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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总结了“十一五”以来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独立发布以及联

合发布的 97 份政策文件，通过文本数量、主体、内容分析以及分阶段的比较分析，得到了自
“十一五”以来，国家人才培养政策重心从学科建设、引进海外人才到培养高层次紧缺人才
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与重大需求由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向推动核心“卡脖子”科技
发展、提升服务区域发展能力落实；协同教育类政策的重心从联合培养研究生、科技园与
联合实验室建设、数字校园建设向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过渡，传递了协同育人
机制已从一般性的产学研结合向科教、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育人转变的重要信号。新时期，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应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为支
撑，以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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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民前赴

后继、攻坚克难[1]，不仅实现了“三级跳”的发展奇迹——

会发展、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处在教育系
统 中 的 金 字 塔 顶 端 ，无 疑 是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的 重 中 之
重[3][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制度开始建立，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逐步成为我国高端专业人才自主培养的

从“跟跑”、
“ 并跑”再到“领跑”，也由物质匮乏、积贫积弱

核心渠道，一方面，它既肩负着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重任，

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完成了第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创新创业人才，使得我国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又将逐步

高等教育水平整体提高；另一方面，其在国家创新体系

迈向新的赶考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

中占据重要位置，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2]

进之路 。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之一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

为我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

作用[5]。

将教育事业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要加快教育现代化发

目前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已经启动，建设世界一流

展的步伐，进行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而研究生作为社

大学是整个社会的殷切期盼[6][7]，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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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科技促进发展 ★ 2022 年 第 18 卷 第 4 期

Strategic Research

已成为我国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由 467 所高校承担[22][23]。这既鼓励了高素质人才支持国

迫在眉睫[8]。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重点建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更多成

设”的方式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自然也不例外。

长成才通道。推免政策是为了优化配置教学资源，实行

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教育政策，自实施以来始终在我国

校际间优势互补，为高校选拔高层次创新型人才[24]，但

教育发展与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总结和分析研究生教

存在因保障质量而牺牲公平的情况。未来应给具备推

育政策的变迁对于完善政策本身以及推动我国高等教

免资格的“双非”院校更多机会，努力寻求保质量、保公

育发展均具有实践意义[9]。因此，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平的“双保”方案[25]。

金的部分成果，本文拟在总结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变迁

在其他政策方面，谭诤等[26] 认为，我国学位与研究

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寻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

生教育政策开始由“效率优先”向“质量和公平”变化，从

相关的发展展望及政策建议。

1

“重学术学位”向“学术学位、专业学位并重”过渡。李金
碧[27]认为，我国传统的研究生课程范式已不能完全适应

文献回顾

研究生教育的要求，未来课程应重视知识的交叉融合，
当前文献大致将与研究生教育相关的政策分为：财

并借助网络资源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政投入政策、招生政策和其他政策。财政投入政策包括

系[28][29]。鄢洪平[30] 认为，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中的

与研究生教育投资相关的政策，涉及研究生发展经费、

绝对核心，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十分重要。研究生培养

教育收费、奖助学金等内容；招生政策则是指教育部进

应继续细化相关制度、落实质量保障措施，使导师与研

行研究生招生的相关政策；而其他政策包含研究生学

究生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合力[31]。姜江[32] 认为，实现研究

位、研究生发展及改革等内容。
在财政投入政策方面，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经费
[10]

的支持，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尤为重要 。我国现
已形成国家财政拨款为主, 征收教育税费、收取学费、社
会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等为辅的多元高等教育经费筹
措模式[11]。2006 年开始，国家从科研实际出发，以其为
中心建立导师负责制和研究生资助制，培养费是教育成
本中应由个人补偿的部分，实际的教育成本由政府、社
会、学校或个人共同分担[12]。赵必华[13]依据“学生整合理
论”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可对生活困难的群体给予奖学
金激励或公益性资助，获得奖学金或资助能使其与学费
相抵免，从而在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同时，提高学生学
业投入的积极性[14]。洪柳[15] 认为，求学成本和收益结构
会因研究生收费政策而改变，压力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力，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华丽转变[16][17]。未来，应继
续优化研究生教育财政投入的渠道和投入模式，使其能
够更好地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18]。
在招生政策方面，除全国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以外，还包括：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退役士兵专项计划、

生教育的信息化等内容既是时代性的现实需要，也是可
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卫建国和秦一帆[33]认为，我国研
究生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很强，用制度创新克服路
径依赖将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大课题。
本文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出发，既能梳理“十一五”以
来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脉络及逻辑，也能为积极探寻研究
生教育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具有较为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政策变迁梳理
该部分内容通过教育部官网、科技部官网等公开渠

