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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在京高校发展的
路径选择及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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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在京高校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京高校作为

优质资源集中的一方，要在兼顾自身利益和区域高等教育共同利益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在实践中，在京高校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其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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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高等教育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强调，要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引导教育资源布局不断优化，整体

提升区域教育发展水平。未来 5 年，北京将疏解部分高等教育功能，支持在京中央高校和市属高校通

过整体搬迁等方式向郊区或河北、天津转移，这个规划为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和在京高校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一、基于利益共享的在京高校发展路径选择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在京高校改善办学条件、拓展办学空间、谋求进一步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在京高校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要的优质教育资源输出方，应该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

着眼于京津冀三地的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通过政策制定，积极主动与河北省和天津市合作，推动区

域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综合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战略需求以及在京高校的发展现状及利益

诉求，在京高校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路径有以下几种。
( 一) 校际合作

京津冀三地高等教育的一体化，不是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增加，而是三地教育资源内部的整合、
优化和共享，开展跨地域校际合作是资源整合、优化和共享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校际合作，就是高

校之间通过部分或全部工作的对接，消除体制壁垒、优化人员结构、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教育教学

和科研攻关，最大限度发挥学校之间的集聚效应。校际合作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强强联手合

作，即综合办学实力比较接近的高校之间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接和合作，如合作双方整合力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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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项目攻关; 另一种是互补式合作，即合作双方优势互补或层次上相互衔接，能够在某一领域

协同配合，实现共赢，如利用双方优势共同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校际合作的发展路径，国际和国内都有先例，国际上如加州高等教育系统①，这个系统使得加州

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得以共存并相互合作和有序衔接。欧洲的博

洛尼亚进程②也是迄今为止比较成功的校际合作的案例，它的很多改革举措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成功经验。在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高等教育改革也都在校际合作方面做出了很多宝贵的

探索。
在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雄安新区的高起点建设成为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一

体化迅猛发展的东风。校际合作作为对高等教育现状的渐进性改革，大面积推行的可能性极大。那

么，对于占有地域优势的在京高校来说，采取校际合作发展路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面临哪些机遇和

挑战呢?

自身优势【S】: 1．拥有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对合作方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2．较强的科研实力也会备

受青睐; 3．老师和学生具有较强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更具有竞争力; 4．学校的整体实力强大，拥有更

高的社会美誉度。
自身劣势【W】: 1．学校既有的空间和规模已经饱和，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师生; 2．可利用的外部资

源有限，制约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3．如果失去原先拥有的区位优势，则合作的积极性可能偏低。
面对的机遇【O】: 1．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三地交通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大，北京和河

北高校的合作成本将大幅缩减; 2．雄安新区的高位崛起为三地院校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3．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国内外已有先例可循，有经验可鉴。

面临的威胁【T】: 1．与河北高校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导致合作很可能出现在京高校单方面输出

优质资源，却无法获取相应的利益回报的情况; 2．行政壁垒和地方利益保护导致两地的高校无法完全

开放和深度合作。
( 二) 异地办学

异地办学是指大学在母校( 或叫总校或主校区) 所在城市之外的地方建立另一个分支机构。异

地办学是利用高校的品牌和智力优势，实现高等学校与地方政府、社会资源的结合，为本地区提供社

会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各种形式的教育服务［1］。
异地办学可分为创生型异地办学、分割型异地办学和延伸型异地办学。创生型异地办学是指高

校到所在城市之外的另一城市，在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下，再创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采取创生型异地

办学模式的高校一般可以被称作新创办的异地办学机构的母体，母体高校与子体机构相互独立。分

割型异地办学是指高校与异地地方政府合作创办新校区，然后把部分专业或部分年级的办学放在新

校区进行。在分割型异地办学模式中，异地办学机构只是高校校园的跨城市扩展，并没有产生一个新

的办学实体( 独立法人) 。延伸型异地办学是指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依托自身强大的教育科研实

力，在异地创办以培养适合当地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研发为目的的教育科研机构。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延伸型异地办学的典型案例。异地办学在中国高等教

