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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

专题汇报时，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对三地协

作提出七项具体要求。一周之后，李克强总理所作的首份施政

报告提出将“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写入 2014

年重点工作，京津冀一体化也因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

背景下，国家将在异地建设政治副中心及中央政府机构、央企、

北京地区高校将外迁等说辞甚嚣尘上、莫衷一是，成为 2014

年春夏之交媒体关注的热点。5 月 7 日，南方报业集团下属中

国最大的商业报纸媒体《21 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北京多

所高校计划搬往郊区》的报道再次激发起人们对高校多校区办

学问题的热议。为此，高教所特从研究的角度，对大学多校区

办学情况特别京津冀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多校区办学情况进

行了初步的调研分析，并对我校相关工作提出了粗浅的建议。 

一一一一、、、、多校区大学已成为世界各国一种常见的办学模式多校区大学已成为世界各国一种常见的办学模式多校区大学已成为世界各国一种常见的办学模式多校区大学已成为世界各国一种常见的办学模式    

多校区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世界

各国相当普遍。以美国为例，美国多校区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已经出现，在二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二战之前，只有大

约 10%的美国人能上大学，那时多校区大学数量较少。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大学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多校区大学也快速发展

起来，到 1971 年，美国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校园都属于多校区

大学。1975 年在美国公立四年制大学和学院就读的所有学生

的 25%在九个多校区大学学习，此后一些年里，在多校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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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的学生人数继续增加，1993 年占全美学生人数的 50%

以上。根据美国全国系统领导人协会的报告，截止 1997 年，

美国38个州中的50个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招收的学生大约占所

有公立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三。可以说，在过去的半个

世纪里，多校区大学已成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主导模式。 

二二二二、、、、多校区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必然选择多校区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必然选择多校区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必然选择多校区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必然选择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加快，高等教

育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资源短缺尤其是办学空间

的不足几乎成了中国所有高校发展的障碍。但是，随着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高校渐渐成为了城

市的中心地段。而由于受级差地租的影响以及城市综合布局等

挤压，这些高校丧失了因规模发展向外扩张的地理空间。另择

校址、向外迁移成为这些高校的现实选择。多校区也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例，目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 75

所，其中北京 25 所，天津 2 所（具体见附件 1）。京津的大

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在近两三年都进行了校园办学空间的前

期布局，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中医

药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纷纷征地，其中大部分高校在北

京已经征得千亩以上的办学用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近几年

也与天津市政府积极协调，各获得了 3750亩的土地。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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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高校也正在与地方政府进行积极协商，

争取新校区的建设工作。 

三三三三、、、、多校区高校的区域分布呈现多元化多校区高校的区域分布呈现多元化多校区高校的区域分布呈现多元化多校区高校的区域分布呈现多元化    

多校区办学的京津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有的属于同地多

校区，有的是跨地域的多校区。目前，跨地域多校区正在逐渐

推广。如北京语言大学在辽宁东戴河获得近 2500亩的土地；

北京交通大学开始了山东威海校区的建设工作。在多校区办学

的背景下，很多高校都对各个校区承担的具体功能进行了重新

布局和调整，部分大学在新校区建成后，老校区只留作个别用

途，学校整体搬迁至新校区，从而实现学校内部资源的优化和

整合，如天津大学等；还有的两个校区并驾齐驱，功能同等，

如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建成后，会成为与老校区同等的主校

区；还有的是主校区功能不变，主校区都承担着主要的行政、

教学、科研等功能，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外交流、人才

引进等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他校区一般承担部分院

系的教学科研功能，或者是专门的培训、技术转化、研究生培

养等功能，其他校区对主校区起着重要的补充和支撑作用。 

四四四四、、、、跨区域多校区是我国高校多校区发展的总体趋势跨区域多校区是我国高校多校区发展的总体趋势跨区域多校区是我国高校多校区发展的总体趋势跨区域多校区是我国高校多校区发展的总体趋势    

2014 年 2 月，在京津冀专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

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

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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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

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

地发展的需要，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

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提出三地应打破自家一

亩三分地的思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作重大国家战略进行设

计。 

教育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

推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难点和节点之一。就高等教

育而言，北京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985 工

程、211 工程高校的数量和质量都居全国领先位置，科研院所、

创新中心等都大多集中在北京，而天津、河北等地在这方面的

资源则相对较为贫乏。那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调整

和共享，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和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