道，收集了“十一五”以来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
独立发布以及联合发布的 97 份政策文件，运用历史研究
法（又称纵向研究法），对研究生教育有关政策进行脉络
梳理与逻辑分析。同时结合统计描述与桑基图分析法，
对各类政策文本数量、主体、内容进行剖析，并开展分阶
段比较分析。
2.1 政策类别划分

推免政策等内容。吴婷和贾勇宏[19]研究发现，我国研究

“十一五”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通过有

生招生政策趋于精细化，政策的颁布数量随我国研究生

关部门制定的多元化举措，不断明确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招生人数的增加而上升。优质生源是研究生培养质量

地位，夯实政策保障环境，强化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改

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选拔、招收优质生源则是其招

革、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改革等，助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20]

生的重中之重 。为促进民族团结、推进教育公平、加
快民族区域发展，少数民族研究生招生照顾政策应运而
[21]

生 。教育部从 2015 年 9 月颁布退役士兵专项计划，并

流学科的全面建设。
综观涉及研究生教育的多项政策，其颁布的形式有
规划、办法、通知等共 7 种类型（图 1），显示出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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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各部门间合作形式灵活且多样化的特色。在多种政

位委员会、科技部分别占比 6.19% 和 5.15%；多部门联合

策文本形式中，办法和意见类型的数量居多，占比共高

发布的政策文本占比共计 47.42%。

达 70.1%。

2.2 政策主题分析

如图 2 所示，本文按照颁布部门将收集到的“十一

政策分析主要涉及人才培养和协同育人这两大主

五”以来涉及研究生教育的 97 份政策文本分类汇总。从

题，本文利用线上编程网址制作出桑基图（图 3-4），以此

政策的发文主体来看，单部门发文主体中教育部发布政

对政策颁布主体、颁布年份以及政策类别进行流线型可

策文件的占比最高（34.02%），其次是国务院（7.22%），学

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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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才培养政策的桑基图可以直观地看到，自

现了国家战略导向与重大需求由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向

“十一五”以来，教育部发布的人才培养政策重心开始由

推动核心“卡脖子”科技发展、提升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

“创新学科建设”、
“ 引进海外人才”向培养高层次紧缺人

能力落实。

才转变；科技部发布的人才培养类政策文件从“培养创

通过协同教育政策的桑基图可以直观地看到，从

新人才”向“培养紧缺人才”过渡；
“ 十四五”期间人才培

“十一五”开始，教育部发布的协同教育类政策重心经历

养政策集中于“紧缺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体

了从“高校与科研机构国际合作”、
“ 产学研结合”到“创

图3

人才培养相关政策桑基图（https：//dycharts.com/网址软件输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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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协同教育相关政策桑基图（https：//dycharts.com/网址软件输出截图）

新联合组织”、
“ 数字校园建设”再到科教结合、产教融合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可知，自“十一五”规划重点推出

协同育人的转变；国务院发布的协同教育类政策从“科

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的新

技园与联合实验室建设”、
“ 开放大学建设”向“产教融

兴产业成为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合”过渡，反映出协同育人机制由一般性产学研结合向

战略重地。新型产业崛起对人才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科教、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育人转变。

传统技术型人才将难以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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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招生数（人）

新人才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是国家教育政

政府部门参与到相应领域政策的制定当中。

策的重点所在。

2.3 政策分段梳理

其中，协同育人机制聚集了国内外高校、企业和科
研院所等多方面资源，同期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稳定政策
供给保障，鼓励和支持各机构间开展多样化全方位的合
作，联合建立研发中心和其他技术创新组织，通过产学
研结合的机构、项目和专用基金来共同培养人才。高校
发挥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对

2.3.1 “十一五”：创新与服务能力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
《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

人才需求，通过开设相关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式等，夯

为完善研究生选拔方式和培养机制改革、探索高校与科

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企业发挥场景化、应用化和实践化

研院所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以及积极调整学科布局和

优势，强化协同育人的各方面资源投入力度；科研院所

专业设置等。

发挥在科研平台、科研项目及科研人才的优势，为学生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国家加大海外人才的

提供良好的科研实践平台和机会，同时也为企业提供技

吸引政策落实与引进力度，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术支持。
总体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速度、力度与完
善程度在不断升级，研究生教育已完成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历史性积累和划时代巨变的重要阶段，与此同

计划”的指引下建设新兴学科。同时紧紧围绕《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要求，重
视基础理论建设和学科完善，协调建设地球科学、数学

时，也正跨步于从量变到质变、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

以及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并探索各个基础学科之间、基

提升、内涵式发展的转折飞跃时期。相关政策法规在研

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交叉融合，给予交叉学科和新兴学

究生教育质量保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

科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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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高等教育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Tableau 2021.3 软件输出截图）

2.3.2 “十二五”：教育“提质时代”