育领域是一个新鲜事物，近几年发展较快，但是就目前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很多异地的研究院几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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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庞大的公立大学系统，整个加州大学系统包括 10 所加州大学、24 所
加州州立大学和 119 所加州社区学院，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每种层次的学校都有明确定位，并与其他学校相互
配合，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又避免了无谓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1999 年，欧洲 29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正式提出了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宣布建立欧洲高等教
育区，并发表了著名的《博洛尼亚宣言》。该进程的总目标是整合欧盟的高等教育资源，建立高等教育一体化发
展体系。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博洛尼亚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欧洲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增强了欧洲
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城，偌大的研究院内只有几个人“留守”，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
在京高校在河北省建立分校，考虑到高效的原则，创生型异地办学的可能性极小。目前来看，分

割型异地办学的案例有一些，如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部和保定校区，但是由于两地办学的成本较大，

这种办学模式也不能成为普遍的样本。所以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异地办学的最优路径就是延伸

型异地办学，即充分发挥在京高校的人才和智力资源，到河北省域内建立大学的研究院、科技孵化园、
校企合作中心等办学机构，为京津冀一体化尤其是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各种社会服务，这也是

当前很多高校采取的模式。但是，由于异地办学的新校园与主校区不在同一个省，不仅空间距离比较

远，更重要的是，两地学校所属的上级领导机构不同，享受的政策不同，资金来源不同，面对的生源市

场、社会服务的对象也不相同，这些不同为异地办学带来很多问题。
( 三) 多校合并办学

多校合并即多所办学定位相似或互补的学校合并成为一所大学，以便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学校

的整体实力。多校合并与异地办学有很多共同点，如都是一校多园的办学格局，主校区和分校区共享

同一个学校品牌，在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人事制度、招生就业制度以及大学文化等方面相同或相似。
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分校与本校的关系。多校合并情况下的分校一般是原有的独立建制的学校，异

地办学建立的分校一般是主校依据学校发展或拓展业务，在当地部门的支持下后发建立的学校。20
年前，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的办学实力，我国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高校合并大潮，很多单科性大学

被合并成为另外大学的组成部分，多科性大学通过合并其他院校成为综合性大学，一校多园的格局瞬

间遍布全国。对于多校合并，各种观点褒贬不一。肯定者认为，多校合并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提升学

校综合办学实力，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一些有特色的高校变得黯淡无光，发展势头减弱。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高校合并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管是异地办学还是合并成立新的学校，在京高校极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主体校区的角色，所以这

两种发展路径的 SWOT 分析相似:

自身的优势【S】: 1．学校拥有大批的优秀教师和重点学科; 2．学校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悠久的历

史文化、过硬的学校品牌。这些条件使学校可以获取更多的优厚待遇。
自身劣势【W】: 1．教师和管理人员有限，不仅不能满足异地办学的需求，还有可能降低学校的品

牌。教师和管理人员往返各校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空投式”、“访问式”教学长期来

看难以为继。同时，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短期看名声，长期看的是大学有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建校之初，分校可以暂时由主校区的学科带头人负责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但是从长远来看，分校区

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比不上主校区，进而就会影响学校的品牌和声誉; 2．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关系是一大难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乏基础科学研究支撑的应用研究

肯定不能持久发展，没有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成果也无法在实践中转化。异地办学一般定位于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而大部分的基础研究都在主体校区进行，因此，处理好两者

的关系将对异地办学或分校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对分校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和运营进

行科学规划也是对学校办学能力的考验。很多学校的异地办学都出现了创办初期热、后续运营冷的

局面，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一拥而上抢占资源，但是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却没有全盘的考虑和规

划［2］。对于合并的高校，则极易出现分校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办学理念不统一的情况。
拥有的机遇【O】: 1．优惠政策能够极大地拓展学校的办学空间和办学资金，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更多的支持; 2．能够拓展校企、校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促进产学研成果转化、培养应用型创新