说，华北电力大学已经走在了前头。 

五五五五、、、、华北电力大学走出了一条多校区办学的特色之路华北电力大学走出了一条多校区办学的特色之路华北电力大学走出了一条多校区办学的特色之路华北电力大学走出了一条多校区办学的特色之路    

华北电力大学创建于 1958年，原名北京电力学院。“文

革”中迁至河北保定，先后更名为河北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学

院。1978年，在北京原校址成立研究生部，开始两地办学。

1995 年，华北电力学院和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含华北电力学

院研究生部）合并，组建华北电力大学，校部设在河北保定，

分设北京校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北京校区在学校发展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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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都北京在人才汇聚、科学研究、交流

合作等方面也显现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从学校的长远发

展，尤其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大局出发，2005 年 9 月，教育

部批准华北电力大学校部变更为设在北京，分设保定校区；北

京与保定实施一体化管理。 

这一战略决策进一步突破了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也为学

校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校不断推进和完善两地实质性一

体化管理，将传统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改

变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管理模式；学校领导班子统一

决策、两地分别运行；领导班子成员由大学党委统一分工，对

两地管理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主要职能部门实行实质性一体化

办公；部门正职在全校统一选拔，校区设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

组建跨两地的学院，整合人力资源和学科方向，减少专业和研

究方向的重复；按照“国家政策统一、校内政策统一、兼顾地

区差异”的原则，逐步统一了校内人员的劳动工资待遇，建立

健全了全校统一的人事、科研、财务等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两地实质性一体化管理，有效地破解了困扰学校发展的难题，

保证了政令畅通、步调一致，整合了两地资源，形成了发展合

力，奠定了学校“一所大学、两个校园”的发展格局，成为教

育部直属高校中实现异地一体化办学的唯一特例。 

六六六六、、、、精心谋划精心谋划精心谋划精心谋划，，，，抓住机遇抓住机遇抓住机遇抓住机遇，，，，推动我校相关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我校相关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我校相关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我校相关工作再上新台阶    

（略）（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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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京津冀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多校区办学情况表京津冀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多校区办学情况表京津冀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多校区办学情况表京津冀地区教育部直属高校多校区办学情况表    

学校

学校学校

学校 

  

 校区

校区校区

校区 

  

 校区面积

校区面积校区面积

校区面积 

  

 主校区功能

主校区功能主校区功能

主校区功能 

  

 其他校区功能

其他校区功能其他校区功能

其他校区功能 

  

 

北京大学 

北大校园分为燕园校区、医

学部校区、昌平校区、大兴

校区、无锡校区和深圳研究

生院校区 6个部分。 

燕园校区（2925 亩）。昌平校区（550

多亩）。大兴校区（约 550 亩）。

无锡校区（500 多亩）。占医学部

（约 990 亩）。北大深圳研究生院

（1243 亩）占地。北大校园占地总

面积约 7000 亩。 

位于海淀区的燕园校区是校本部，承

担学校主要的行政、教学、科研等工

作。 

大兴校区、无锡校区为软件

与微电子学院教学科研用

地。医学部校区承担医学相

关院系的教学科研功能。深

圳研究生院以培养研究生

为主。 

清华大学 

清华校园由海淀区校区，核

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昌

平)、深圳研究生院等地组

成。 

海淀区校区为校本部，占地 4590

亩，其他校区占地面积不详。清华

总占地面积 6000 余亩。 

大学校园基本为一个整体，位于北京

市海淀区，承担主要的行政、教学、

科研等功能。 

位于北京昌平的核研院，主

要承担核能与新能源技术

方面的教学、科研、成果转

化等。深圳研究生院以培养

研究生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主要有中关村校

区、通州校区、苏州校区等。 

海淀区中关村大街的主校区，占地

约 1000 亩。新建的通州校区（东校

区）占地约 2000 亩。苏州校区占地

不详。 

人大通州东校区和海淀西校区将共

同构成主校区，共同承担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职能。东校区将重点打造

理工科，人文学科也将在东校区有所

设置。 

苏州校区，全面负责国际学

院（苏州研究院）和中法学

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和社会

服务机构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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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大主要有校本部（北太

