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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公众对于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来高。公务员作为

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激励机制能否有效运行，能否真正起到激

励广大公务员努力工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用，对于公务员管理以

及政府公共管理而言均至关重要。 

自 1993 年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颁布施行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推行取得了积极的成

果，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公务员激励迈上了规

范化、法制化、科学化轨道。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价值和功能也已初步显现。但

必须看到，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健全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公共行政

理论对人的认识为依据，中国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在绩效管

理、职务晋升、薪酬制度等关注公务员自身全面发展方面还有待不断改进、完

善和提高。 

本文从基层公务员激励现状入手，在深入研究西方当代激励理论，分析对

比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及管理实

践基础上，采用调查问卷结合无结构访谈的形式，对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

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及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 318

份，其中开放式问卷 30 份，表格式问卷 288 份，与近百名基层公务员进行了访

谈。调查数据分析结合访谈结果表明：一是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正在实施的各

项公务员管理措施，总体上对其基层公务员激励作用不明显，不能有效激发其

工作积极性。同时，管理措施对某些不同年龄段之间、不同录用方式之间的公

务员所起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证明目前实施的公务员管理措施并不完全

适用于各个年龄段以及不同录用方式的公务员；二是目前对于唐山市市直机关

基层公务员影响程度较大的制约因素主要存在于职务晋升、薪酬待遇以及上述

两项不以公务员能力和工作业绩为导向等方面；三是目前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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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公务员重要程度较高的激励因素主要是领导关怀、职务获得晋升、较好的薪

酬待遇以及由工作绩效和能力决定晋升和薪酬等方面。 

综合分析得出结论，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主要问题

是助长作用不强，无法有效激发广大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而致弱作用在

某些方面比较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产生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基层公务员渴望获得职务晋升，相对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由个人

能力水平和工作实绩决定其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等优势需要长期得不到有效满

足。 

为此，针对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结合实

际工作，分别在公务员绩效考核方面提出明确公务员考核的意义，提高公务员

考核的科学化水平，强化和拓展公务员考核功能等对策建议；在职务晋升方面

提出改革现行公务员职务体系设置，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领导职务竞争机制，

加强对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等对策建议；在薪酬管理方面提

出建立规范的工资统计和比较体系，施行合理的绩效薪酬，注重组织内部公平

等一系列既具有一定操作性，又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具体对策建议，以期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目前基层公务员的优势需要，改变激励机制助长作用不强，致弱作

用凸显的不利局面。 

 

关键词：唐山；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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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ever-rising standard of living in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global integration, the public in China 

asks the government for higher leve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qualified services. 

Civil servants play the role of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ublic management 

policies. Therefore, whether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is effective or not to 

encourage civil servants to work hard and bring their activeness and initiative into 

full pla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civil servants and public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ivil servant system in 1993, especially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Civil Servant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servants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through 

years’ effort and the framework of civil servants motivation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servants has 

embarked on a legalized and scientific road of regulation and its function and value 

have achieved initial progress as well. But what must be pointed out i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echanism needs a long-term process. 

Based o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civil 

servants, especially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needs constant improvement in it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ank promotion and salary system. 

Through a in-depth study of modern western motivation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e civil servants motivation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ree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ingapore and the two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China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adopt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among civil servants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angshan City to find out the problems in civil servants 

motivation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318 effective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collected with 30 copies of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and 288 cop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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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ende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among nearly a hundred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show that 

firstly,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implementing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angshan City are not motivating enough in general. Effects of these measures 

overtly differ among civil servants with variation in age groups and recruitment 

modes, which proves the current motivation system is not effective to civil servant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recruitment modes. Secondly, factors constraining the 

motiv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ivil servant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angshan City are rank promotion, and salary and welfare, both of which neglect civil 

servants’ ability and work performance. Thirdly, factors such as higher-ranking 

officials’ support, ranking promotion, better salary, personal ability and work 

performance are motivating civil servants to work harder in the city. 

In conclusion,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servants in the city is not 

effective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harms the activeness of civil servants. The 

ineffectiveness of the mechanism lies in the reason that civil servants cannot be 

effectively satisfied with regard to promotion, better salary and welfare, 

ability-and-performance-base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alar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sugges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evaluating civil 

servants are offered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civil servants 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function of civil servants’ evaluation. Also, advice is 

provided on the reform of ranking system of civil servants, establishment of 

ability-oriented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over the ranking promo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Meanwhile, 

suggestions are given on salary and welfare management, such as establishing more 

regulated salary distribution and comparison system, implementing reasonable 

performance-based payment system and concentrat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quality system. The measures offered are easy to operate and well-targeted and 

hopefully help to meet the needs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and change the 

in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motiv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Tangshan C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motiv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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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组织管理中，激励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成为组织人力资源

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对于充分调动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人才以

及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都具有决定意义。1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组织激励水平

的高低，决定了其整体管理水平的高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在客观上也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提供日

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国家公务员作为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公务员队伍能否得到有效激励，能否

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满腔热忱投入到各项工作中去，直接影响政府管理和服务

社会的能力、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建立完善的公务员

激励机制，增强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既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规范公务员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有效发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

府工作绩效的重要途径，意义重大而深远。 

唐山市自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以来，市直各机关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不断

提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市直机关公务员

特别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基层公务员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基层公务员作为市直

机关各部门的主干力量，维持着本级行政机构的正常运作，承担着本地区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项具体工作。但相对领导干部而言，其受重视程度相对较

低，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的责任心不强、办事效率低下，对工作缺乏激情等问

题比较突出，影响也更为广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地区的发展。因此，

如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使广大基层公务员真正

做到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切实履行好各项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成为当前包

括唐山在内的很多地级市公务员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1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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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公务员激励机制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内在核心，它贯穿于公务员制度的始

终，是激发公务员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环节。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公务员管理体制进行创新，

完善激励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是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

府的重要保障。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

服务型政府。2而打造一支具备较高业务素质，政治素质和强烈服务意识的公务

员队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决条件。激励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可以进一步强化

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责任意识、敬业精神，提高公务员的业务能力、服务本领，

使其能够主动热情、廉洁高效的为公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从而推动政府从管

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其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

为规范的机关管理体系,提升行政机构工作绩效的重要途径。健全和完善的激励

机制既能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自身潜能去开

展工作，同时也能规范公务员具体行政行为，使其自觉遵守职业操守，从而在

各自岗位上认真履行好管理和服务社会的各项公共管理职能，实现整个行政机

构的绩效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再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

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客观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健全一

整套制度体系，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3公

务员激励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能够进一步强化公务员在晋升、薪酬、奖励等方面

的素质、能力和绩效导向，使素质高、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的公务员获得良

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成为全体公务员的楷模，激发广大公务员自觉

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水平，从而带动整个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2．现实意义 

                                                             
1 宋斌等：《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开发案例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36 页。 
2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 10 月 15 日。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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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研究是对当代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国家公

务员在政府权力系统内处在不同行政层级，其角色意识与角色行为呈现出不同

特点，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行为动机，受激励的因素也各有侧重点。1学界

对公务员激励问题的研究多是将公务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分层研究的偏

少，特别是专门针对地级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研究更少。因此，

选题具有一定创新性，研究成果可能成为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的有益补充。 

其次，研究以唐山市市直机关为例，有利于发现并解决当前唐山市市直机

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唐山市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发展示范

区，本文以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旨在发现目前唐山市市直

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依此提出完善激励机制的对

策建议，从而有效提升唐山市市直机关公务员队伍的士气以及市直各部门的工

作绩效。为抢抓机遇，实现唐山“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人民群众幸福之

都”总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再次，研究对其它地区构建相应层级公务员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借

鉴作用。当前中国的行政建制正在从省、县、乡三级体制向省、市、县、乡四

级体制演进。2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暂未包含台湾地区)共有地级市

283 个。3作为一定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级市在中国政治和社会活

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唐山市作为河北省所辖的十一个地级市之一，市直机关

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研究对解决其它地级

市相应层级公务员的激励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对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不断深化，使西方传统的公务员激励机制也在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变化。西方

学界和政府对公务员激励问题高度重视，对公共部门中的薪酬管理、绩效评估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107 页。

 

2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2 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009》，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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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维吉尼·福瑞斯特(Virginie Forest)在《绩效工资与工作激励：理论和实

证视角的法国公务员制度》一文中通过对美、英等国家公务员绩效工资和工作

激励的实证研究指出，绩效工资这一激励工具并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认为内在因素，如工作任务扩展、工作内容丰富化等对于公务员激励会产生积

极作用。1 

朴勇范在《韩国公务员成果评价制度研究》一文中，详细阐述了韩国公务

员成果评价的发展历程，现行评价制度及其发展方向，分析了高级公务员的成

果契约制和中低级公务员的绩效评价制度，提出了工作绩效评价、任职评价和

加分评价及多面（全面）评价等具体方法。2 

克尔斯滕·布莱根（Kirsten Bregn）在《公共部门薪酬体系管理——相关

实验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公共部门雇员更加关注额外报酬和奖金是否公平。

管理者必须尽力确保额外报酬和奖金的制定标准能够得到广泛认可，并且保证

额外报酬和奖金按照这个标准公正的分配，才能使薪酬充分体现激励作用。3 

（二）国内学者对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界

对于公务员激励相关问题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蒋硕亮在其所著的《中国公务员复合利益均