人才、提升服务社会能力提供实践基地和广阔的空间; 3．高校合并为增强学校的综合实力、汇聚优秀

人才和资源创造了条件。
面对的挑战【T】: 异地办学需要地方政府的密切支持。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功利诉求与高等

教育办学成效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将极大影响政府支持的力度与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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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整校搬迁

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高教资源一体化，部分在京高校有可能会整体搬迁到附近区

域。一般而言，高校整体搬迁工程浩大，伤筋动骨，影响学校的正常发展，除非在特殊时期，通常情况

不会考虑。如今，随着大学竞争的愈演愈烈，大学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成为影响学校快速发展的关键因

素。为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很多大学千方百计迁址到更有利于办学的城市。但对于拥有绝对区位

优势的在京高校来说，搬迁确实难以抉择。一方面，学校搬迁后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包括更

大的办学空间、更多的办学资金，拥有更大的生源市场和校企、校地合作机遇，对缓解学校的资源困境

将是一场及时雨。但另一方面，学校易址将会削弱原有的区位优势，导致人才的流失和生源质量的降

低以及学校整体实力的下降。
虽然北京市相关政策中提及在京高校有整校搬迁的可能，但是很多专家都对此心存疑虑。其一，

从我国各地已发生的学校搬迁和大学城建设看，不少地方存在由政府决策，学校被动执行，结果导致

学校搬迁产生争议，搬迁之后产生了很多影响学校办学的问题。如教师每天在城区和校区间奔忙，下

课后就集体坐校车回城，偌大的校园只留下学生; 学生们无法体会到寄宿制大学学习的真谛，没有和

教师共同学习、生活、成长的空间。对于这样的布局调整，更多的是师生的抱怨［3］。其二，搬迁要充

分征求广大师生员工的意见。要在进行学校布局规划时，广泛听取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要不要

搬迁、怎样搬迁、搬迁后如何办学，这些问题，都必须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其三，要充分听取城市居民

的意见。学校的搬迁建设，不但影响师生学习、生活，也会对地方老百姓带来影响，切忌采取行政思

维，而忽视教育思维。因此，整校搬迁不仅是大学自身的行为，而是一项广泛涉及大学内外部各种利

益关系的复杂工程［4］。
在京高校整校搬迁的 SWOT 分析如下:

自身优势【S】: 1．拥有较好的师资和生源; 2．较强的科研竞争力; 3．老师和学生的竞争意识较强; 4．
学校的实力较强，拥有较强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自身劣势【W】: 1．教师学生等群体的既得利益有可能减少，导致他们的消极态度甚至反对搬迁;

2．搬迁异地后带来办学成本的增加，学校的人才、科研等方面的经费受到影响; 3．学校的办学理念和

发展战略因搬迁而改变的可能性增大。
面对的机遇【O】: 1．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包括办学空间、办学资金的支持加大; 2．拥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包括巨大的生源市场、校企、校地合作机遇等。
面对的挑战【T】: 1．原有的区位优势消失，优秀教师、学生以及各种资源流失的可能性增加，进而

有可能影响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2．搬迁后管理体制的改变，导致学校失去原有的归属，在新的管理系

统内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
上述四种发展路径都是基于区域内高等教育利益共享和共同发展提出的可行性路线。从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对在京高校而言，每一种路径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有的甚至是挑战大于机遇。因此，要

想充分发挥在京高校在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必须要全面认识在京高校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在京高校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二、在京高校发展路径面临的挑战

尽管京津冀三地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已成必然，但是在实践中，高校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还需要克

服很多困难，尤其对于在京高校来说，这些困难和挑战显得更加尖锐。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

方面。
( 一) 行政壁垒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大学合作举步维艰

京津冀三地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各自有独立的管理边界，这种行政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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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的体制性障碍，再加上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直接影响着

京津冀高等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尽管目前京津冀已经建立一些政府层面的联席会议或体制机制，但

