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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力量舉辦學校的政策歷程與政策困境 

賈西津，張允 

 

對於社會力量舉辦教育事業，目前國家已經有一系列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在法律法規層次，《教育法》（1995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1997年，

2003年廢止）、《高等教育法》（1999年）、《民辦教育促進法》（2003

年，2016 年修訂）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都對民辦教育事業的發展予以了規定。

但是在實踐中，社會力量舉辦學校，仍然有諸多的政策障礙，尤其是與公立教

育的不公平性。本文基於對學歷教育、培訓學校和國際學校的實地調研，梳理

了社會力量舉辦學校的政策困境，將其中遇到的具體問題按照辦學歷程呈現出

來。 

社會力量舉辦學校可以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兩大類，其中非學歷教

育主要是幼稚園和培訓機構，學歷教育包括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機構。學

歷教育由於更多受到國家統一規定和要求的約束，民辦與公立在法律政策上的

差異性體現更大。社會力量舉辦一個教育機構，特別是學歷教育學校，面臨哪

些政策困境？如下從學校設置、發展、政府支持與監管三個方面作出梳理。 

一、設置困境 

（一）錢哪裡來？：投資與捐資 

投資辦學是我國的基本事實。在我國，社會力量舉辦教育機構，主要有投資

辦學和捐資辦學兩類。多年來的實踐表明，我國民辦教育絕大多數是以投資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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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1  

遺產捐贈和社會捐助在目前我國民辦教育中仍然不是主體。與西方發達國

家不同，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的遺產捐贈和社會捐助，無論是在我國民辦學校的

投資構成中，還是在日常運營中，都不是主要的資金來源。根據勞凱聲的梳理，

民間辦學至少已經有十種產權安排形式，包括：捐資辦學，自然人直接投資舉辦，

教育股份制，公私合作制，民辦公助型，教育類諮詢公司投資舉辦，海外上市公

司控制，A股上市公司控制的民校，新三板掛牌企業控制的民校，中外合作舉辦

的民校。2 可見，投資辦學的需求之大、形式之多，是遠超於捐贈形式的。 

在我國長期的教育法律中，非營利性是一項強制性規定，2016 年新修訂的

《民辦教育促進法》允許舉辦者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並

以捐資辦學為政策導向。1995年《教育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

目的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但同時又允許自然人辦學，這實際是對投資

辦學需求的回應，教育的非營利性（自願捐資辦學）成為一種與現實脫節的政策

強加3。2015年教育法修訂取消了這一條款。在長期的教育非營利性強制性要求

下，2002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引入“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展基金

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留取其他的必需的費用後，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餘中取得

合理回報。取得合理回報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但“合理回報”一直無法

做出明確規定。2016 年的法律修訂放棄了“合理回報”條款，將民辦教育區分

為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兩類，第一次正式承認投資辦學和捐資辦學，但仍然強調

                                                             
1 邬大光.投资办学:我国民办教育的本质特征[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6(06):1-4. 
2 劳凯声，“国家与教育事业关系中的民办教育”，北京市法学会民办教育促进法研讨会，2017.11.18. 
3 何雪莲，中国民办教育：捐资与投资之辨，教育发展研究【J】，2006-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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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鼓勵捐資辦學”，以及“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 