衡激励论》一书中运用定量分析法，以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论为指导，将道义论

和功利论有机结合，提出了复合利益均衡激励理论，寻求公务员个人利益、国

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高水平的平衡点。同时对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工资、考核、

奖惩等制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4 

在工资制度研究方面，杨兵杰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

研究》一书中，从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两方面对中国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进行

研究，同时也对当前高薪养廉、工资激励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和回答。在

                                                             
1 吴江：《第一资源》第 6 辑，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年，第 190 页。 
2
 吴江：《第一资源》第 3 辑，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年，第 237 页。 

3
 吴江：《第一资源》第 8 辑，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 年，第 126 页。 

4 蒋硕亮：《中国公务员复合利益均衡激励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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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对当前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出实行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相结合的公

务员分类制度以及建立公务员绩效工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1 

在公务员职务晋升机制研究方面，王志明在其《公务员职务晋升机制研究》

一文中提出创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公务员晋升机制，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

系，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进一步扩大民主，不断拓宽培养途径，切实加强监

督工作等建议。2 

在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研究方面，徐月高在《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一文

中提出建立科学可行的绩效评估机制，把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把握全面客观

公正与科学准确相结合等一系列原则。同时，还从技术角度提出了丰富传统考

核方法的设想。3罗双平在其《公务员绩效量化考评存在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总

结了公务员绩效考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绩效考评公开化，职位任职者对谁负

责谁就是评价者等观点。4 

此外，陆颖的《宁波市公务员激励与监督机制研究》5，陈莹的《青岛市国

家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6、彭宏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需求及激励政策的调查

研究》7、陈美玉的《增城市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8以及王莉娟《地级市职能部

门公务员激励及对策研究——以淮南市为例》9等论文分别从本地区公务员激励

机制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激励理论和管理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 

三、核心概念 

（1）公务员。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

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10具体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各级行政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各级委员会机关；各级审判机关；各级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

联的各级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11 

                                                             
1 杨兵杰：《中国近代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年，摘要第 1 页。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142 页。 
3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199 页。 
4 吴江：《第一资源》第 2 辑，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年，第 48 页。 
5 陆颖：“宁波市公务员激励与监督机制研究”，同济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6
 陈莹：“青岛市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北京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08 年。 

7
 彭宏：“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需要及激励政策的调查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06 年。 

8
 陈美玉：“增城市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07 年。 

9
 王莉娟：“地级市政府职能部门公务员激励及对策研究——以淮南市为例”，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施方案》的通知，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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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层公务员。这一概念具有两个定义：一是指单一政府机关或

机构中位于较低层级的公务员；二是指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中的下级地

方政府中的公务员。1本文参照前一定义，特指乡（科）级及其以下的公

务员。由于列入参照管理范围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在干部人事管

理工作中，除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团体章程有专门规定的外，都要按照公

务员法及各项配套政策法规的规定，认真实施公务员录用、考核、职务

任免等制度。2所以本文也选取了部分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的乡（科）级

及其以下，列入行政编制的人员（工勤除外）作为研究对象。 

(3)市直机关。本文指地级市党委、政府直属的各部、委、办、局机关；市

人大和市政协机关；市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

察院等列入公务员法实施范围的机关以及市总工会、共青团市委机关、市妇联

等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 

(4)激励机制。指在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系统运用多种激励手段并使之规

范化和相对固化，而与激励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构、方式、关系和演

变规律的总和3。 

四、研究中的创新点、难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中的创新点 

目前国内对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某一地级市市

直机关基层公务员的关注更少。本研究是从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管理的

实际情况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结合访谈的形式，一方面，分别调查激励因素和

制约因素对于基层公务员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对唐山市市直机

关目前正在施行的公务员管理措施对广大基层公务员的激励作用进行了测量。

从而较准确的了解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

深入研究当代激励理论，有关发达国家和地区公务员管理的具体经验、作法基

础上，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

                                                             
1 甘培强：“现代政府运作过程中基层公务员的定位和功能”， 《行政论坛》，2009 年第 1 期。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

人民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的通知，2006 年 8 月 26 日。 
3 程国平著：《经营者激励：理论、方案与机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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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为我国地级市市直机关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研究和构建提供参考。 

（二）研究中的难点 

研究的难点主要是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公务员队伍正处于转型期，人员

构成较为复杂。整个公务员队伍是由公开招考，高校选调，毕业分配，军队

转业、企事业单位调入以及其它方式录用的人员组成。同时，各单位行政隶

属不同，分管工作不同，所掌握的公权力和行政资源也不同，对于确保问卷

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研究需要大量的问卷调查和

访谈，一是要考虑问卷设计和情境化问题；二是涉及到调查员的挑选和培训

问题；三是如何实现随机抽样，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以最大限度实现研究

目的的问题。上述问题都直接关系到整个研究的成败。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研究激励的内涵、基本方式和当代激励理论，运用的

主要是文献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对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

机制概况和经验分析，采用的是文献研究法与比较分析法。 

第三部分关于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实证研究的部分主

要采用的是实证分析法。通过亲身的工作实践与访谈笔记结合问卷调查数据

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一）研究思路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深化干部人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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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1地级市市

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是中国公务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其激

励机制，科学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对广大基层公务员实施有效激励是深化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要求。 

同时，通过公务员管理实践发现，尽管近年来《公务员法》的实施进一步

规范了绩效考核、职务晋升、薪酬管理以及录用、奖惩等各项公务员管理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应当看到，我国地级市

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

问题还相当突出，需要认真研究并完善。 

为此，本文在研究当代西方激励理论与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和我国香

港、台湾地区公务员管理实践的基础上，以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为研究

对象，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探析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运行现

状及实际问题，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对策建

议。 

（二）论文结构 

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对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 

第一部分：激励的概念和相关理论。从研究激励的基本概念、功能、基

本方式以及当代激励理论入手，理清概念，熟悉理论的产生、应用以及局限

性，为整个研究做好理论铺垫。 

第二部分：外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概况和经验分析。从

研究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公务员考核、晋升、

薪酬等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入手，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和理念并进

行比较和综合。 

第三部分：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现状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

查和访谈等方式，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考察唐山市市直机关正在实施的各项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作用，以及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对基层

公务员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从而发现激励机制运行存在问题并进行分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2009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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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第四部分：完善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针对

存在问题，分别在绩效考核、职务晋升、薪酬管理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实

际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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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激励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一、激励的内涵 

（一）激励的概念 

激励，从字面讲是激发、鼓励的意思，即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心理

学上讲，激励是指由一定的刺激和激发的人的行为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动力，

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过程。而从管理学上讲，激励就是管理主体（激

励主体）通过运用某种手段和方式，让管理客体（激励客体）在心理上处于紧

张状态，积极行动起来，付出更多的智慧和精力，奋发努力，以实现管理主体

（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 

激励主要由 5 个要素组成：1.激励的主体：指施加激励的组织或个人；2.

激励的客体：指激励的对象；3.目标：指激励主体期望激励客体的行为所实现

的结果；4.激励因素，又称激励手段或激励诱导物，指那些能够导致激励客体

去工作的东西，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5.激励环境，指激励过程

所处的环境，它会影响激励的效果。1 

（二）激励的功能 

激励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有助于提高组织成员的个人素质。管理实践充分说明，任何值得奖励

的行为都是人员素质优异的表现，也是人员素质提高的证明。奖励这种行为，

相应地就是鼓励人们自觉提高这方面的素质。因此，有效的激励必然带来激励

客体个人素质的提高。 

（2）有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潜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通过研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人的潜力只能发挥 20%—30%。如

果受到充分激励，同样的人可以发挥出其潜力的 80%—90%。2可见，有效的激励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17 页。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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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充分激发人的工作热情，发挥人的潜能。 

（3）有助于提升组织成员的工作绩效。相关研究认为，人的工作绩效是工

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的乘积，用公式表示为： 

绩效=f（能力×积极性） 

因此，有效的激励能够通过提升员工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带动工作绩

效的提高。 

（4）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激励不仅直接作用于激励客体个人，

还间接影响其他的人和周围的环境。奖励优异行为，惩戒不良行为，强化了组

织成员良好的行为意识并使之成为组织成员的共识，从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组

织文化氛围。 

（三）激励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激励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1）根据激励的内容，可以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主要包括

工资、奖金以及其它物质方面的奖励等。精神激励主要包括晋升职务、职级，

记功或授予荣誉称号以及提供培训机会等。 

（2）根据激励的性质，可以分为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是指通过正面的

奖励和引导，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热情；负激励是指通过对组织成员的违法、

违规行为进行惩戒，从而鞭策组织成员努力工作。 

（3）根据激励的形式，可以分为内激励和外激励。内激励来自于激励客体

对工作活动本身的兴趣、使命意识以及完成该工作任务所带来的满足感，是一

种源于内在动机的驱动力。外激励则是指针对激励客体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

给予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酬，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4）根据激励的效用时间，可以分为短效激励和长效激励。短效激励一般

是指激励主体为实现短期目标，采取一定激励方式提升激励客体工作积极性，

其效用一般随着目标完成而降低和丧失。长效激励通常是激励主体通过一系列

系统的制度安排，使激励效用较持久的作用于激励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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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励的过程 