是务虚的成分较重，将研究成果切实转化为教育实践的进程缓慢，很多政策都没有深入到执行和贯彻

的层面。事实证明，行政壁垒造成的人事制度差异、政府部门职能界限分割、教育管理体制及评价标

准体系差异等严重制约了区域高等教育整体优势的发挥，阻碍了区域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导致区

域合作成本直线上升。因此，只要地方保护主义不破除，利益划分的地方行政壁垒依然存在，区域高

等教育一体化就无法深入推进。
( 二) 经济发展的差距成为在京高校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异地办学或联合办学，一定是基于收益大于成本的权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在京的高水平

大学选择与深圳、珠海、苏州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合作，其主要原因就是借力当地发达的经济发展

水平及其带来的各种优厚待遇，进而促进学校的整体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决定教职员

工的薪酬待遇和生活水平，同时还对大学的办学经费、教学科研硬件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等产生非常

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京冀虽为近邻，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显著差异。北京的郑家磨村和河北省

的蘧家磨村相隔仅一条马路，郑家磨村的农村养老金几乎是蘧家磨村近 7 倍，2012 年河北省人均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 2860 元，仅相当于北京市的 17. 8%。［5］在这种情况下，河北对在京高校的吸引力的

确差强人意。
( 三) 高校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评价体系单一趋同，导致合作无法深入

三地高校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极不平衡，据统计，京津冀共有 211 院校 27 所，其中 24 所位于

北京，河北工业大学是河北省仅有的 1 所 211 工程大学，还位于天津境内。［6］三地共有 985 高校 12
所，其中北京有 10 所之多，而河北省内没有一所。再从更具体的情况看，北京市共有高校 78 所，其中

国务院委办属院校 11 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并入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育部直属高校 25 所，北京市

属高校 41 所，大部分高校都是本行业的翘楚。河北省共有高校 118 所，其中高职院校占了总数的

52%。由此可见，河北虽然拥有的高校数量不少，但是整体的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都处于中等偏下，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北京高校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国内顶尖高校比比皆是，两地办学水

平和层次悬殊较大，导致双方的合作很难找到对接点。同时，由于我国对高校的评价机制单一，很多

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趋同，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设施同质，重复和低水平研究偏多，可替代性不足，在

合作上难以找到互补性。
( 四) 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较小，决策缺乏灵活性

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学科专业设置、组织、人事、招生、学位授予、财务等方方面面的自主决定

权，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能够调动每所学校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校自发根据自身的发展规

划和办学需求开展联合和对接，从而实现双方的实质性合作。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受行政干

预的影响较大，较少考虑基层学术单位和校区一级的真实意见。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虽有步调

一致、效率较高的特点，却极大地限制了大学办学的自主权，导致学校的办学行为“循规蹈矩”，缺乏

自由度和灵活性。
( 五) 与大学相关的利益群体的积极性尚未调动起来

大学与大学的合作，归根到底是与大学密切相关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要想让区域

高等教育的合作落到实处，仅有政府和大学层面的共识还不够，终究要落实在大学的教师、学生身上，

落实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文化传承等各项工作中。因此，只有充分尊重大学的教职员

工、学生、家长的利益需求，并通过制度安排使之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实现［7］65，才能为大学的合作提供

持久的动力。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大学的治理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师、行政人员、学生等与大学密切

相关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充分参与到学校的改革发展中，对学校改革发展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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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体制机制，为在京高校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

京津冀协同为在京高校的发展提供了多种路径选择，但是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面临着各种体制

机制性障碍。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切实突破行政、经济、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才能为区域内的高教合

作铺平道路，搭建有利的平台。
( 一) 在管理体制上，设立京津冀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并赋予其应有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

推行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打破地方行政区划带来的利益保护。对此有的学者

从理论上提出了三种方案: 一是打破省际界限，建立高等教育功能区; 二是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

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 三是通过治理的横向网络，形成多部门联合的多层次治理［7］63。这三种方

案虽然各有所长，但是在实施起来也都有不足。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机制依然

无法解决地方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的难题，不能真正触及制约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问题。
横向的治理网络涉及多个部门和多层次的协作，难以保证行政效率和责任分担的明确界限。相比较