投資辦學的多樣需求和法律對民辦教育非營利性的限定，在實踐中形成民

辦學校舉辦者通過‘財產所有權’之外的實際“控制權”獲得各種財產收益或

者經濟回報及自身教育理想的現象比較普遍。4 投資辦學和捐資辦學，是兩種不

同的邏輯，後者是基於捐贈動機的領域選擇，而前者是財產所有者在財產權內對

資產的一種安排，其中的動機經濟目的和教育事業目的構成各種不同程度的配比，

從純粹經濟動機（利潤最大化）到完全的教育事業目的（社會企業）都有可能。

“投資辦學”是目前最主要和多樣的形式，法律的回應相比仍然較為滯後。 

外資進入的法律規制，外國教育機構以中外合作辦學的方式設立，其他非營

利機構按照境外非政府組織法律開展活動。2003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對外國

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的辦學予以規制，不過，如果辦學主體不是境外教育機構，

則未被該條例涵蓋。2016年出臺《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於境外

非營利學校以外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的活動則需要在公安部門登記

代表機構或者進行臨時活動備案進行。 

（二）場地怎麼辦？ 

在民辦學校的場地建設方面，政府並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援。《民辦教育促進

法》第 11條規定，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執行。

但對大部分民辦學校來說，他們只能以市場價格花錢買地，其建校用地能被批准

為教育用地已是非常不易。因此，民辦學校只能自己想辦法，如與相關部委、鄉

                                                             
4 文东茅，民间办学的逻辑与政府政策选择—兼析民办学校的“家族化管理”【ＥＢ／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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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簽署長期合作辦學協定，解決教育用地問題等。 

（三）產權問題 

民辦學校對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及辦學積累享有法人財產權，但舉

辦者的產權並不明確。《民辦教育促進法》第 36 條規定：“民辦學校對舉辦者

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國有資產、受贈的財產以及辦學積累，享有法人財產權。”

該條款並沒有完全明確校產的歸屬問題。學校的資產包括多種形式：舉辦者以貨

幣或實物等形式的投入；各級政府的投入；社會捐贈；學費；辦學積累以及校產

增值。其中辦學積累及校產增值部分是爭論的主要點。5 資產歸屬的一般處理原

則是：誰投入歸誰所有；社會捐贈、資助、學生學費及其增值部分歸學校所有；

不管校產歸誰所有，在學校存續期間，全部校產歸學校管理使用，任何組織和個

人不能隨意處理。但是如果學校停辦中止，還缺少有效保障投入者和民辦學校利

益的退出機制。6 在修訂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之後，

如何在不同情況下進行財務清算後，營利性學校的投資人如何按照公司法處理資

產，還需要細化的法律機制。 

（四）前置審批、要件登記 

雙重管理體制是制約我國民辦教育發展的一個主要的體制。社會力量興辦

的教育機構，一般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性質，依據現行條例，民辦學校登記之前首

先要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然後才可能在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如果是與部委

合作，這個問題很好解決；但如果是純民間，就難以找到業務主管單位，不得不

                                                             
5 任志新: 我国民办高校产权明晰的路径思考，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学报【J】，2016年第 10卷第 1期，4-7. 
6张晋安，对民办学校产权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建议，北京城市学院学报【J】，2005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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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辦學校合作，開展合作辦學。 

准入門檻設置較高，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自由裁量權大。《民辦教

育促進法》第 11 條規定：“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的設置

標準執行”；第 15 條規定申請設立民辦學校的提交文件中，舉辦者應當向審批

機關提交籌設批准書，籌設情況報告，學校資產的有效證明文件，校長、教師、

財會人員的資格證明文件等。也就是，民辦學校要先將校址、資金、人員等各項

條件準備萬事俱備，才能申請登記註冊，在這個等候審批的時間中，空轉的成本

由舉辦者承擔。同時，由於在辦理這一系列事務的過程中，現行規定較為嚴格且

不很明晰，業務主管單位和登記管理機關往往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尤其主管

部門的審批沒有一定的時限。如此涉及的問題是，民辦學校的前期投入成本怎麼

辦？又有多少中間費勁周折、不得不無奈地選擇“知難而退”？ 

二、發展困境 

民辦學校能否招到足夠的學生，獲得長足發展，跟學校的品牌、專業設置、師

資力量、辦學品質等息息相關。一般來說，民辦學校的創辦人利用社會力量投資

辦學，步入教育市場，為了樹立學校的品牌、保持學校的公益性、保證畢業生的

就業，他們會按照自己的辦學理念，根據國家的教育法律法規開展教學、培養學

生，是不會盲目亂來和唯利是圖的。因此，國家和社會應儘量給予民辦學校更寬

鬆的辦學環境，給其更多的招生規劃、專業設置、師資選聘留任等方面的自主權

限。 

（一）學生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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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民辦院校的招生越來越困難，生源數量不斷下滑。究其原因，除