激励是激发人的动机所导致的行为过程。动机是一种内在力量，由外界刺

激和内在需要两种因素结合而成，是促使人们采取行动的直接原因。可见，未

满足的需要和外界刺激是激励过程的起点，需要引起动机，动机支配行为，行

为指向一定目标，如此循环往复。1其基本模式如图 1－1所示： 

    

 

图 1-1  激励的基本模式 

资料来源：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17 页。 

二、激励的基本方式 

管理过程中对人的激励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对组织成员进行责任感、使命

感教育是一种激励；领导者率先垂范，在工作中对下属给予支持并由衷赞赏其

工作成绩是一种激励；组织成员开展有益身心的精神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激励。

本文所指是将各种激励因素内化于各项管理制度中，能够长久激发员工工作热

忱与创造精神的制度性激励。主要是六个方面： 

（一）目标激励 

目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所要达到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期望标准。从某种

意义上就是人们所期望达到的成果和结果。2目标管理是一种运用非常广泛的管

理方法，其核心是强调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制定具体、可行且便于客观评价的目

标。运用系统方法，将组织的整体目标层层分解，使之转化为部门和个人能够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17 页。 
2 苏东水：《管理心理学》（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64 页。 

刺激+需要 动机 行为 目标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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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对于组织成员个体而言，目标管理设置了其所接受

的明确的个人绩效要求，有利于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当每个个体都实现了个人

目标，那么部门乃至整个组织的目标就得以实现。 

（二）工作激励 

工作激励就是要使工作本身富有激励意义。要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使整个组织更具活力，就要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作中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潜能，

从工作本身体验到工作的意义和责任，同时满足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根据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哈德曼（Richard Hackman）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雷格·奥

尔德汉姆（Greg Oldham）提出的工作特征模型分析，任何工作都可以从如下五

个方面评价其激励性： 

（1）技能多样性，即组织成员是否能够运用多样性的技艺和才能来完成工

作； 

（2）任务完整性，即工作从提出问题、明确任务到最终结束是否能作为一

个整体来完成； 

（3）价值重要性，即工作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大小； 

（4）决策自主性，即组织成员在制定工作计划和执行过程中可以有多大的

独立性和自由度； 

（5）反馈灵敏性，即组织成员能否及时准确了解自身工作绩效。1 

（三）授权激励 

授权是指领导者在肯定下属有实现工作目标的能力并具备基本相应的外部

条件时实施的权力托付。2通过授权给下属一定权力，既给员工提供了控制权，

又使员工拥有成就感，让员工在工作中体会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上级的重视

和信任有利于他们积极进取，充分施展自身才华。因而，合理授权成为激励的

重要手段之一。同时它还是工作丰富化的具体方式之一，赋予下属更大的权威

和责任，可使其充分感受到工作的意义和责任，以吸引和留住人才，特别是在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40 页。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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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部晋升机会有限时，更需要更多授权。 

（四）晋升激励 

现阶段，大部分组织的结构均为金字塔式的阶梯状结构，与其配套的职务

设置也按照权力与责任划分为不同等级，在客观上表现为组织成员个体间不同

报酬、声望和地位等差异。 

对于个体而言，晋升将带来本人地位的上升、待遇和声望的提高以及进一

步获得晋升的机会，为个人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组织成员将职务获

得提升视为组织对其工作能力和业绩的肯定与赏识，是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表

现形式，也是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标志。 

对组织而言晋升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晋升所提供的激励是一种长效

激励，能够使组织成员自觉将自身行为与组织的管理目标保持一致；二是肯定

成员为组织作出的贡献，从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三是组织成员从低级岗位晋

升到高一级岗位，以往基层的工作经验使其熟知组织的价值观和运作方式，有

助于其在新的岗位开展好相关工作，从而有利于组织的发展；四是晋升者为未

晋升者和新成员提供了发展期望，可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

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1 

（五）薪酬激励 

薪酬是组织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工作者的回报或酬劳，它与工作者的利益直

接相关，是影响甚至决定工作者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2美国马

里兰大学教授埃德温·洛克（Edwin A.Lock）曾考察了四种激励员工的方法：

金钱、目标设置、参与决策和重新设计工作以便给员工更多的挑战与责任。他

发现金钱带来的绩效提高幅度一般是 30%，目标设置为 16%，参与决策不超过 1%，

重新设计工作一般也只能提高 17%。3可见薪酬激励对于激发组织成员工作积极

性，提高工作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45 页。 
2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356 页。 
3 曹新、刘能杰：《管理是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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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奖惩激励 

奖惩是众所周知的激励手段。奖励是对与组织目标一致的优异行为的肯定；

反之，惩罚是对与组织目标不一致的不良行为的否定。1其目的就是激励和约束

组织成员的工作行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做到奖优罚劣，促进其做好本职

工作。同时，有利于对组织成员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其整体素质，提升组织的

运作效率和水平。因而对组织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当代西方激励理论 

激励理论是研究如何激发动机的理论。2自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来，西方

的管理学、心理学以及行为学方面的专家、学者从各自角度研究如何对人进行

激励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激励理论，尤其是行为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更加促进了

激励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目前较为公认的是根据这些理论的不同特征，分为内

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状态型激励理论和综合型激励理论。 

（一）内容型激励理论 

内容型激励理论是从人的需要出发，试图解释是什么因素引起、维护并指

引某些行为去实现目标这类问题。3其着重对激励的原因以及起激励作用的因素

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主要任务是研究需要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影响人们行为的

作用机理。该型理论主要包括：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阿尔德弗的存在—关

系—成长（ERG）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和赫茨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

因素理论，其中以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的理论最具代表性，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中的运用也最为广泛。 

1．需要层次理论 

美国著名行为学者、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亚伯拉罕·马斯洛（A.H.Maslow）

在对默里所著的《人格的探索》一书中列举的人类 20 多种不同的需要进行分析

归纳的基础上，于 1943 年在《人类动机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46 页。 
2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61 页。 
3 孙彤主编:《组织行为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2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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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1954 年在其著作《动机与人性》中作了进一步阐述。 

马斯洛认为，人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需要，一类是沿着生物谱系

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或生理需要；另一类是随生物

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据此，马斯洛把人类的多种需

要按其重要性和产生次序归纳、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

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1如图 1－2和表 1－1 所示。 

后来马斯洛又在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间加入了求知的需要和审美的需

要，被称为“七层次说”，但此观点并未广泛流行。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五种需要像阶梯状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次序并不完全固定； 

（2）当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就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

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相应地，未被满足的需要是行为的主要激励源，

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不再具有激励作用； 

 

5.自我实现的需要 

（胜任感、成就感） 

4.尊重的需要（自尊、他尊） 

3.社交的需要（情感、归属、友谊等） 

2.安全的需要（人身安全、职业安全等） 

1.生理的需要（衣、食、住、行、性等） 

图 1-2  马斯洛需要层次图 

资料来源：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24 页。 

 

表 1-1  需要层次、激励因素与管理策略对应表 

需要层次 
激励因素 

（追求的目标） 
管理策略 

生理的需要 
工资和奖金；各种福利；健康的
工作环境 

工资和奖金制度；医疗保健制度；合理作
息时间；创造健康的工作环境；住宅和福
利设备等 

                                                             
1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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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需要 职业或职位保障；意外事故防止 
安全生产生活条件；合理的用工制度；离
退休养老金制度以及健康和意外保险制
度等 

归属与爱 

的需要 
友谊、团体接纳和组织认同 

创建良好人际关系；协商和对话制度；工
会及其它团体活动；娱乐及教育训练制度 

尊重的需要 
名誉、地位、权力与责任；尊重
与自尊；与他人工资奖金的比较 

人事考核制度；工作称职晋升制度；奖金、
奖励、表彰制度；选拔择优的进修制度；
委员会参与制定与提合理化建议制度 

自我实现 

的需要 

能发挥自己特长的组织环境；承
担有挑战性的工作 

决策参与制度；提案制度；提倡创造性工
作；交给员工挑战性工作；破格晋升制度 

资料来源：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64 页。 

 

（3）某一需要被剥夺得越多、越缺乏，这个需要就越突出、越强烈； 

（4）五种需要可以分为高低两级，其中生理、安全和社交需要属于低一级

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是高级需要，是从外在和内在的精神方面获得满足。而且每一个层次的需要的

满足是相对的，不可能达到完全满足，越到上层，满足的程度越低； 

（5）同一时期，一个人可以同时存在几种需要，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

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只是对行为的影响减弱。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

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这种需要称为优势需要。人的行为主要受

优势需要支配。1
 

马斯洛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人的需要与行为间的关系。从人的需要

出发研究人的行为，符合人类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

该理论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目前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人类需要可以分为五

个不同类型或层次；其次，部分研究不支持，未满足的需要是行为的主要激励

源这一命题；第三，相关研究证据不支持，一个水平需要的满足激发了另一个

更高水平的需要这一观点。另外，关于需要究竟是先天产生还是后天形成，个

人的一切需要是否都合理、都应该满足等问题，仍在不断研究探索中。 

2．存在－关系－成长（ERG）理论 

存在－关系－成长理论简称 ERG 理论，是美国行为学家克莱顿·阿尔德弗

（C.Alderfer）在 1972 年出版的《生存、关系以及发展：人在组织环境中的需

                                                             
1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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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书以及其它相关著作中提出的一种关于需要和激励的理论。由于马斯洛