2.3.3 “十三五”：
“保质提效”发展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

“十三五”期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是研究生教育全面改革和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2013

段，是国家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亟需升级人

年 7 月，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服务需求、提高

才培养、重视紧缺人才培养的关键时期。2022 年 7 月召

质量”的发展主线，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实质性提升。

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会议强调

2014 年 11 月，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全国研究生教
育质量工作会议，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提供研究生教育
质 量 的 制 度 保 障 环 境 ，开 启 了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质 量
时代”。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国家实施了“科教结
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等系列教育计划，助力学生创新

要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以“立德树人、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发展主线，深化改革创新，推
动内涵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加强”卡脖子“核心技术等相
关学科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如设立集成电路、核科学等
博士专项计划、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集成电路专业为一
级学科等。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国家背景下，我国针对公

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教育部与中

共卫生、康复、老年护理等学科，兴起高水平应用公共卫

国科学院联合制定“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旨在

生人才培养计划。在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同时推进

探索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教

应急管理学科的发展和创新。

育部部署“卓越工程师教育培训计划”，旨在探索高等学
校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路径。与此同时，2011
年国务院学位办发布了《关于做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工作的通知》，扩大

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强化基础学科、重点学科与新
兴学科，注重应用学科与当前国家所遇到的亟待解决的
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同时对交叉学科的弹性制度进行
完善；在学科不断调整的同时，招考培养制度改革不断
深化。
“ 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研究生分类培养，学术

了学位授予单位的办学弹性，有利于保障研究生培养和

学位研究生培养突出科教融合，以提升创新能力为重

学位授予质量。

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突出产教结合，以加强实践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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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为重点。

的战略重点所在。在这一时期，农学研究生招生人数迅

2.3.4 “十四五”：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速上升；此外，由于本时期强调瞄准干细胞等“卡脖子”

“十四五”期间是我国开启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技术以及航天等未来科技技术，工学人才整体的研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这

究生招生人数和增幅达到最大。同时，为响应健康中国

一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开局之年恰逢

战略，医学研究生招生数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 十三

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势冲击，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
变革，国家人才培养重点也随之变化。2021 年 10 月，习
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讲话，并强调“我国要走好
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注重新兴交叉学科建
设，聚焦科技前沿和未来发展，重点加强网络空间安全、
储能技术、量子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同时增强协同
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线下线上紧密
融合。在利用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打破学科专业
壁垒的同时,通过深化科教结合、产教融合,推动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3

政策效应分析

五”时期新兴学科建设为战略重点之一，高等教育投资
和各项预算内资金继“十二五”以来持续扩张。

4

研究生教育展望
研究生教育是国家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的重要支

柱，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
素。
“ 十一五”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不断完善，研究
生教育质量持续提升，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历程中占据着
非同寻常的地位。新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要把握新主
题，自觉新担当，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提
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4.1 把握新主题，
推动研究生教育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研究生教育最鲜明的
特征，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应与时俱进地适应国家发展需
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支撑

结合前文的政策脉络梳理以及“十一五”以来的教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在统筹

育主题演变，本节通过分析 2006 年以来高等教育（含普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程中，通过加强内外部

通高校和科研机构，下同）各学科研究生招生情况以及

质量管理、导师岗位管理、学风作风建设、质量评价等方

高等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进一步研究教育政策的政策

面工作，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

效应。

4.2 自觉新担当，
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

“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倡高校应以社会需求为导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创新人才的

向，加快培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从

需求更加迫切, 同时对研究生教育也提出了新挑战，研

图 5 可以看到，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研究生招生

究生教育必须以服务新时代需求为导向，结合国家和社

人数在 2006-2010 年处于上升状态。同时，为响应加大

会需求，不断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加快新兴学科、

农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紧缺人才培养力度，农学研

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同时加快学科专业目录的管理方

究生招生人数也在稳步增长。

式向指导性和统计性目录转变，推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

“十二五”开启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时代，科研合作
平台、联合实验室等保障体系纷纷组建，图 6 显示，在这
一阶段高等教育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和中央国

与知识更新、新兴产业需求快速匹配。
4.3 优化资源投入，
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要克服教育资源统筹配置的不

家预算内资金、国家预算内资金波动上升，后两者的上

足，不断创新发展方式，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根本，

升幅度显著加大。与此同时，各学科研究生招生人数呈

深入推进资源配置方式改革，除政府投入外，培育多元

现出较平稳的趋势，除文学研究生招生人数在“十二五”

投入主体，充分完善并利用好市场机制，同时结合地方、

开局时明显下滑。

培养单位以及学科专业实际，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资源

“十三五”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同时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是工作的重点所在。

差异化配置，更加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
使用效率，推动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鸣谢：本研究得到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

习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中“乡村人才振

仿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
（中国科学院大

兴”与研究生教育息息相关，是激发乡村内生增长动力

学）基金资助】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481

战略研究

参考文献：
[1]

唐勇 . 捍卫与传承:英雄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实现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2019(2):101-105.

