年需新增 100 所左右的万人高校，每年的

建设经费至少需要 500 亿元（按生均投入 5 万元计）。这么巨大

的费用，如果全靠政府提供，很难满足发展需要。因此只有大

力发展民办教育，多方面筹集社会资金，才能满足高等教育的

发展需求，加速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2004年我国有民办普通高校226所，在校生1333.5万人（含

独立学院），占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10.5%，其中本科生 737.8 万，

占 8.6%；专科生 595.7 万，占 12.8%。结合目前我国民办高等

教育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以专科

层次和职业教育为主，同时鼓励一部分社会声誉好的民办高等

 14



教育机构向本科层次发展。预计到 2010 年，我国民办专科院校

在校生人数占普通高校专科学生总数的比例将由 2004 年的 13%

提高到 40%左右，2020 年达到 60%以上，届时民办专科在校生规

模将分别达到 280 万人和 540 万人左右。如果民办本科院校（含

独立学院）在校生人数占普通高校本科学生总数的比例，由 2004

年的 9%提高到 2010 年的 25%和 2020 年的 35%，届时民办本科在

校生规模将分别达到 300 万人和 560 万人左右。 

2010 年，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可达到 580 万人，占普通高

校学生总数的 30%，以年生均事业性经费 8000 元计，当年发展

民办高校，可吸纳各类社会和私人投入 464 亿元；如果校均规

模扩大到 7500 人，民办高校的数量可达 773 所，每年需新增 91

所民办高校，以校均基础性投入 5 亿元计算，每年新增民办院

校的基础性投入可达 455 亿元，当年民办高校共吸纳社会资金

将达 919 亿元左右； 

到 2020 年，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达 1100 万人，占普通高

校学生总数的 45%，以年生均事业性经费 12000 元计，当年发展

民办高校，可吸纳各类社会和私人投入 1320 亿元；如果校均规

模扩大到 8000 人左右，民办高校的数量可达 1375 所，每年需

新增 60 所民办高校，所需的基础性投入为 300 亿元，当年可吸

纳社会资金共 1620 亿元,将对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

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表 1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吸纳经费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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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2010  2020  

1、普通高校本科在校生规模（万人） 737.8 1200 1600 

民办高校本科在校生数（万人） 63.2 300 560 

民办高校本科在校生比例(%) 8.6 25 35 

2、普通高校专科在校生规模（万人） 595.7 700 900 

民办高校专科在校生数（万人） 76.5 280 540 

民办高校专科在校生比例(%) 12.8 40 60 

3、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万人） 1333.5 1900 2500 

民办高校本专科在校生规模（万人） 139.6 580 1100 

民办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比例(%) 10.5 30 45 

4、当年民办高校吸纳运行经费（亿元） 110 464 1320 

5、每年新建民办高校（所） 55 91 60 

6、当年校均规模（人） 6200 7500 8000 

7、每年新建民办高校的基础性投入（亿元） 275 455 300 

8、当年民办高校吸纳的社会资金总额（亿元）    385 919 1620 

 

——发展途径。从国家战略出发，政府资金主要用于高水

平大学建设与重点学科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发展民办学校

和引入民办运行机制是今后5到15年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创新的

重要途径。 

作为我国现阶段民办教育发展的一条特殊形式，独立学院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仍将继续成为发展大众化本科高等教育的

主要路径之一。 

（2）高中阶段教育 

——总体思路。2004 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47.55%。根据预测，到 2010 年我国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将达到

420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 70%以上；2020 年将达到 46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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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入学率将达到 85%以上；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将分别在 2004