的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为工作组织特别开发，为此，阿尔德弗的理论试图建立一

个与组织情景有关的人类需要概念，提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即生存、相互

关系和成长。 

生存需要是指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要。只有这项最基本的需要得

到满足之后，才能谈到其他需要。大体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生理和某

些安全需要相对应。 

相互关系需要是指与其他人和睦相处、建立友谊和有所归属的需要。类似

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部分安全需要、社交需要以及部分尊重需要。 

成长的需要是指个人在事业上、前途方面的发展。成长需要的满足，表现

为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能否充分发挥自身才能，以及通过工作能否培养新的才能。

相当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和某些自我尊重的需要。1 

ERG 理论的主要观点： 

（1）某个层次的需要满足的越少，则这种需要越为人们所渴望； 

（2）较低层需要越是得到较多的满足，就越渴望能够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 

（3）如较高层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人们就会重新追求较低层次的需要； 

（4）人在特定的时期并非只有一种突出的需要。2 

ERG 理论是对马斯洛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二者都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区分，而

且是由低到高逐步发展的。但二者也有很大区别，如表 1－2所示： 

 

表 1-2  需要层次理论与 ERG 理论比较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阿尔德弗的 ERG理论 

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 

建立在满足—上升的基础上 建立在满足—上升和挫折—倒退两个方面 

每个阶段只有一个优势需要 可能有几个优势需要 

严格按层次上升，不存在越级，也不存在

后退 

可能超越需要层次，也可能下降 

人的需要是天生就有的，是内在的、下意 人的需要有与生俱来的，也有后天获得的 

                                                             
1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64 页。 
2 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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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 

资料来源：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26 页。 

 

阿尔德弗的理论克服了马斯洛理论中的某些局限，认为需要越是得不到满

足就越渴望得到满足，认为任何一种需要在任何时刻获得满足都可以产生激励

作用，特别是他针对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层级间“满足—上升”发展模式

的同时，提出了“挫折—倒退”的逆向模式，是对激励理论的重大贡献。目前，

ERG理论并未建立起实证检验。但相关研究认为该理论比需要层次理论的支持度

高，在描述人类行为时更具有灵活性。 

3．成就需要理论 

成就需要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 McCelland）于

20世纪 60年代提出的。他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种：权力需要、情谊需要和成就需

要。 

权力需要是一种想直接影响和控制别人的欲望；情谊需要是指人们对良好

人际关系与真挚深厚情感与友谊的追求；成就需要是一种人们追求卓越、争取

成功的内驱力。1 

麦克利兰认为，这三种需要不仅可以并存，而且可以同时发挥激励作用。

只是在不同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强度组合，从而形成每个人独特的需要结构，影

响人的追求与行为。同时，具有高度成就需要的人不仅可以自我激励，而且对

组织的发展有重要作用。2 

虽然麦克利兰在研究工具（TAT投射心理测验）预测效度问题以及需要获得

的解释方面一直备受批评和质疑，但其理论价值显而易见。作为管理者应当善

于培养员工的成就意识，鼓励并引导员工树立崇高而现实的目标，引导他们的

自我实现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4．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 

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简称双因素理论，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赫茨

伯格（Frederick Herzberg）在 1959 年出版的专著《工作的激励因素中》首次

提出，并在其后出版的《工作与人性》及《再一次，你如何激励职工》等著作

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1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第 331 页。 
2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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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茨伯格的理论观点主要源自他和同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对美国匹兹堡

市 203 名工程师和会计师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造成员工不满意的因素往往

是由外界的工作环境产生的，主要是政策、行政管理、上下级关系等因素。这

些因素即使改善，也不能使员工感到非常满意，而不能充分激发其积极性。这

类因素称之为“保健因素”。使员工感到非常满意的因素是与工作内容相关，主

要是工作富有成就感，工作成绩能得到社会认可，工作本身具有挑战性等。这

类因素的改善，往往能激发员工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有助于充分、有效、持久

的调动工作积极性。这类因素称为“激励因素”。1 

赫茨伯格创造性的提出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

不满意。并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同时，

激励因素也有保健作用，保健因素也具有激励作用。因此，管理者既要注意保

健因素，防止员工产生不满情绪，又要善于把保健因素转化为激励因素。 

尽管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由于调查对象类型单一，调查手段简单，缺乏

信度的可靠性以及理论模型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但该理论还是丰富了人们对工

作激励的理解，也为管理者更好的激励员工提供了新思路，同样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过程型激励理论是在内容型激励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程型激励理

论较为全面地阐述和解释了行为是如何被引发，如何向一定方向发展，如何持

续及终止的全过程，同时探讨了需要是如何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以产生某种行

为。2着重研究从动机产生到采取行动的心理过程，主要是人如何作出不同行为

的选择，人是如何看待激励过程的，并强调以外在目标对人进行激励。该型理

论主要包括：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洛克的目标设置理论和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全称期望机率模式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弗鲁姆

（V.H.Vroom）在 1964 年出版的《工作与激励》一书中首次提出。该理论主要

研究期望与目标之间的关系。 

                                                             
1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第 330 页。 

2 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1 页。 



第一章 激励的概论及相关理论 

850 
 

弗鲁姆认为，人总是期望满足一定的需要和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反

过来对于激发一个人的动机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个激发力量（Motivation）

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效价（Valence）和期望值（Expectancy）。1 

该理论的基本公式：激发力量=效价×期望值（M=V×E） 

激发力量即激励程度，是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人潜能的强度和持

续程度；2效价也称目标价值，是指某项工作或一个目标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

值；期望值也称期望机率，是根据一个人的经验判断一定的行为能够导致某种

结果和满足需要的概率，其值介于 0—1之间。3 

弗鲁姆还提出关于人的期望关系模式，如图 1－3所示： 

 

 

 

图 1-3  人的期望关系模式图 

资料来源：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32 页。 

根据期望理论，人之所以努力工作，是因为他觉得这种工作行为可以达到

某种结果，而这种结果对他有足够的价值。 

弗鲁姆的期望理论试图预测个体在一项或多项任务中的努力，但人们对努

力的含义缺少一致性的看法。作为过程型理论，该理论没有具体指出对于特定

条件下的特定个体，哪些结果是相关的。造成各个研究者都试图用自己的方法

解决问题，而没有使用一个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该理论也忽略了习惯

性行为和下意识动机。但该理论比较准确的反映了工作动机与激励的基本规律，

对于管理者设定工作目标，实行绩效管理，制定奖惩制度以及如何运用人们的

期望值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方面提供了很多启示。同时，该理论也是激励理论中

应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 

2．目标设置理论 

目标设置理论最早是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艾德温·洛克（Edwin 

A.Lock）于 1968年提出的。洛克及其同事在大量实验研究和现场实验基础上发

现大多数激励因素都是通过目标影响工作动机的。重视并尽可能设置合适的目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1—32页。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1—32页。 
3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69 页。 

  个人努力   工作绩效   组织奖励                   个人需要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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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激发动机的重要过程。如图 1－4所示。 

 

图 1-4  目标设置理论基本模式图 

资料来源：余兴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33 页。 

 

目标难度是指目标设置要有一定挑战性，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实现；目标的

明确性是指目标导向必须是具体的，可以测定的；绩效就是目标的效果，是由

目标的难度和目标的明确性组成的。而且这种绩效是在目标导向行为与目标完

成行为循环交替的运行中取得的。1
 

洛克等人的研究表明：明确、具体、具有一定难度的而又为员工所接受和

认可的目标，具有的激励作用最大。但由于目标设置本身非常复杂，操作不当

反而会引起员工的不满和挫折感，其局限性决定了该理论并非适用于任何领域。
2在利用目标进行管理时，一是要让全体员工了解组织目标和个人具体目标以及

评价标准；二是为员工提供参与制定和实现目标的各种机会；三是要对目标的

实施进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同时还要对有关目标进程不断的对员工进行

反馈；最后还要将目标完成效果与奖惩明确联系起来。 

3．强化理论 

强化理论又称行为修正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布尔赫斯·斯金

纳（Burrhrs F.Skinner）以及赫西、布兰查德等人于 1956年提出的一种理论。   

所谓强化，指的是对一种行为肯定或否定的后果（奖励或惩罚），在一定程

度上会决定这种行为在今后是否会重复发生。强化的方式可分为三种，即正强

化（肯定、奖赏）、负强化（否定、惩罚)和消退强化（不理睬不良行为）。3 

强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正强化趋向于重复发生，受到负强化趋向于

减少发生。激励员工奖励往往比惩罚有效，因此要以正强化为主，并针对不同

                                                             
1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3 页。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3—34页。 
3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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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强化物和强化手段。1反馈是强化的一种重要方式，要让