了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人數不斷減少、公辦高校擴招，以及選擇去國外接受高等

教育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等客觀因素外，民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和招生宣傳中

未受到公平對待也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1、民辦學校不能自主調整招生指標。其招生的靈活性進一步降低。北京為

了控制人口，從 2014 年開始，民辦學校多餘的招生指標已不允許投放到外地。

北京市公辦高校眾多，隨著其不斷擴招，民辦高職高專院校在北京能招到的學生

越來越少，北京的招生指標基本用不完。而在河南、河北、內蒙、山西等省份，

還是有部分高中畢業生願意報考北京的民辦高校的，但北京民辦校的外地指標卻

有限，並且在每年招生指標的比例分配中，北京生源的比例都在加大。招生總指

標、北京生源指標占比等由北京市教委、發改委協商確定，民辦高校沒有發言權。 

2、民辦學校處在招生管道的邊緣，是生源下降時的脆弱群體。全市應確立

一個統一的高考招生諮詢流程，明確負責組織、實施的相關部門。往年是由教育

部門牽頭，公辦校、民辦校在一個校園裡，一起搞招生宣傳、諮詢，邀請高考考

生及家長參加。2015 年開始，在生源減少、招生越來越不利的情況下，教育部門

僅統一組織了公辦高職高校的招生諮詢，不再通知民辦校參加。民辦校向教委提

出申請，也沒人給予答覆。最後不得已，民辦校只能自己組織招生諮詢會，但來

諮詢的人很少，效果不好。可以看出，從法律文本上找不到對民辦學校的任何歧

視說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就能明顯感受到公辦校與民辦校間親疏遠近的差異。 

（二）專業怎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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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申報要報市教委，每個專業都得經過審批。民辦學校的生存發展很大

程度上取決於其對市場需求把握的準確度和反應的靈敏度。能否適時地根據市

場需求變化，設置有吸引力的專業，形成辦學特色，是民校辦學成功的關鍵。

如某民辦校，四年前就敏銳地發現北京市幼教行業需要大量的師資，每年有很

大的缺口，希望設置相應的專業進行招生。但截至目前，他們已經開始啟動第

四年的招生了，需要的專業還沒有申報成功。 

（三）學歷學位證書？ 

民辦學校學生普遍受到學歷學位歧視。《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

綱要(2010-2020年)》早在 2010年 7月就明確指出，要“清理並糾正對民辦學

校的各類歧視政策，制定完善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優惠政策”。但時至今日，

無論在學術領域，還是就業市場，對民辦學校及民辦學校學生的各種歧視政策

依然存在，其中最為典型、最受關注的就是民辦學校學生所受到的學歷學位歧

視。 

（四）師資怎麼辦？ 

1、教師職稱：非北京戶口的不能在北京參評。在公辦高校，教師職稱可以

由學校自己評，國家承認，但在民辦高校不行，民辦校自己評的職稱國家不承認。

近些年，北京市允許有北京戶口的民辦高校教師按公辦校教師職稱評定標準準備

材料，交專家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通過後可以評副教授、教授。但非北京戶口

的不能參評，這就卡住了能參評的人選，因為在民辦校就職的專職教師基本百分

八十以上都沒有北京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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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戶籍：只能為少部分符合北京落戶條件的應屆畢業生教師解決落戶問題。