年的基础上增加 600 万人和 1000 万人。届时新建学校的资本性

投入至少在 900 亿元和 1500 亿元以上（按生均投入 1.5 万元匡

算），平均每年所需的投入在 150 亿元左右。 

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目标为民办高中教育发展带来了重大

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通过发展民办高中教育，充分筹集社

会资金，可减轻政府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压力。为此，可以考

虑各类民办高中学校在校生数占高中生总数的比例从目前的 8%

左右，逐步提高到 2010 年的 20%和 2020 年的 25%以上。 

——发展的数量目标。按民办高中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

生总数 20%的比例测算，2010 年我国民办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

人数将达到 840 万人左右。2020 年按 25%的比例计算，则民办

高中规模将达到 1150 万人。 

按生均运行经费 5000 元计，则 2010 年和 2020 年当年可吸

纳的社会资金和私人投入分别达到 420 亿元和 575 亿元。 

2004 年我国有民办高中阶段学校 4592 所，校均规模 640

人左右，如果校均规模扩大到 1000 人，到 2010 年和 2020 年我

国民办高中学校续发展到 8400 所和 11500 所。到 2010 年，需

新建民办高中学校 3800 所以上，平均每年新建 634 所，按校均

基础性投入 1500 万元匡算，每年需基建性投入 95 亿元；到 2020

年需在 2010 年基础上新建 3100 所民办高中，平均每年新建 310

所，每年需基建性投入 4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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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2020 年当年，民办高中可分别吸纳社会资金 515

亿元和 621.5 亿元。 

表 2  高中阶段民办教育发展规模和投入测算 

 2004 年 2010 年  2020 年

1、高中在校生总规模（万人） 3607.6 4200 4600 

2、民办高中在校生数（万人） 294.7 840 1150 

3、民办高中在校生所占比例（%） 8.2 20 25 

4、当年民办高中吸纳的运行经费（亿元） 117 420 570 

5、平均每年新建民办高中阶段学校（所） 529 634 310 

6、校均规模 640 1000 1000 

6、当年新建民办高中的基础性投入（亿元） 80 95 46 

7、当年民办高中吸纳的社会资金总额（亿元） 197 515 621 

民办高中在校生包括民办普通高中、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发展途径。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明显的区域

性特点，制订符合地方实际的高中阶段民办学校发展规划，是

实现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紧迫要求。中央和省市政府将加

强分类指导。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型城市，积极鼓励发展多

种形式的民办高中、政府资助型的混合型高中，满足居民家庭

及其子女的教育选择权；鼓励农村和贫困地区通过发展低成本、

低收费和财政补贴型的民办高中，增加高中阶段教育学额供给。 

在政府财力合理配置的前提下，部分地区政府可在大力扶

持公办职业高中的同时，给予民办职业高中以一定的专项资助，

给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奖、贷学金，从而调节社会对普通高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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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职业高中教育的需求。 

（3）义务教育阶段 

——总体思路。应充分认识到，由于政府财力条件的限制，

不少地区义务教育的办学水平不高，学校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

与广大居民及其子女日益增高的教育期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

现。为此，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在不断提高现有公办初中

和小学教育质量的同时，通过适当开放民办教育，在不用纳税

人费用的前提下，培育部分优质特色教育，满足部分有支付能

力家庭的择校需求。 

——发展的数量目标。根据预测，2010 年我国小学和初中

在校生将分别达到 11200 万和 5200 万人，2020 年将达到 11600

万和 5400 万人左右。初步分析，如果 2010 年全国民办小学和

初中在校生占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由目前的 2.9%和

4.9%逐步提高到 2010 年的 5%和 7%左右，2020 年进一步提高到

8%和 10%左右，则到 2010 年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规模将分

别达到 560 万人和 364 万人左右，合计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在 924

万人左右。2020年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规模将分别达到928

万人和540万人左右，合计民办义务教育规模在1468万人左右。 

按生均事业经费 2500－3500 元测算，到 2010 年当年可吸

纳社会义务教育投入 231－323 亿元，到 2020 年当年大约可吸

纳社会资金 367-513 亿元。因此民办小学、初中学校的发展将

大大减缓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矛盾（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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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我国有民办小学学校 6047 所，校均规模 543 人，民