平庄校区）、沙河新校区等。 

北师大校本部（北太平庄校区）占

地面积 1048 亩，沙河新校区占地

1315 亩。 

北师大校本部（北太平庄校区）承担

主要的行政、教学、科研等功能。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交大主要有西直门主校

区、平谷新校区、威海校区

等组成。 

西直门主校区总面积近 1100 亩。北

京平谷新校区占地 2200 亩。威海校

区占地 330 亩。 

西直门主校区承担主要的行政、教

学、科研等功能。 

平谷新校区主要建设轨道交

通创新基地、综合交通科研

平台等。 

威海校区重点发展城市轨

道交通、海洋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等相关学

科及专业，并开展产学研合

作、科技成果孵化等。 

北京科技大学 

北科大有海淀区学院路校

区、管庄校区等。 

海淀区学院路占地 1206.9 亩。管庄

校区占地不详。 

主校区市海淀区学院路，承担主要的

行政、教学、科研等功能。 

管庄校区主要承担继续教

育、成人高等教育和国际合

作教育的任务。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石油大学（北京）只有一个

校区。 

石油大学（北京）校园总面积 496.5

亩。 

承担全部的行政、教学、科研等功能。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地质大学（北京）现有一个

校区。 

占地 68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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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矿业大学（北京）现有学院

路校区、沙河新校区。 

学校占地面积 555 亩。其中，学院

路校区 360 亩，沙河校区 195 亩。 

  

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主要有海淀区校区、沙

河新校区等。 

海淀校区占地 693 亩。沙河新校区

占地 1348 亩。 

目前海淀区主校区承担主要的行政、

教学、科研等功能。 

 

华北电力大学 现有北京校部、保定校区。 

北京校部占地 719.7 亩。保定校区

占地 872.4 亩。 

北京校部承担主要的行政、教学、科

研等功能。 

 

北京化工大学 

北化工由 3个校区组成，东

校区（北京北三环东路）、

西校区（北京紫竹院）、北

校区（北京昌平）。 

学校东校区、西校区约 812 亩。昌

平新校区 1952 亩。 

目前朝阳区北三环东路的东校区为

主校区。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大分东、西两校区。 

东、西两校区均位于海淀区内，总

占地面积 3000 亩。校部设在西校

区。 

主校区承担主要的行政、教学、科研

等功能。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大由海淀区校本部、

鹫峰校区、实验林场等构

成。 

校本部现有 703 亩。鹫峰校区占地

750 亩。学校实验林场占 11627 亩。

学校总占地面积 12330 亩。 

海淀区校本部承担主要的行政、教

学、科研等功能。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大学主要有和平东

桥校区（西校区）、望京校

区（东校区）、房山良乡校

区（新校区）等组成。 

和平东桥校区（西校区）占地约 400

亩。房山良乡校区（新校区）占地

1433 亩。望京校区（东校区）占地

不详。 

东西校区组成学校主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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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外只有一个校区。 北外校园总占地面积 738 亩。   

北京语言大学 

北语主要由北京主校区、辽

宁东戴河校区组成。 

北语主校区占地面积 494 亩。辽宁

东戴河占地 2475 亩。 

北京校本部承担主要的行政、教学、

科研等功能。 

北语东戴河校区实现与校

本部互补借力、错位发展，

打造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

合作与交流平台。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外经贸只有一个校区。 

校址在北京市朝阳区，校园面积为

516 亩。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大主要有学院南路

校区、沙河校区。 

 

学校总占地面积 1541 亩。其中，学

院南路校区占地 213 亩，沙河校区

占地 1185 亩。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大学有海淀老校区、昌

平校区组成。 

海淀校区占地 200 亩，昌平校区占

地 550 亩。 

  

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大学有一个校区。 

校园位于朝阳区定福庄南里，校园

占地面积 695.4 亩。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有一个校区。 占地面积 237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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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学院现有两个校区，东

城校区位于北京东城东棉

花胡同，昌平校区位于北京

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两个校区总占地 360 亩。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美院由望京校区、燕郊

校区、后沙峪校区、小营校

区等组成。 

中央美术学院占地 495 亩。其中望

京校区占地 205 亩，燕郊校区占地

205 亩；后沙峪校区占地 67 亩；小

营校区占地 1亩。 

  

中央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由本部、附中

校区等组成。 

校区本部为北京西城区鲍家街，占

地面积 82亩。 

  

南开大学 

南开由八里台校区、迎水道

校区、津南新校区、泰达学

院等校区组成。 

八里台校区为校本部，占 2200 亩

亩。迎水道校区占地面积 207 亩。

津南新校区占地面积约 3750 亩。泰

达学院占地不详。 

 

