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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桥学院打造民主管理“建桥模式”

连接“校务”和“公开”的桥梁

在上海民办高校中率先成

立党委，董事会、监事会、校党
委、校行政治理体系健全；创新
教代会形式与内容， 成为上海
首家以教代会票诀通过工资改革

方案的民办高校；就重大利益与
教职工签订《集体合同》……上
海建桥学院在校务公开民主管

理中，充分发挥民营机制作用，
紧紧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 ，推
动教职工民生改善， 有力促进
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 连接砌
起属于上海建桥学院的 “校务
公开”桥梁。

发挥党建引领
健全法人治理
作为上海在校生规模最

大的民办本科院校， 上海建桥
学院建校 21 年来，秉承“感恩、
回报、爱心、责任”的校训精神
和“为学生建成才之桥，为教师
建立业之桥， 为社会建育人之
桥”的办学使命，坚持“以人为
本、德育为先、依法治校、严格
管理”的质量方针，人才培养质
量广受各方好评 。 学校先后
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群众
体育先进单位、 全国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先进单位、 上海市依
法治校示范校、上海市党建工
作特色高校 、 上海市五一劳
动奖状、 上海市人民政府促进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系列荣

誉， 并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学校实行校长和党委书

记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委书
记是董事会当然成员， 参与学
校决策和监督。 “学校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始终坚持
党对学校工会、教代会的领导，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董事
会、党组织、校行政、监事会、教
代会等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密
切协作， 不断提升学校民主管
理和科学管理水平。 ”上海建桥
学院校党委书记江彦桥谈到。

推行质量管理
奠定校务公开基石
打开上海建桥学院信息

门户下的 ISO9001 专栏， 一排
清晰无比的学校规章制度文件

以分阶的形式呈现在眼前。
作为全市民办高校中首

家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推进校务公开体系建设的学

校，2017 年学校建立起由质量
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和记
录表单组成的四阶体系文件系

统，共计文件 900 余件，为学校
校务公开建设奠定标准化基

础。依据“体系文件”要求，学校
严格执行干部考核、评先评优、
师德师风、 教学科研等质量管
理要求， 形成信息公开透明的
运行机制。

此外，上海建桥学院作为
上海市首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

试点单位， 还建有学校信息公
开网。通过这一系列窗口平台，
加强了对学校各类公开信息的

统一管理和已公开信息的利用

与监督， 提高了工作透明度和
有效性， 充分发挥校务公开对
师生职工和社会公众的服务

功能。

发挥民办特色
畅通参与途径
学校董事长周星增提出 ，

一定要充分发挥民办特色 ，在
“民”字下功夫。 学校推出了一
系列举措， 搭建学校与师生职
工的沟通桥梁。

确保工会组织参与学校

管理。 工会依法参与学校法人
治理和日常管理， 工会主席列席
学校董事会， 参加校长办公会
议、党委会。 支持职工董事、监
事履职。 《上海建桥学院章程》
明确学校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
中必须有教职工代表， 由学校
工会组织推荐， 经教代会选举
产生， 并先后在教代会上选举
出 4 名教职工代表进入了校董
事会、监事会，依法参与决策和

监督。
完善提案处理长效机制。

2017-2019 学年 ，68 件提案件
件有落实，群众满意度达 95%。
为鼓励经常性提案， 学校专门
印发 《关于推进教代会学代会
提案工作常态化的通知》，使提
案工作做到 365 天全年持续性
受理、常态化办理。

挖掘教代会职能
参与决策监督
提到学校民主管理， 就不

得不提学校每年按期召开的教

代会。 《上海建桥学院章程》《上
海建桥学院教代会实施细则 》
明确， 学校通过教职工代表大
会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开展民
主监督， 保障广大教职工的合
法权益， 让教代会成为学校民
主管理的重要平台。

在教代会上， 校长工作报
告、党委民主生活会报告情况、
学校发展规划、 财务预决算报

告等重大事项均提交代表审议。
自 2011 年来，凡是涉及职

工切身利益的事项全部通过

教代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 继
《工资改革方案》在教代会上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后，《工资
结构调整方案》《增加工资实施
细则》《年金方案》《上海建桥学
院集体合同》《临港限价房申请
积分排序方案》 等皆由教代会
票决。

2021 年起， 学校教代会再
做创新： 监事会向教代会报告
工作，包括监事会组织职能、人
员构成、监督检查要求；对学校
财务运行、 学校董事及高级管
理层履职、 学校重大工作推进
等督促检查情况；对校院两级、
职能部门财务收支、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等进行的
内部审计情况。

与此同时， 充分利用二级教
代会对学院发展、重大事项、涉
及职工利益事项进行民主审议。

落实集体协商
确保劳资稳定
学校落实协商制度，《集体

合同》 内容不敷衍 、 不虚化 。
2016 年学校教代会正式通过
《上海建桥学院集体协商暂行
办法 》， 2016 年 、2018 年学校
先后签订两轮 《集体合同》，围
绕教职工的劳动报酬、 休息休
假、安全卫生、福利保险等重大
利益明确条款内容， 签订书面
协议。

2008 年建立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委员会，2013 年成立退管
会 ，2015 年成立妇委会 ，2016
年建立“校长接待日”制度……
这一系列举措在教职工和学校

之间搭建了更畅通的交流沟通

平台， 确保了校务公开民主管
理落细落实， 有力推动了学校
的改革、建设和发展。

“校务公开的过程，是一次
集聚众智的过程。 在推动学校
整体校务公开过程中， 广大教
职工通过教职工代表发声 ，校
领导通过教代会了解教职工心

声， 有效促进学校重大决策科
学化、分配制度规范化、干部管
理民主化、干部廉洁自律报告制度
化、管理服务程序化，促进不断
提升办学水平。 ”谈及学校民主
管理，校长朱瑞庭表示，学校将
以“十四五”规划为契机，紧紧
依靠全校教职工， 深入推进校
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大力推进“产·
教·城”融合发展，努力办成一
所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应用技术

型大学， 力争在国内一流民办
大学建设进程中实现新突破。

■劳动报记者 李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