办初中学校 4243 所，校均规模 748 人。如果我国民办小学和初

中的校均规模提高到 600 人和 800 人，则 2010 年和 2020 年我

国共需民办小学 9333 所和 15466 所，民办初中学校 4550 所和

6750 所，则到 2010 年和 2020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需新增民办

学校 3593 所和 8333 所，每年需新增 598 所与 833 所，按校均

基础性投入 1000 万元匡算，每年需基建性投入 60 亿元与 83 亿

元左右。 

表 3  民办普通小学和初中发展规模和投入测算 

 
2004 年 2010 年 2020 年 

小学在校生总规模（万人） 11246 11200 11600 

民办小学在校生数（万人） 328 560 928 

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占小学在校生比例（%） 2.9 5 8 

初中在校生数（万人） 6528 5200 5400 

民办初中在校生数（万人） 316 364 540 

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占初中在校生比例（%） 4.9 7 10 

民办小学和初中在校生规模 644 924 1468 

民办小学和初中吸纳的运行经费（亿元） 160-225 231-323 367-513 

每年新建民办中小学（所） 939 598 833 

每年新建民办校的基础性投入（亿元） 94 60 83 

民办小学和初中每年吸纳的社会资金总额
（亿元） 

254-319 291-383 450-596 

 

——发展途径。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的比例，不必设

限，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自主发展。 

大中型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在政府保证对全体居

民子女提供全部免费公办学校基本教育服务的前提下，适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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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优质、特色民办教育，满足部分居民家庭及其子女的择校需

求。据调查，优质特色学校办学成本比一般同类学校高 50－

200%，这部分成本应该由接受优质教育的家庭承担。 

鼓励农村和贫困地区通过发展财政给予补助的低成本、低

收费民办学校，鼓励社会、私人在城市设立面向民工子女的学

校，辅以政府资助，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额供给，帮助政府

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承诺。这类学校的设校标准可略低于

当地公办学校的平均水平。在民办小学和初中教育发展中，政

府应按当地实际，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关注，包括政策支持和

资金支持。 

（4）学前教育阶段 

2004 年全国学前教育学龄儿童入园率为 40.8%，学前一年

的毛入学率约 60%左右，这一指标水平表明，我国学前教育规模

扩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学前教育主要是家庭和受教育者个人

的责任，应以民办教育为主。我国民办幼儿教育所占比例不足

1/4，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是：

规模发展与存量调整相结合，即规模发展的增量部分主要依靠

社会和个人资源办学； 

——2004 年我国有民办幼儿园 62167 所，在园幼儿 584.11

万人，园均幼儿数为 94 人，远低于公办幼儿园 270 人的平均规

模。各地政府应关注民办幼儿园的设点布局，帮助民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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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高办园质量。 

——学前教育阶段，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扶持弱势群体子女，

在学龄人口下降的农村，可利用小学空余的教室、师资，设立

学前班。 

（5）非学历教育和培训 

——总体思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到 2010 年，

全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将达到 1亿人以上；未来 5到 15 年也是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任务最为艰巨的时期之一。来自这两

个方面的教育培训不仅量大面广，且类型与层次也很多。近二

十年来，我国各类民办教育和培训机构在承担就业、转岗等方

面的教育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有利于

满足群众接受继续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满足不同社区对教育的

特定需求。 

——发展途径。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和进一步改革的

要求，发展民办非学历教育与培训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进一

步规范、发展独立设置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按市场机

制运行，强化社会监督机能；二是充分利用各类普通学校教育

资源，引入市场机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服务；三是探讨

并实践多种合作模式，包括正规教育机构与非正规教育培训机

构的合作、混合所有制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多种形式的联

合体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政府对市场回报低的职业培训要通

过教育券等形式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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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目标的基本框架 

我国民办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充分发挥

民办教育在推进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迫切需要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国际视野，规划设计具有中国特色