公辦校直接就能解決教師戶口問題，但民校不可以。最近幾年，民辦學校可以根

據其就業崗位需要，向存檔的人事部門、全國人才中心申報用人指標，為少部分

符合北京落戶條件的應屆畢業生教師解決戶籍問題，如申報十個八個指標，批三

四個。民辦學校拿到指標後，再根據要求招聘教師，錄用合格後上報審批。但申

報指標需要交錢，一個指標 3萬，並且要按批准的指標數量一次性把錢交清，有

關部門不管後來學校是否把所有的指標都用了。民辦學校沒辦法出這筆錢，只能

讓解決戶口問題的教師個人自己交。對於民校現有教職工，因其已不是應屆畢業

生，沒辦法解決戶口。個別教師只能通過考研的方式，研究生應屆畢業願意回本

校工作，學校為其去申請指標，申請到了，才能解決。 

3、檔案保管：大部分民校教職工需要按月繳納檔案保管費。民辦校大部分

教職工的檔案是放在全國人才，需要按月繳納檔案保管費，以前是每年每人 240

元，後來改為每年每人 120元。檔案保管費一般是教師個人交一半，民辦學校負

擔一半。2008年以後，也有很少一部分教師的檔案是放在市教委人事處的，不用

繳納保管費。 

4、工作居住證：民校教師每月的納稅額要達到一定標準才能辦理。在北京，

沒有北京市戶口，買房、買車、孩子上學等都成問題，歧視點很多，北京工作居

住證不失為幫助教師解決相關難題的一個辦法（工作居住證由管人才檔案的地方

負責審批）。但據瞭解，某民校 2014年為八位教師申報北京工作居住證，最終卻

一個都沒有獲批。原因是這些教師每月的納稅額只有八九十元，太少，每月納稅

額要在 200元以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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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戶口和工作居住證，民辦學校教師子女的入學就很費勁。如某教師的孩

子 2014 年上小學，要求其老家開證明、北京社區開證明、暫住證、獨生子女證

等，按規定說是 5個證，他們總共下來辦了 13個證。從 5月 1日到 5月 31日，

整整一個月來回折騰，最後還要給孩子就讀的學校交一定的費用。從政策上是沒

有借讀費一說了，但實際上，如果不交這筆費用孩子就只能回老家上學。 

5、社會保險（五險一金）：對民校來說，為教職員工繳納社保，大大增加

了辦學成本，其影響長遠、巨大，甚至可等同招生。主要表現為： 

（1）教職員工的社保出錢主體不同。單位為員工繳的那部分社保，公辦校

是國家出錢，國家按公辦校人數撥給學校，公辦校自己不用出這部分員工社保的

錢。但民辦校就不同了，國家一分錢不出，社保是個人出小頭，學校出大頭，民

辦校的這部分負擔很重。在民辦校生源減少、收入減少的情況下，教職員工社保

這部分支出卻是剛性的。而退休後返聘的教師跟學校只是勞務關係，學校不用為

其繳納社保。為了緩解社保負擔壓力，減少辦學成本，有些民辦校不得不加大退

休後教師返聘的力度，影響了民辦校教職工隊伍的年輕化和學校的良性發展； 

（2）民辦學校教師退休後的待遇差。參加社保的退休教師，能拿到的社保

退休金僅為公辦教師退休金的 40%。他們工作很辛苦，退休後待遇又不好，因此，

許多人就走了，特別是一些民辦校自己培養的骨幹教師、優秀的年輕人，在民辦

校解決完戶口就走了，不利於穩定教師隊伍，嚴重影響了民辦校的發展； 

（3）高額的社保滯納金。政府的社保政策是在不斷的完善中，跟十年、八

年前相比有很大不同。如以前外地人不能在北京辦社保，後來政策改變，外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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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戶口可以在北京辦社保；過去只有社保和醫保，現在是五險一金等等。按照現