而言，第一种方案通过撤并或合并各省市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其他部门的高于省

级的高等教育行政区管理机构，行使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各项管理职能，既符合行政大部制改革趋

势，又能够保障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建立支持和促进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和多方共赢的合作体系，是

一种最为可行的模式。
在实践中，建立区域高等教育管理机构是国际比较通行的做法，如欧洲博洛尼亚进程建立的区域

高等教育委员会，就是一个超脱于传统行政区划的专门的区域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它能够打破地方行

政区划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制约，统一负责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具体事务，为整合区域内

高教资源铺平了道路。因此，要实现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就必须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机

构，并赋予其法律地位和明确的职能权限，确保其在制定统一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规划、消除阻碍

高等教育资源流动、分享的行政壁垒等方面的最高权力。
( 二) 明确定位，分层分类评价，实现高校的多元化发展

高校的多元化发展可以避免办学趋同，为双方的合作创造更多的契合点。加州高等教育体系的

三级模式告诉我们，评价体系作为高校发展的指挥棒，对高校发展的多元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

等教育的分级分类管理和评价能够为每一所大学找到发展目标，使不同的学校各安其位，各行其是，

在属于自己的体系中办出特色，创造品牌，做到卓越。因此，只有对三地高校的功能定位、层次体系进

行明确划分，成立各自的管理委员会，使它们履行不同的社会职责，招收不同的学生，培养不同类型的

人才，实现高校的多元化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要发挥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建立有利于分类

定位、分类指导、分类发展、分类评估的体制机制，为每一类型和层次的高校都设置相应的评价指标体

系和开放的上升渠道和努力方向，并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同等的优惠待遇和激励机制，让每所学校都找

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价值感和上升渠道。
( 三) 要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鼓励大学自下而上开展改革探索

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形成并非政府牵头，而是高校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

形成的契约。同样，博洛尼亚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也是高校，它通过支持高校获得更大程度上的自主

权，促使它们更加具有责任感和义务感。实践证明，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高校参与的积极性，

也能够确保政策的高效执行。因此，在京津冀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赋予包括在京高校在内

的所有区域内高校以最大的办学自主权，让每所学校有权自主灵活制定符合本校发展的规划和路径，

自下而上探索改革的途径和合作的体制机制。
( 四) 强化依法治校和依法办学意识，不断完善大学治理体系

健全的法律法规，能够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顺利推行改革提供法律保障，为大学更好的行使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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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权提供法律依据。要始终坚持法治贯穿于总体规划制定的全部过程，所有的教育行政机构、办学

机构都要按照立法机构的要求和颁布的法律行事。通过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大学学术委员

会、大学理事会、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把学校的发展真正交给

利益群体，让他们平等参与到学校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中，使大学的发展真正体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诉求。
( 五) 创新教学科研的体制机制，实现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共享

构建和完善教学科研的互通互认体制机制，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促使区域内教育资源的自由流

动和灵活组合，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要建立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评价标准，有

效促进区域内各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建立学分转换体系，将学分与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果挂钩，

提高学分转换体系信息的透明度，以提高学生在学期间学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借鉴欧洲的“文凭

补充说明”，不仅可以使京津冀高校相互加深了解，为文凭的相互认可提供便捷的方法，促进学生在

区域内高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继续深造，还可以与国际接轨，为学生在其他国家的学习和就业提供便

利。建立有利于区域高校之间的资料互通共享、师资互聘、课程互认、科研课题合作攻关的体制机制。
统筹协调和共享实验室、图书馆、科研基地等基础设施，积极尝试共同建设具有特色学科专业和联合

颁发学历学位，加强不同类高校之间的互补性联合，实现科研、实践、转化的上下衔接和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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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Choice and System Innov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LIANG Shu-hong
(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poses a severe challenge． As one of the centers of
high－quality resources in Beijing universities，we should choose a path suited to our own development on
the premise of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both our own interests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in the region． Faced with problems and challenges，we also need to innovate system mechanisms and
provid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Beijing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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