又能参与国际竞争的现代民办教育制度。 

——重构民办教育政府、学校、社会的公共治理结构，包

括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制度异同性；政府对于民办学校

要给予比公办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和政策扶持； 

——民办教育机构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从建立现代学校

制度的战略高度，改进并完善民办学校机构设置的法律制度，

并在民办学校的组织类型、机构属性、产权关系等方面，形成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加快建立民办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约束的中介机构，通过民主协商组建具有“行业自律”性

质的民办教育协会，并赋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民办学校师生员工权利。一方面，要从制度设计上保

证师生员工参与学校教育决策与管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还要

从法律、规章等层面保障民办学校师生员工的合法权利。 

3．民办教育的管理与政策体系建设目标 

从源头上解决民办教育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提高政府管

理绩效，需要尽快研究并制订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有利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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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共同发展的管理与政策体系。 

——地方政府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在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中，积极鼓励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

个人依法办学，积极鼓励民办教育和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和试

验，促进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共同发展。 

——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应在清理现有的各种民办教育

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民办教育的政策体系，并在“大政府”

框架内协调与其他职能部门的相关政策，确保民办教育政策的

连贯性与一致性。 

四、 我国民办教育的制度创新与政策举措 

1. 把积极支持民办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指导方针 

——教育部主管部门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纳入本部门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结合“十一五”规划，做好全国民办教育和各省民办教育发展

规划。 

——建议教育部与贸易部、财政部、工商部、物价部、国

土资源部、国资委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合作，建立全国性的联

席会议制度，定期协商、讨论民办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要各部

门协同解决的问题。 

——鼓励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和当地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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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探索、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逐步推广获得良好社

会效应，并具有可推广性的发展模式与政策举措。 

2.从健全国家法律体系高度，完善民办教育法律制度 

——民办教育相关法律问题涉及立法、贸易、财政、工商、

物价、国资管理等诸多政府职能部门，建议在国务院成立专门

立法小组，修订与民办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争取用一年左

右的时间完成相关法律修订工作。 

——与法律修订相衔接，尽快在相关法规的框架下，完善

各种政策与细则，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为规范民办学校

发展创造基本的法制环境。 

——严格区分营利与非营利民办学校的界限。对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严格按民办学校设置标准，并按非营利性学校的规

定使之享受法律、政策规定的包括免税等的相应待遇。而对于

注册登记为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则依据《公司法》按一般企业

的办法进行管理和监控，对办学和营业收入按规定照章纳税。 

3.坚持国际普遍经验和中国国情的统一，在民办教育中试

验现代学校制度和多种所有制的办学模式 

——借鉴国际经验，在民办学校率先进行现代学校制度改

革试点，从法治、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学校自主办学制

度建设、社会评价等四个方面构建民办教育的现代学校制度框

架。为此，教育行政部门将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立法机构通

力合作，力争在二、三年内，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学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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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以《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的正式实施为契机，一手抓现有民办学校的规范化，以积极鼓

励的政策引导学校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一手抓多种所有制办

学模式的试验，在学校性质、学校资产归属与处置、合理回报

与收益滚动用于学校发展等关键问题上，探索出符合现实条件、

又有利于社会资源投入教育的多种所有制办学模式。 

——按 “优、独、民”原则，继续探索并完善独立学院的

办学模式。当前迫切需要抓紧研究并制订独立学院设置办法及

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程序规则；在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市

两级管理的体制下，教育部将制订关于现阶段独立学院发展的

指导性意见，对规范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方向把握，省市政府

将根据本地实际制订相应规划，从协调各类高等教育发展的高

度，明确独立学院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对当前影

响独立学院发展的若干主要问题（包括合作方的法律与利益关

系、独立学院与母体大学的管理体制关系、政府-大学-独立学

院之间关系等），进行联合攻关，以保证独立学院的健康发展。 

——大胆探索符合我国现阶段特点的办学体制改革路径，

将民办教育发展与现有教育资源存量的“盘活”有机结合，最

大限度地发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活力，真正实现“体制-机

制-投资”三位一体的教育改革目标。如因生源减少而多余的公

办教育资源，以及一部分质量不高的公办学校，可在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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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值增值的前提下，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中介机构、基金