行勞動法，必須給每個員工上所有的保險、每個年份都要補到。民校需要出很多

的錢。能按原來的標準補上，對民校來說已經是很大困難了，可根據北京市社保

中心的規定，給員工補繳社保，還要繳納高出好幾倍的滯納金，如補繳七八千的

話，滯納金可能就要一萬五六千元。 

民辦校主動給在職員工補繳社保，還要交高額滯納金（滯納金應該就是部門

規定、自收自用的），這一點讓民辦校深感困擾，對它們也非常不利。政策本身

在不斷調整完善中，這是政府的責任，不應該完全讓處於弱勢的民辦校買單，這

樣既不合理，也不人性，但目前政府還沒認識到這個問題，這給民校帶來了很大

負擔。 

在體制內迴圈時，當制度變時，公辦學校相應也跟著變。民辦學校就不行了，

因為政策的變化等種種原因造成了延誤，再補繳的時候就要收高額滯納金。這是

一種舊式的“管、卡、壓”的管理思維，是體制內、體制外差別對待的一種歧視。

與政府、公辦校相比，民辦校就是弱勢群體，它們只能自己心裡叫苦，沒有辦法。 

（五）科研能力怎麼辦？ 

受資質等方面影響，科研專案民辦學校基本拿不到。國家研究性項目（社科、

自然基金）民辦校可以申請，但受學校資質等因素影響，這些科研專案民辦學校

基本拿不到。如在理論上，民辦校每年可以向北京市高教協會科研處申報項目，

但主管部門頭腦裡已有定見，即民辦校的實力不夠，達不到要求，因此，一般的

專案是會不給民辦校的，只給一些面上項目，即資金不是全額的，學校要配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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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資金。並且面上項目也有一定的要求，如師資要達到什麼水準等等。由於戶籍

限制等原因，民辦校本身符合條件能申報參評相應資質的教師就少，這樣一環扣

一環，形成惡性循環。 

（六）如何讓資金運營？ 

運營收入管道狹窄。目前民辦學校的主要收入來源依然是向學生收取的學

費、住宿費，且收費標準需經有關部門批准或需報有關部門備案，民辦學校自

身從投資、經營或與企業合作等管道取得收益的手段和能力極其欠缺。因此，

隨著生源的減少，許多民辦學校的運營捉襟見肘、舉步維艱。在部分發達國

家，社會服務收入和政府資助等是民辦學校的日常收入來源，而在我國民校的

日常運營中，這些收入所占比例極小，甚至可以忽視。在發達國家，社會服務

收入包括科技成果轉讓、提供技術支援、承擔科研課題、出租房屋、基金本金

運作、校辦產業運營等7。 

融資管道不暢。民辦學校的主要融資管道是銀行貸款和部分私下拆借，且

以銀行貸款所占比例較大。但民校獲得銀行貸款的途徑相對單一，主要是由協

力廠商提供擔保的保證貸款。 

一切開支都得自己出。民辦學校的價格受限，他們無法根據市場變動靈活

自主辦學，更有甚者，學校的一切開支都得民校自己出，而公立學校對於學

生、師資、場地等各方面都有財政撥款，二者之間的責權不對等、不平等競爭

等現象依然存在。 

                                                             
7贾东荣，民办教育的资金问题和对策思考，教育发展研究【J】，2005\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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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支持和監管 

（一）監督管理的不公平性 

1、國家對民辦校沒有補助，卻按照跟公辦學校一樣甚或更嚴格的標準來要

求民辦校。以學生就業為例，國家要求民辦高校要像公辦高校一樣，負責學生的

就業，並且要保證學生就業率在 95%以上。學生就業關係到民辦校的品牌和吸引

力，民辦校自然高度重視，國家這樣的要求也無可厚非。但對於其他方面一些更

嚴格的要求，如政府推行新政，公辦校可以拖延抗衡，民辦校則需要不折不扣的

嚴格執行，這無疑加大了民辦學校的辦學成本，使其負擔更重。如六七年前政府

推行“煤改氣”，不允許學校燒鍋爐。當時就要求民辦學校進行改造，民辦學校

只能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執行政府的命令，可許多公辦學校到現在還在燒鍋爐。政

府有要求，公辦學校扛得住，民辦學校就不行了，不按要求執行，說罰就罰。民

辦學校往往是政府責任首當其衝的承擔者。而且，公辦校執行政府的任何要求，

政府都會撥錢，多得花不完，好多房子蓋了沒幾年就拆，真正苦的是民辦校。因

此，國家財政應該均衡化，不能過於拔尖和集中。執行標準也應該統一起來，不

能有遠近親疏的差異。 

2、每年評估檢查的“一刀切”政策，有些對民辦學校構成過負。如檢查中

有一項要求，“全日制民辦高校必須設立自己的醫務室”。某些民辦校因為毗鄰

區縣的三甲醫院，跟醫院簽訂有合作辦醫協議，醫院為民辦校開闢綠色通道，並

承擔學校所有的防疫、體檢、醫療救助等任務，因此，民辦校就沒必要再單獨設

立醫務室。但在評估檢查的時候，因為沒有這樣的特例，就協調不下來。民辦校

只能變相聘請一位退休醫生掛名，虛設一個醫務室。此外還有環評檢查等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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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民辦校並不排斥，但認為可以簡化，因為目前的一些檢查確實給學校帶來了