新校区在学科和学院安排

上以新兴、交叉、应用为主，

同时预留国际合作空间。 

天津大学 

天大现有卫津路校区、津南

新校区等。 

卫津路校区为本部，占地约 2200

亩。津南新校区占地 3750 亩。 

新校区一期建成后，教学科研主体功

能将向津南新校区集中。 

未来，卫津路校区将成为高

端培训、医工结合、新兴学

科培育的特色基地、军工科

研项目的研发基地及开发

电子信息和文化创意新技

术新产品的创新基地。 

注：1.各校所办的独立学院及其他实体法人单位的占地情况不在本表统计之列。 

2.本表数据全部来源于相关院校网站和报刊、互联网等媒体信息，由于网站更新的时效性等原因，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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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北京多所高校计划搬往郊区北京多所高校计划搬往郊区北京多所高校计划搬往郊区北京多所高校计划搬往郊区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时间：2014-5-7    

在京的大学可以搬迁到哪？这个问题的答案将越发明晰。 

21 世纪经济报道获悉，根据中央部委与北京市教委等的

安排，北京大批的高校仍先以搬迁到北京郊区为主，先实现本

地的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而不是首先搬往外省市。 

其中中央民族大学将搬往丰台区的王佐镇，人民大学将搬

迁到通州区潞城镇，北京交通大学二校区落户平谷区马昌营

镇。另外北京城市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将搬往昌平。但是

搬迁并不意味着原先校区不使用，只是说在郊区设立一个新校

区。目前原校区作何使用目前尚不清楚，根据此前曾搬迁过的

学校的先例，不少学校将原校区用作研究生院。 

此前几年北京教委拟定，在 5 年内，实现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建工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北京城市学院等学校将通过置换原有校区，在新城

建设新校区，目前部分落实。 

目前北京的昌平、房山均有高教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

产业经济顾问胡柏告诉记者，北京的高校目前首先是要搬迁到

各个郊区，因为搬出北京，那就不能算是北京的大学了。 

北京多所高校拟迁郊区北京多所高校拟迁郊区北京多所高校拟迁郊区北京多所高校拟迁郊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宣传部副部长赵爱玲向记者证实，的确

将在昌平建设小区，目前选址已经完成，地址将在昌平的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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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 

其他大学也有一些动静，其中中央民族大学的网站，出现

了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综合办公室，与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规划设

计部。 

此前该校称，将搬迁到丰台区王佐镇，已经取得国家发改

委批准，正在办理征地手续，前期手续已经完成。拟投资 11.59

亿元，其中中央、北京市共投资 7.6 亿元。 

此外，早在 2010 年，北京交通大学与平谷区政府签约，

决定该校第二校区暨轨道交通创新基地落户马昌营镇科研产

业基地。而人民大学落户通州潞城镇的消息也已经传出多年。 

目前北京的昌平高校城，以及房山区高校城均落户了大批

高校。 

据悉，目前保定拟建京南大学城，与廊坊大学城等一样，

吸引北京高校来办学。 

21 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要将北京的高校搬迁到外地或

者办分院，短期内可能性不是很大。主要原因是，目前北京与

保定、廊坊没有地铁或者城际铁路，交通非常不便。一位 985

院校的人士告诉记者，一般学校老师反对搬到太远的地方，因

为授课非常不方便。 

对此，胡柏告诉记者，北京的高校还是先搬迁到本地的郊

区为好，不仅在选址还在北京，也有了新的空间。 

北京很多郊区相当落后，教育资源相比海淀区、西城区来



13 

说差别太大，需要首选满足本地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实现

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显得非常重要。”胡表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很多政府在学校

搬迁之后就把老校区置换掉了，置换掉之后这个学校原本的文

化就没有了，“所以如何协调新校区和老校区之间的关系还是

要听听老师和学生的意见，科学决策”。 

先实现本地均衡化发展先实现本地均衡化发展先实现本地均衡化发展先实现本地均衡化发展    

比如昌平区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石油大学等。

房产区的长阳镇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理工大

学、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 6所高

校。 

为什么这些大学都选择郊区，一位知情人士指出，这是部

委以及市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不过，即便建了新校区，原先

的校区可能不会废弃。“原校区是否改成研究生院，目前还不

能确定。”中央民族大学一位人士说道。（原标题：北京城搬

高校移师郊区为主，作者：定军 王爽莉 支卫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