会和公民个人以租赁的方式，接办或承办，并在条件成熟时改

制为民办学校或政府补贴型的民办学校；分离公办学校所有权

和管理权，允许非政府机构和个人租赁、承办和管理学校，并

允许后者从节省下来的学校运作经费中，获取一定比例的管理

收益。鼓励社会声誉好、教育质量高的民办教育机构，收购或

委托管理其他民办和公办学校，通过集团办学，扩大规模。 

——落实民办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自主权，允许各地因地

制宜，开设一定门类的地方课程；给予学校根据自身资源优势，

自主选择课程的余地。高等教育阶段推进民办高校学科布局结

构调整，制定省级学科专业宏观发展规划，同时逐步下放专业

设置和课程设置的权限，鼓励民办高校发展特色专业，实现高

校学科专业结构与地方经济社会需求的互动。 

——实施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改革试点。在非义务教育阶

段的各级普通民办学校率先实施招生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工作，

允许民办高中和民办高校自定招生标准、考试办法和招生时间；

允许民办高校设置预科，招收符合学校专业特色标准的学生。 

4.制定并落实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促进政府财政制

度创新，加快推进教育公平 

——按公共财政“公平优先、关注效率”的现代理念，规

划设计与我国教育事业（包括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密切配合

的教育财政制度，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公办学校财政拨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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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性学校拨款的转变，借鉴国际经验，普通拨款注重公平，

项目拨款关注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 

——近期在中央和省市地方政府部门可专门设立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鼓励民办教育发展。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要积极探讨基础教育普及和高等

教育大众化条件下的学生资助制度，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关爱大

众、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效应，使包括民办教育在内的各类需

要资助的学生都得到资助，使教育财政的“阳光效应”对我国

加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发挥独特的贡献。 

——鼓励民办教育举办者将结余资金用于教育投入，改善

办学条件，对形成固定资产（净资产）部分给予相当于或略低

于银行贷款利息 5%的回报。 

——建立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间师生的双向流动机制。在

学生和接收学校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学生在公、民办学校

之间转学。 

——支持民办学校进行重点学科和专业、重点实验室建设。 

——区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审批标

准。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审批标准参照公办小学和初中的标准，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适当降低民办

学校的准入标准，以鼓励社会投资。 

5.依照 WTO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主动推进教育管理制

度改革，实现我国教育体制的转型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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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学校和社会应充分认识 WTO 服务贸易对民办教

育可能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我国教育

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在应对 WTO 挑战的实践中，实现我国

教育体制的转轨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建立健全民办教育政策的论证、公示、听证和问责制

度。凡涉及办学体制改革和民办教育发展的重大教育政策，要

作为各级政府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公众和社会监督，保

证人民群众对办学体制改革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健全教育信息服务系统，通过大众媒体，定期公布诸

如学校数和学生数的地区分布、民办学校办学质量、收费情况、

就业情况、督导指标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信息。 

——鉴于我国政府对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各类非学历教

育和培训、部分民办教育领域将首先受到影响。为此，各级政

府在修订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中，应

坚持按市场准入、规则约束、组织与制度完整、公平、公开、

透明等原则，调整不合理的部分规章，尽可能减少享受“优惠

政策待遇”的领域。 

6.加快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民办教育的公共治理 

——在政府指导下，同类民办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

行业协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等，报

有关部门备案。 

——行业协会在加强与政府的沟通、维护民办学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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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学校及其师生服务的同时，规范学校办学行为，逐步完

善行业自律。 

——行业协会可选择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对会员学校

资产进行评估，以解决民办学校举办者对合理回报的分割问题

和资产转让问题。 

——行业协会可选择有资质的财务审计机构，对会员学校

的收费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通过大众媒体，向社会公

布审计结果。 

——鼓励中介组织参与对民办学校督导、质量监控、教学

科研、教师培训、财务审计。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民办教育，逐步形成民办教育的社

会舆论监督渠道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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