员工及时了解行为的后果。同时，奖赏应当具有时效性以使某种行为及时得到

正强化，否则难以起到应有的强化效果。 

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和弗鲁姆的期望理论均强调行为与行为产生的结果之间

联系的重要性，但期望理论主要涉及的是主观判断等内部心理过程，而强化理

论则主要讨论刺激和行为的关系。尽管强化理论较多的强调外部因素或环境刺

激对行为的影响，而对于人的内在因素和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但该理论有助

于管理者深入理解人们的行为并加以引导，对于人事管理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状态型激励理论 

状态型激励理论是从需要的满足与否或状态来研究激励问题的。重点研究

公平与否和挫折对人行为的具体影响，以寻求最大限度的减少和消除它们带来

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2状态型激励理论主要有公平理论和挫折理

论。 

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于 1963

年、1965 年相继发表的《对于公平的理解》和《在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两篇

论文中提出的。 

公平理论提出，人的工作态度和积极性不仅受到所得的绝对报酬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其所得的相对报酬的影响。当人们感到公平时一般不会特别兴奋或

激动。但当发现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之比高于他人时，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

和不满情绪，产生改变付出、试图改变结果、改变自我认知、改变参照对象和

公开不满、被动忍耐或离职等行为。该理论强调公平对激励效果及人们行为的

重大影响，要求组织尽可能以公平的方式对待每一个成员，并让每一个成员真

正感受到公平。同时，还要积极引导成员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公平，树立有效率

和促进组织发展的公平观。3 

公平理论不是一个全面的理论，更多的是强调个体对获得结果的评价和反

                                                             
1 萧鸣政，《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第 334 页。 
2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71 页。 
3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71－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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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过程。但其通过强调社会比较过程和不公平知觉结果的重要性，进一步深化

了人们对激励的认识。 

2．挫折理论 

挫折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挫折是指个体实现目标的努力

遭受阻碍后导致其需要和动机不能满足时的情绪状态。1挫折理论主要揭示人的

动机行为受阻而未能满足需要时的心理状态，并由此而导致的行为表现，力求

采取措施将消极性行为转化为积极性、建设性行为。 

对于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对待挫折员工的有效方式，化消极因素

为积极因素。主要方法包括：提高员工的自信心以提升其挫折容忍力；帮助受

挫员工分析挫折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消极影响；采取宽容的态度，理

解和关心受挫员工，使其感受组织的温暖；采取心理咨询和心理疗法，帮助受

挫员工树立正确的挫折观，全面认识自己，修订不切实际的目标等。 

（四）综合型激励理论 

综合型激励理论是试图将各种激励理论归纳起来，把内外激励因素都考虑

进去，克服各个激励理论的片面性，从系统的角度解释人的行为的激励过程。2这

类理论以美国学者波特尔和劳勒激励过程模式以及罗伯特·豪斯和迪尔的综合

激励公式最为著名。 

1．波特尔—劳勒激励过程模式 

波特尔（L.W.Portor）和劳勒（E.E.Lawler）的综合激励模式是于 1968年

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试图将行为主义激励理论的外在激励和认知

派激励理论的内在激励综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综合型激励模式。3 

在这一模式中，波特尔和劳勒将激励过程看成是外部刺激、个体内在条件、

行为表现、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激励导致努力，努力产生绩效，

绩效带来满足是这一过程的主线。如图 1－5所示。 

 

 

                                                             
1 “挫折理论”，《百度百科网站》，2010 年 6 月 10日。 

http://baike.baidu.com/73410.htm。 
2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72 页。 
3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37 页。 

http://baike.baidu.com/73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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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波特尔—劳勒激励过程模式图 

资料来源：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3 页。 

 

波特尔—劳勒对弗鲁姆的期望模型进行了扩展和细化。他们同意弗鲁姆的

观点，员工努力共同决定于员工对某些结果的效价和期望值。但波特尔和劳勒

强调，努力并不一定产生绩效。绩效源于个人努力程度，能力与素质以及对所

承担角色的理解程度。后两者对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模型认为组织成

员感知报酬是否公平，主要来自成员对自身工作绩效的主观评估。另外，模型

指出一个工作绩效可能为成员提供内在和外在两种奖酬。而且认为直接由工作

绩效产生的内在奖酬比由组织管理的外在奖酬更利于产生良好绩效。1 

尽管由于研究只采用横截面检验，而没有采用追踪研究，可能高估模型效

度以及模型概念的局限性为一些研究者所诟病，但这个模型还是为管理者在组

织背景下分析和理解激励条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同时强调了组织如何理

性批判评估自身的报酬政策，并为此提供了指导。 

2．豪斯—迪尔综合激励公式 

美国学者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和迪尔（Dell）所提出的综合激

励模式是将各类激励理论综合起来，把内外激励因素都归纳进该模式。2用公式

                                                             
1 莱曼·波特、格雷戈里·比格利、理查德·斯蒂尔斯：《激励与工作行为》，陈学军、谢小云、顾志萍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 11－12 页。 
2 吴志华、刘晓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第 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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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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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

ejiaiaiait VEEVEVM 



 

其中 i（internal）表示内在，e（external）表示外在，t（task）表示工作任

务，a（accomplishment）表示完成。M 表示对某项工作任务的激励水平；Vit 表

示该项活动本身所提供的内在奖酬的效价，反映工作任务本身所引起的激励强

度；Eia 与 Via 分别表示对工作任务完成的期望和效价，综合反映工作任务完成所

引起的激励强度；Eej 和 Vej 分别表示工作任务完成能否导致某项外在奖酬的期望

及其效价，其乘积的代数总和与 Eia 的乘积反映了各种可能的外在奖酬所引起的

激励效果之和。即公式右边第一、二项表示内在激励，第三项表示外在激励，

三项之和代表内外激励的综合效果。 

管理者可以从改善影响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水平的各个变量入手找到激发

员工工作动机的方法或途径，对于分析激发工作动机的复杂性和提高激励水平

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激励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激励理论进行了大量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全新的

概念、研究方向和理论。包括： 

（1）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为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指

个体对自身在特定环境下执行一项任务的能力的自信。该理论认为组织成员是

根据内在（期望）和外在（环境的变化结果）激励产生行为的，同时也根据对

成功行为的自我效能信念产生行动。1 

（2）社会识别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把人们自己定义为社会分类中的成员，

然后把这些社会分类的典型特征归因于自己。一旦人们标识为某个群体或组织，

他们就倾向于做群体或组织感兴趣的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识别可以对正面和

负面的绩效结果均产生激励。2 

（3）自我决定理论（SDT）。自我决定理论是研究人类激励和个性的理论。

                                                             
1 莱曼·波特、格雷戈里·比格利、理查德·斯蒂尔斯：《激励与工作行为》， 第 95 页。 
2 莱曼·波特、格雷戈里·比格利、理查德·斯蒂尔斯：《激励与工作行为》， 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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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强调人的个性发展和行为自我调节，利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人们固有的成

长倾向和先天心理需要，依此发现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激励以及个性是如何形

成和培养的。目前已经发现：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对于人们自我激

励、个性成长具有重要作用。1 

（4）目标设置理论的发展。在个人目标导向方面，德维克（Dweck）的研

究认为人们具有学习目标导向和绩效目标导向两种导向。前者导向的个体更加

关心掌握任务，因此设置有关学习的目标；而后者导向的个体更加关注较好的

完成任务，不管掌握水平如何都设置与任务结果有关的目标。在情感与目标设

置过程的关系方面，伯恩斯坦（Brunstein）的研究认为未完成设置的目标会降

低动机和未来任务的绩效。还有的研究表明在复杂或新任务上，设置目标可能

降低绩效。2 

此外还有参照认知理论、公平启发理论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1 莱曼·波特、格雷戈里·比格利、理查德·斯蒂尔斯：《激励与工作行为》， 第 36—37 页。 
2 莱曼·波特、格雷戈里·比格利、理查德·斯蒂尔斯：《激励与工作行为》， 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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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概况和经验

分析 

激励机制作为现代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西方各国政府的

高度重视。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

化挑战，西方各国不断对公务员管理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已逐步形成科学合

理、行之有效、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激励机制。因此，尽管与西方国家的政

治体制、行政模式不同，但研究其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具体运行情况，比较分析

其制度规范，探寻共性和差异，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提高我

国公务员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公务员管

理和激励方面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故一并进行研究。 

本章主要截取公务员制度中的考核、晋升、薪酬等制度，对英国、美国、

新加坡三国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外国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一）英国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英国公务员制度建立于 19世纪中期，但没有统一的公务员法，其法律基础

是历届内阁以“枢密院令”形式发布的决定、命令及惯例。尽管如此，英国公

务员制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以适应政治环境变化和社会治理需求而不断创

新的过程，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公务员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 

1．英国公务员的考核机制 

英国公务员的考核称为业绩评估，开始于 19世纪中叶，主要对工作能力和

工作表现进行评估。 

业绩评估的形式包括日常考勤和定期考核两种。日常考勤内容主要是上、

下班情况的记录。定期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项：（1）依据公务员工作情况，

评估其工作表现；（2）依据工作表现，分析与考核其工作能力；（3）依据工作

能力与表现的考核，提出是否需要参加培训；（4）综合各方面，提出晋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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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潜力的评定。1 