比較大的不便。 

（二）支持、獎勵的不足 

1、政府購買服務 

（1）不但數量少，而且資金額度也小。政府購買服務一般每年一次，每次允許

申報兩個，但最多只批一個。可以說，目前的政府購買服務還主要是形式上，參

與方的主要考量之一是跟政府保持良好的聯繫，購買服務的實際資金很少； 

（2）比較繁瑣。購買服務專案要不定期檢查，而且每季度都要提交書面彙報

材料； 

（3）需要墊付經費。經費一般是先撥不到一半，剩下的先由民辦學校自籌，結

題的時候再撥付。 

2、少部分辦得比較好的民辦學校能享受到政府的獎勵資助。這些年，北京

市教委確實想方設法為民辦教育做了一些事情，如在公共財政沒有撥款管道的情

況下，七八年前，北京市教委為支持民校，推出了師資培訓獎勵，即“民辦教育

發展促進專案”。民校每年向教委民教處申報一次專案計畫，教委組織專家評估。

根據民辦校的師資情況、辦學發展情況、需求情況等進行分配，獎勵從幾十萬元

到上百萬元不等。有些比較好的民辦校，總計能拿到五六百萬元的獎勵（教育部

出一半，北京市教委配套一半）。加上其他的促進項目，好的民辦校能得到近 2000

萬元的支援扶助，這是對民校很大的支持。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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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年傳統意識的影響，我國社會中仍存在著強烈的重公辦、輕民辦的意

識。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民辦學校的產權、投資者的合理回報比例等採取了回避

的態度，不明晰的產權規定及含糊其辭的合理回報挫傷了投資者對民辦教育的

熱情。另外，雙重管理體制的制約；准入門檻設置過高；教師的職稱評定、北

京戶口、福利待遇過低等現實問題；招生和專業設置自主權不足；辦學經費來

源管道狹窄；融資管道不暢；政府資助項目及資金不足等均對民辦教育的健康

發展形成了事實上的阻礙。 

在現有法律政策環境下，民辦校要自身求得發展，只能開闢不同于傳統公

辦校的辦學領域和模式，力爭形成自己的特色。北京王府學校是這方面的一個

範例。王府學校的前身是北京法政集團於 1996年與全國重點中學景山學校合作

成立的景山學校分部，在成功創辦景山學校分部的基礎上，2003 年，法政集團

以先進的辦學理念、豐富的辦學經驗和完備先進的教學設施，成立北京王府學

校。該校是經北京市教委批准的首家中外合作制學校。2003年，該校率先引進

英國高中 A-LEVEL課程，2006年率先引進美國高中 AP 課程，將優質國際教

育資源與中國基礎教育的優勢相融合，為世界名校輸送了大量人才。學校先後

被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授予“劍橋國際教育考試中心”，被美國大學理事

會授予“PSAT/AP 考試中心”，被教育部考試中心授予託福 iBT 考點，已成為

最具辦學特色和品牌影響力的國際教育榜樣機構。 

民辦學校在公立學校涉入不多的縫隙中尋求自身的特色發展，對於學校戰

略而言是一個明智之舉，但更根本的在於推動民辦公益機構的公平運營政策環

境。它不是簡單的給民辦機構扶持、將之納入規劃等問題，而涉及從行政化單

http://baike.baidu.com/view/2813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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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體制到社會化市場制度的體制性轉型。一方面是事業單位特權的消解問題，

另一方面是社會化公益機制的生成問題。以社會化機制逐項“替換”特權，降

低體制“內”“外”制度“落差”，直至兩邊的水平面接近，朝向去除單位“閥

門”方向設計各項改革，是轉軌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