[2]

倪明胜 . 奋力走好新的赶考路[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11-25(008).

[3]

邵朝友,周文叶,崔允漷 .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国际经验与启示[J]. 全球教育展望,2015,44(8):14-22+30.

[4]

王战军,张微,于妍 . 实现战略转型 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2):1-6.

[5]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6]

邬大光 . 世界一流大学解读——以美国密西根大学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2):82-93.

[7]

张继明 . 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论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过渡阶段的大学治理[J]. 高校教育管理,

[8]

陶波,谢元敏,宁利川,等,蒋国璋 . 国际交流背景下地方院校研究生培养改革探索[J]. 教育观察,2021,10(45):24-26.

[9]

刘海波,苏丹,缪楠,等 .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天津市为例[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4):52-57.

2019,13(2):49-56.

[10]

陈鹏 . 连续 9 年“不低于 4%”,本轮教育经费投入有何不同[N]. 光明日报,2021-12-03(008).

[11]

黄宝印 . 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立德树人、追求卓越——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领域三次重要会议[J]. 中国研究生,
2021(5):12-23.

[12]

徐珊琤,汪玲 . 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的若干思考[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1):25-29.

[13]

赵必华 . 大学生学习成效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基于 35 所本科院校的数据[J]. 高教探索,2017(11):36-44.

[14]

CABRERA A F, NORA A, CASTANEDA M B. College Persistence: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 of Student Retention[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3,64(2),123–139.

[15]

洪柳 . 研究生收费政策与奖助体系对研究生学业影响研究[J]. 教育学报,2019,15(1):89-98.

[16]

杨秀芹,李茜 . 研究生收费政策变迁的过程与实质[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6(5):38-43.

[17]

魏淑艳,张博文,武育芝 . 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范式变迁与思考——基于 1949—2020 年政策文本的分析[J]. 现代教育管

[18]

黄宝印,黄海军 . 加快发展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战略意义的认识与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2020(4):37-43.

[19]

吴婷,贾勇宏 . 变迁与走向:我国研究生招生政策的文本分析[J]. 教育探索,2011(4):85-87.

[20]

吕营,陈佩赓,宋若桢,等 . 浅谈研究生优质生源招生的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21]

崔延强,林笑夷 .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计量分析与评价[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1):89-97+195.

[22]

教育部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

[23]

2017 年全国共安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5000 人[J]. 教育现代化,2016,3(29):11.

[24]

曾赛阳 . 我国研究生推免制度的发展与反思[J]. 高等理科教育,2021(4):37-42.

[25]

陈立章,蒋清华 . 公平与质量:推荐免试研究生制度的矛盾与平衡[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4):5-10.

[26]

谭诤,周沙,贺小华 .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价值取向研究——基于 1999—2013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分析[J].

理,2021(11):79-88.

(2):111-114+56.

和国教育部公报,2016(11):21-25.

中国高教研究,2015(5):69-73.
[27]

李金碧 .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反思与范式重构——基于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的视角[J]. 教育研究,2017,38(4):49-

[28]

郭雅丽,任永泰,邓华玲 .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3):47-50.

[29]

路苹,辛国军,宋壮壮 . 大数据背景下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21(8):108-110.

[30]

王战军,唐广军“十二五”
.
时期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分析[J]. 中国高等教育,2017(5):28-31.

[31]

鄢洪平 . 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探索与思考[J]. 教育教学论坛,2017(44):21-24.

[32]

姜江 . 新媒体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机制创新的路径研究[J]. 当代教育论坛,2019(1):66-72.

[33]

卫建国,秦一帆 . 建国 70 年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变迁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6):1-7.

54+116.

482 科技促进发展 ★ 2022 年 第 18 卷 第 4 期

Strategic Research

Graduate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Context, Logic and Polic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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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2. MO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of Digital Economic Monitoring, Forecasting, Early W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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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97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independently and jointly by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ther departments since the 11th 5-years Pl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subject, content of the text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at different stages, It is found that since
the 11th 5-years Plan, the focus of 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policy has changed from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introducing
overseas talents to training high-level talents in short supply. It reflects the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major needs
from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bottlenec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service regional development capacity. The focu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olicies is the transition from joint training of postgradu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and joint laboratories, an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ampus to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important conclus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from general combination to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China's 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service-oriented, and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graduate education, consciously
take on the new theme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to the new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 a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portant talent center in the
world.
Keywords: graduate education; postgraduate policy; policy changes; reform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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