业绩评估的结果作为奖励和晋升的依据。根据考核办法，以 80 分或 70 分

为晋级标准，考核内容包括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

可靠性、机敏适应、监督能力、热心情形、行为道德。以上每项均分为 A、B、C、

D、E五等。A等为“特别优异”，B等为“良好”，C等为“满意”，D等为“尚可”，

E等为“不满意”。每项各按五等加以评分后，再按考核的五等给予总评。2 

2．英国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在英国公务员制度创立初期，文官晋升主要依据其资历，一般是随着职龄

的增长，统一晋升和加薪。1870 年改革以后，“功绩制”开始逐步得以体现，是

否获得晋升取决于公务员的工作实绩和能力的大小。 

晋升一般是根据现职年限和资历与工作绩效而定。高级人员注重功绩，低

级人员注重年资。一般情况下，公务员在一个职位任职四至六年即可升任高一

级职位。升迁由各部升迁委员会进行管理，通常对所有已达升迁范围的人员进

行面试，最后根据其面试成绩及历年的考绩结果作出是否晋升的决定。 

此外英国公务员实行品位分类制度，强调的是任职于某一职位的公务员的

个人素质。但这种素质并不一定与职位的高低和职权的大小对等，形成级别与

岗位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使得公务员的任用比较灵活，可以根据

岗位职责的需要物色最佳人选，而不用过多考虑人选的资历，从而使得官员交

流、调任比较顺畅。 

3．英国公务员的薪酬机制 

英国公务员的薪酬管理一般由以下原则作为指导：（1）总体薪酬水平的确

定参照社会平均工资和零售物价水平；（2）根据职务高低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

度；（3）实行协商工资制度。3 

首先，英国公务员的薪酬水平力求与其他行业或私营部门的薪酬水平保持

大体平衡。为此，在 1956 年，英国设立了“文官工资研究所”，专门负责搜集

和提供关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与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比较的详细资料，但不对文

官工资调整提出具体意见。政府的人事管理机构，根据文官工资研究所的资料，

决定文官工资的具体调整方案。 

                                                             
1 周敏凯：《比较公务员制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67 页。 
2 李和中：《比较公务员制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年，第 95 页。 
3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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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英国公务员实行等级工资制。主要根据公务员职务和工作性质，将

工资分为若干等，每一等设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主要适用中低级文官。年终

考核后，在不同等级的幅度范围内可以增加工资。英国公务员之间的薪酬差距

很大，高低收入差距有时高达十几倍。 

最后，英国一般公务员的工资由文官事务委员会同全英惠特利理事会协商，

决定一个原则意见后，再与公务员的工会会谈后确定。工资的调整要与公务员

工会协商，一种情况是与有关工会协商，这类公务员的工资与私营部门人员工

资接近；另一种情况是全国实行统一标准，但工资调整时必须与行业协会协商

或工业机构联合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
1
 

（二）美国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的西方国家之一。从 1883年公务员制度

法（彭德尔顿法案）通过至今，美国公务员制度不断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进行着改革和完善，也越来越多的为其它国家所学习和仿效。 

1．美国公务员的考核机制 

美国公务员考核又称公务员功绩考核。始于 1883 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并

于 1887 年开始全面实行。1950年通过的《工作考绩法》废除了传统的统一考绩

制度，改由各部门在客观科学的职位分析基础上，由主管考绩的官员与被考核

者共同协商，制定考绩标准。1978 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法》制定了更为详细

和科学的公务员功绩考核制度。该法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考绩必须限于本

部门公务员直接相关的内容，各部门须依据自身的工作性质和职位内容，确定

考核标准，而不是按照笼统的考绩表评价公务员们的工作。 

考核的内容一般分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潜力两大部分。工作能力是指专业知

识能力、领导能力、管理水平、智力水平、社交能力等。工作潜力是指可以用

来评估工作人员担任更高职位的潜在能力。考核的结果作为对公务员作出奖励、

晋升、开除等人事决定的依据。2 

2．美国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美国公务员的晋升是以公务员的考绩作为主要依据并通过晋升考试来实现

                                                             
1 姜海如：《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35 页。 
2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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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883 年颁布的《彭德尔顿法案》规定，除经特别豁免之外，公务员必须经

过晋升考试才能获得提升。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晋升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委任

晋升，由行政长官通过委任的办法提升公务员的职务或职位；二是工资级别晋

升，是指公务员的工资级别在其任职时间达到一定年限，同时工作中无较大过

失的情况下可以自然晋升；三是考试晋升，分为部内考试晋升和部外考试晋升，

部内考试晋升是指允许一个部门内的公务员参加考试获得晋升机会，部外考试

晋升是允许有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参加晋升考试，成绩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晋升

机会；四是混合方法晋升，要综合考虑工龄、工作业绩、考试成绩等情况才能

获得晋升。根据美国公务员法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如果公务员个人对晋

升职务感到不公或有舞弊现象，可以向功绩保护委员会提请申诉。 

3．美国公务员的薪酬机制 

长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薪酬制度同样面临薪酬水平偏低，难以吸引

和留住人才，造成公务员的低满意度和人员流失的外部公平性问题以及薪酬与

绩效相关度低的内部公平性问题。薪酬的激励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基于上述问题，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积极推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主要从

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采用宽带薪酬以拓展公务员薪酬制度的弹性空间。20 世纪

80 年代，宽带薪酬逐步开始在联邦政府部分部门推行并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二

是施行绩效薪酬，将工作绩效与人员薪酬紧密联系，从而进一步发挥薪酬的激

励功能。 

目前，除了高级公务员以外，针对中级公务员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功绩薪

酬制已经开始推行。中级公务员的工资为年薪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基本工资，

依职务确定；二是功绩工资，由其个人的绩效水平和所属部门绩效目标的实现

情况确定。对于有杰出贡献的公务员，各部门和联邦政府将给予相应的现金奖

励。 

（三）新加坡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最早形成于 1919 年。上世纪 50 年代末自治时，新加坡

公务员队伍同样存在官僚作风严重，效能低下等问题。为此，以李光耀为首的

新加坡政府从组织结构、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时至今日，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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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政府已经成为廉洁、高效政府的代名词。 

1．新加坡公务员的考核机制 

新加坡公务员考核分为工作表现评估和潜能评估。工作表现评估主要是工

作表现质量的评估，依据完备的职位说明书和职位职责进行考核。潜能评估是

指个人工作到退休前所能胜任的最高职位。前者为公开性评估，其结果要向下

级和上级公开并直接影响个人薪酬的多寡，后者为保密性评估，作为升迁的依

据。 

新加坡公务员的考核每年进行一次，采用表格打分法。其考核制度的特点

是： 

（1）注重实绩的评估。实绩内容主要包括工作数量、质量、责任心、与公

众接触的表现、组织协调能力、决策能力、在各种压力下的反应等，每一方面

分五个等级，分别给以不同的分数，并作出总体评价，分为特出、佳好、满意、

中等下、很差五个等次。1 

（2）注重潜能的评估。主要对分析能力、想象创意能力、政治敏锐性、果

断性等方面进行评估，看重智能素质、领袖素质和绩效素质等。目的是估计公

务员长期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确定公务员需要进行培训的可能性以及为其安

排职业发展机会并为本组织机构制定人员继承计划。 

目前，新加坡采用壳牌公司的四个标准（HAIR）来评估人才潜力。H.直升

机品质（Helicoper quality），指既能够从一个更高层的有利位置看待问题，

同时也能够注意到问题的关键细节；A.分析能力（Analysis），指能够理性而严

谨地分析问题的能力；I.想象力（Imagination，），指能够创造性的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式，预见未来，开创新局面；R.现实主义（Realism），指能够考虑到实

际条件和环境，能够整合想象和现实的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实施能力。2 

（3）下级不评上级，同级之间不互评。新加坡公务员考核上级评下级，下

级不评上级，同级之间不互评。新加坡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公务员根据层级管

理原则，由上一级给下一级分配工作，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所以公务员只能

由直接上司和上司的上司进行考核。如果实行下级评议上级，则很可能造成不

讲原则、能力一般的“老好人”获得快速晋升，而真正有才学、有魄力的人反

                                                             
1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229 页。 
2 [新]梁文松，曾玉凤：《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陈晔、张世云、温平川等译，北京：中信出版

社，2010，第 245－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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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不到提升的情况。至于同事之间的互相评议也不恰当，因为同事之间只存

在竞争关系或至多是协作关系而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他

人的工作实绩和工作能力，而只有个人的直接上司才有权分配工作，并了解其

完成工作的情况及其在工作中体现的能力和素质。 

2．新加坡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新加坡早已废止了公务员晋升中注重资历的做法，看重的是工作表现和潜

能排名。综合考虑拟晋升人员的知识、经验、性格、品德和人际能力等方面，

不再考虑年龄、资历等因素。 

新加坡的公务员实行职位分类和等级制管理，由于其等级层次设置较多，

公务员晋升的空间较大。目前，新加坡的公务员共分为四等：一等为管理及专

业职位；二等为执行职位；三等为办事员职位；四等为手工职位。公务员每一

等又分若干级别并针对每一个等级，都制订有详细的晋升标准，并与工资有详

细的对应规定和操作规定。晋级严格执行按能授职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工作性

质、工作内容设置多通道，以确保所有的人员在不同的领域内得到升职和发展。 

同时，并非所有公务员都必须从最低一级做起，而是通过对公务员能力的

考核，由其素质和能力决定其适合任哪一级公务员，然后从该级公务员的第一

档开始逐级升档；若考核认为某人不适合任上一级公务员，则其晋升最多只能

到达其本级公务员的最高一档。 

最后，新加坡公务员的晋升都必须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进行，任何人包括

总理和部长都不得干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制裁。 

3．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酬机制 

新加坡确定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一个原则是：公务员工资水平不低于私人机

构的工资水平。 

新加坡从 1988年开始实行灵活工资制，将整个公务员工资分为固定和灵活

两个部分，灵活部分视具体情况可适当增减。即除了明确规定的各级各种职位

底薪（基薪）和每年加薪阶制外，还有不固定的收入，包括每月不固定工资部

分、年底不定额花红（即奖金，同国家经济发展挂钩，数额等于公务员 1－3个

月的薪金，经济发展良好则发得多，经济发展困难则发得少）等等。1其作用是

使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联，将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与国家的财

政收入相关联，以保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仍能够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公

                                                             
1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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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队伍，并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相对稳定。 

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制度独到之处在于：一是根据科学的职位分类有针对性

地制定工资表。工资结构中包含固定和浮动两部分，使工作绩效和薪酬待遇密

切相关，促进公务员自觉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公务员的工资由财政部和全国工

资理事会两家管理，保持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私营企业员工大体平衡，使公务

员的薪酬待遇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以保证外部公平。三是实行单一薪制，以工

资为主，津贴较少，便于监督和管理。四是实行高薪养廉，既保证公务员的工

资待遇优厚，也促使其本身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五是工资确定以职责为主，

实行差异化管理，职责不同工资待遇不同以实现组织内部公平。 

二、香港和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 

（一）香港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制度是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公务员制度之一，主

要是仿效英国文官制度建立并依据香港社会和经济特点历经多次变迁和改革，

特别是 1997年回归祖国后针对公务员管理架构进行的改革而日臻完善，逐步形

成了具有中西文化交汇的公务员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 

1．香港公务员的考核机制 

香港公务员的考核称为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指政府运用现代人事管理方

法，对公务员在服务期间的工作绩效、品行等作出全面评价，并以此作为公务

员晋升、奖惩、调任以及培训等的客观依据。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是指公务员完

成工作的质量和数量、效能和效率、处理问题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管理和组织

才能等。品行是指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态度。 

香港公务员的绩效评估，采用上级对下级进行评估的方法。公务员每人每

年要撰写个人工作报告，公务员的上级主管人员则每年要填写公务员工作鉴定

表，对每个公务员一年来的工作状况作出详细评价，评价涉及的项目有：公务

员的预见能力、分析能力、责任心、工作成绩、过失以及是否具备晋级条件等。

公务员撰写的报告和主管人员作出的鉴定要送部门总管过目。鉴定的结果由主

管人员在面谈时，口头传达给被鉴定人。 

香港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具体方式大致有三种：第一，撰写考绩报告。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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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评估最重要的方式，用于评估公务员在报告期内的工作表现及其行为，

并形成公务员在服务期间行为的档案，为公务员今后的晋升和加薪等提供重要

依据。第二，签署服务证书。服务证书是对所有香港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及其品

行进行评分的一种考核方式。它对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和个人行为评分，分为极

好、好、满意、一般、不满意五个等级，由每位公务员的主管人员签署。根据

有关规定，服务证书应发给每一位被考核的公务员。第三，发出推荐书。公务

员在离职后，由铨叙科将其在原单位的有关服务情况，以推荐书的形式直接向

其新雇主发出。铨叙科在发出推荐书以前，会征求有关部门意见。1 

2．香港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香港公务员的晋升主要包括增薪晋升和升级晋升两种方式。增薪晋升是一

种以年资为标准的晋升方式，即公务员凡服务满 1 年者，就可递增 1 个薪点，

直至达到薪级顶点为止。升级晋升是指公务员在职务、职类等级以及级别等方

面的晋升。香港公务员的晋级不是定期的，要等组织内部出现职位空缺时才能

递补。公务员的晋升工作由部门的审核晋升委员会主持，其成员包括主管首长、

专业人员和铨叙司的特派代表等。审核晋升委员会经筛选列出符合基本条件的

候选人名单。在遴选候选人名单时，既要看公务员的年资，又要看其工作表现，

如工作表现不理想，年资再高也不会成为竞争优势。在审核晋级人员的条件时，

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行为品德等都在考虑之列。在审核晋升委员会中，任

何人不能一个人决定，必须在全体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报公务员叙用委

员会审核。对竞争激烈的职位还要进行笔试和面试。经反复审核后才能最终确

定最佳晋升人选。2 

3．香港公务员的薪酬机制 

香港公务员的薪俸主要有三类：一是长俸公务员按五个薪级领取薪金；二

是非长俸公务员按“第一标准薪级表”支薪；三是合约公务员按合约条件支薪。

除了领取薪俸之外，香港公务员还可获得相应的津贴。津贴的种类有十余种，

如逾时工作津贴、制服津贴、膳宿津贴、临时津贴等。政府为了吸引高素质人

才加入公务员队伍，每年都要根据私营机构员工的调薪状况和公务员的年资条

件，对公务员的薪酬加以调整，以确保香港公务员薪酬的格外优厚。3在决定薪

                                                             
1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319 页。 
2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320 页。 
3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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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调整幅度时，政府会考虑下列因素：由独立的私营机构调查得出的薪酬趋势

净指标、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职方的薪酬调整

要求和公务员士气。 

（二）台湾地区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台湾地区现行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是 1928年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初

步确立的。随着 1949 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台湾当局针对台湾地区的政治、

经济形势，对其公务员制度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历经 60多年的发展，目前

已逐步规范化并走向成熟。 

1．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考核机制 

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考核称为考绩，是对公务员工作期间的成绩及其操行、

学识、才能等的考核。考绩结果直接与公务员的加薪、晋级挂钩，并作为其晋

升考察的参考依据。 

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考绩分为定期考绩、平时考绩、另予考绩和专案考绩四

种。 

（1）定期考绩。台湾地区公务员的定期考绩包括总考与年终考绩两种形式。

总考要三年才进行一次。年终考绩是对各级公务员任现职一年工作的考核，主

要对其工作、操行、学识、才能予以评分。其中工作分为：质量、时效、方法、

主动、负责、勤勉、协调、研究、创造、便民十细目。操行分为：忠诚、廉政、

性情、好尚四细目。学识分为：学验、见解、进修三细目。才能分为：表达、

实践、体能三细目。1工作占考绩分数的 50%；操行占考绩分数的 20%；学识及才

能各占考绩分数的 15%。2考绩总分为 100 分，分甲（80 分以上）、乙（70—80

分）、丙（60—70分）、丁（60分以下）四等。3 

（2）平时考绩。台湾当局除对公务员进行定期考绩之外，还要对公务员进

行平时考绩，主要包括工作、操行、学识、才能四项，各细目与年终考核一致。

平时考绩的结果作为年终考绩的依据。 

                                                             
1 蔡良行：《人事行政学—论现行考铨制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第 370 页。 
2 台湾当局：《公务人员考绩法施行细则》，2007 年 10 月 30 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bb9e1616866fb84ae45c8de8.html。 
3
 台湾当局：《公务员人员考绩法》，2007 年 3 月 3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c8ffbb05bed5b9f3f90f1cef.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bb9e1616866fb84ae45c8de8.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c8ffbb05bed5b9f3f90f1c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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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平时考绩的奖励分为嘉奖、记功、记大功三种；惩处分为申诫、记

过、记大过三类。公务员的奖惩功过可以进行折算，折算标准为：嘉奖三次作

为记功一次，记功三次作为记大功一次。申诫三次作为记过一次，记过三次作

为记大过一次。在年终考绩时，计成绩而增减总分。嘉奖或申诫一次者，年终

考绩时增减总分一分；记功、记过一次者，增减总分三分；记大功、大过者，

增减总分九分。增加分数后总分超过一百分者，仍以一百分计算。平时考绩的

奖惩可以互相抵消，无抵消而累积达两大过者，年终考绩应列为丁等；除依规

定抵消或免职者外，曾记两大功者，年终考绩不得列乙等以下，曾记一大功者，

年终年绩不得列丙等以下，曾记一大过者，年终考绩不得列乙等以上。
1
 

（3）另予考绩与专案考绩。另予考绩，是指对任职不满一年，但已达六个

月的公务员的考绩。考绩结果同样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列甲等者给予相

当于一个月俸额的奖金；列乙等者给予相当于半个月俸额的奖金；列丙等者不

予奖励；列丁等者被免职。2另予考绩除不考虑是否应予升级以外，其奖励与处

罚和年终考绩一致。 

专案考绩，是指各官等人员有重大功过时，随时办理的考绩。专案考绩若

一次记两大功者，视同于考绩列甲等；若考绩一次记两大过者，则予以免职；

专案考绩不得与平时考绩功过相抵消。3 

2．台湾地区公务员的晋升机制 

台湾地区公务员晋升称为升迁，主要指升任较高职务；由非主管职务升任

或迁调主管职务；迁调其他有关职务三种情形。一般需要参加晋升官等考试，

并本着功绩制原则评定是否升迁。 

根据台湾《公务人员升迁法》，台湾各机关处理升迁事宜时，一般应组织甄

审委员会，对于本机关或他机关具有该职务任用资格之人员进行甄别和审查。

主要关注拟升迁人员品德及忠诚，并依拟升任职务所需知识和能力，就考试、

学历、职务历练、训练、进修、年资、考绩(成)、奖惩及发展潜能等项目，订

定标准，评定分数，可以视拟升任职务的职责程度及业务性质，对具有基层服

务年资或持有职业证照者酌予加分。必要时，还要举行面试或测验。如果是升

任主管职务，还应当评价其是否具备领导能力。同时该法还规定了，除规定不

得办理升迁的情况外，有以下情形且具备升任职务任用资格者可免经甄审优先

                                                             
1 蔡良行：《人事行政学—论现行考铨制度》，第 371页。 
2 蔡良行：《人事行政学—论现行考铨制度》，第 378页。 
3 蔡良行：《人事行政学—论现行考铨制度》，第 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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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任：一是最近三年内曾获颁勋章、功绩奖章、楷模奖章或专业奖章者；二是

最近三年内经一次记二大功办理项目考绩(成)有案者；三是最近三年内曾当选

模范公务人员者；四是曾获颁公务人员杰出贡献奖者；五是经考试及格分发，

先以较所具资格为低之职务任用者。1以及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直接由本机关人员

迁调的，充分体现了台湾公务人员晋升中的功绩制原则和灵活性。 

3．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薪酬机制 

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薪酬称为俸给。公务员的俸给制度遵循“同工同酬、计

值给俸”的原则，并实行俸点制，即公务员薪俸的高低以“点”表示，而非直

接体现为具体货币额，再根据俸点按规定比例折算成通用货币。 

台湾地区公务员的俸给由本俸、年功俸和加给三部分构成。 

（1）本俸。指公务人员按官等、职等的高低应领取的基本俸给。本俸共设

14个职等 64级，每个级下再设俸点。官等不同，本俸级别也不同。 

（2）年功俸。指根据考绩晋升高于本职等或官等的最高等本俸的工资，最

高限额为本官等或高一职等的本俸。达到本职等或本官等最高级别的公务员，

如不能调升较高职务或职等，就只能晋升年功俸。 

（3）加给。即津贴，是指因职务种类、性质与服务地区的不同而另加的工

资。共分三种：一是职务加给，适用于主管人员或职责繁重或工作具有危险性

者；二是技术或专业加给，适用于技术或专业人员；三是地域加给，适用于服

务边远或特殊地区与国外者。2 

公务员的俸给确定是与其考绩紧密联系。一般情况下，只要公务员能完成

其职务范围内的额定工作，即获得相应级别的本俸。若考试及格和考绩获得晋

级、升等、升任的资格，即可按晋升职级、职等提高本俸或增加年功俸。 

台湾地区公务员的俸给支出额度是依据台湾当年财政预算统列情况，再考

虑两大因素后决定：一是由“行政院人事局”对民营企业薪资水平进行调查，

得出民营企业的平均薪资水平；二是根据现实的物价指数和居民收入的变动幅

度作出判断，确定本年度公务员薪酬的具体水平。 

                                                             
1 台湾当局：《公务人员升迁法》，2000 年 5 月 17 日。 

http://wenku.baidu. com/view/24a43a4df7ec 4afe04a1df67.html。 
2 刘厚金：《中外公务员制度概论》，第 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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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公务激励机制的经验 

通过对上述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

机制的比较分析和研究，重点了解其在绩效考核、职务晋升以及薪酬管理等方

面的异同以及其在各自公务员激励实践中取得的效果。对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

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其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运作有法可依 

上述三国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注重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法制化。考核、

晋升、薪酬等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核心制度很多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方

面提高了相关制度的规范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强了制度的约束力和严肃性，使

各种制度的实施不至流于形式，做到公务员管理有法可依。如美国的《文官改

革法》、《工资改革法》、《考绩法》，台湾地区的《公务人员考绩法》及其实施细

则，《公务人员升迁法》、《公务人员俸给法》等等。 

同时，法律条款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如台湾地区的《公务人员考绩法

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 ：公务人员年终考绩，综合其工作、操行、学识、才能

四项予以评分。其中工作占考绩分数的百分之五十；操行占考绩分数的百分之

二十；学识及才能各占考绩分数的百分之十五。再如该法第四条规定了获得甲

等（最优）评价的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特殊条件和一般条件。例如其一般条件第

六条规定：全年无迟到、早退或旷职记录，且事、病假合计未超过五日者。1这

些条款明确而具体，弱化了人的主观因素，可直接运用于实际工作。 

相比之下我国《公务员法》及其它涉及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法规比较少，

同时也较为宏观。以依照《公务员法》出台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为例。

《规定》要求：公务员考核评为优秀等次的条件之一是公务员思想政治素质高，

而评为称职等次对应的条件是公务员思想政治素质较高。2很明显，如何区分思

想政治素质高和较高，只能依赖于考核人员的主观理解。因此，我们应当在加

强公务员管理制度立法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其在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性。 

                                                             
1 台湾当局：《公务人员考绩法施行细则》，2007 年 10 月 30 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bb9e1616866fb84ae45c8de8.html。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2007 年 1 月 4 日。 

http://wenku.baidu.com/view/bb9e1616866fb84ae45c8d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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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设计科学合理 

上述国家和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在绩效考核方面，普

遍提出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估体制，尤其是用量化的、外部的、事后的评估体

制取代传统的由自我规制实体进行的以信任为基础的评估体制，重点对公务员

的行为结果和工作能力进行考核；在晋升方面，既考查拟晋升对象的实际工作

业绩，又注重对其工作能力，甚至是潜在能力进行评估；在工资报酬方面，既

按照职务、年资等发放固定薪水，也提出采取灵活的薪金奖励措施等等。均充

分体现了制度设计的科学化。 

同时，在公务员管理的晋升、薪酬、奖励等相关环节，均严格遵循功绩制

原则。以客观、量化、全面、科学的考核制度为基础，各管理制度相互作用，

彼此依存，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管理和激励系统。而各管理制度缺乏系统性，正

是目前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运行不畅的关键症结之一。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研

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一些具体制度安排

和作法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具体表现为： 

1．考核制度方面 

（1）考核标准量化。如英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务员考核均根

据不同的考核细目采用分级打分制，使考核结果量化，便于进行比较和综合。

如台湾地区公务员考核，考绩总分为 100分， 并根据各细目打分汇总后的分数

划分考核等次为甲（80 分以上）、乙（70—80分）、丙（60—70分）、丁（60分

以下）四个等次。 

（2）考核实绩与考核能力并重。如新加坡公务员的考核包括工作数量、质

量、责任心、与公众接触的表现、组织协调能力、决策能力、在各种压力下的

反应等。台湾地区公务员的考核包括工作、操行、学识、才能等项目。其中既

包括工作数量、质量等指标以体现实际工作成果，同时也包含组织协调能力、

表达能力、决策能力等指标以体现实际工作能力的差异。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客

观的衡量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水平。 

特别是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除对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测试外，还注重公务

员潜在能力的考量，用以评估公务员担任更高级职务的潜在能力。使考核中的

能力导向进一步得以凸显，从而激励公务员自主学习并接受相关培训以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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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素质。同时，也可减少职务晋升中出现的彼得效应。 

（3）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地区公务员除进

行定期考绩外，还要进行平时考绩。考绩内容与年度定期考绩内容一致，同样

包括工作、操行、学识、才能四项及其分属的 20条细目。其优点在于平时考绩

的功过可以相抵，在年终考绩时，计成绩而增减总分。并规定无抵消而平时考

绩累积达两大过者，年终考绩应列为丁等；累计两大功者，年终考绩不得列乙

等以下等等。使对公务员的考核贯穿始终，促使其注重平时工作表现。特别是

能够鞭策日常工作犯有过失的人员努力工作，以将功补过。 

2．晋升制度方面 

（1）科学分类、有效管理。职位的稀缺性决定了必须施行科学的职位分类

和管理，才能充分发挥晋升的激励作用。以新加坡为例。在公务员管理过程中，

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和内容设置多通道以确保所有人员在不同领域内获得晋升和

发展。同时实行等级制管理，由于等级层次设置较多，从而保证公务员拥有较

大的晋升空间，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2）鼓励竞争、择优任用。无论是通过考试晋升，还是以工作表现和潜能

排名获得提升。公务员若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好的职业发展，只有凭借自身

工作业绩以及能力和素质，而不仅仅是凭资历，甚至是凭关系获得。因而能有

效激励公务员自觉做好本职工作，自觉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质。同时，施行部内

与部外晋升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公务员系统内部和各职类间的界限，更

有利于工作能力强、业绩良好的公务员脱颖而出，通过竞争获得提升。 

（3）程序透明，客观公平。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公务员职务晋升方面均有明

确的标准。以台湾地区为例。公务员晋升需考察其是否具备拟任职务所需的知

识能力，并就考试、学历、职务历练、年资、考绩(成)、奖惩及发展潜能等项

目，订定标准，评定分数。同时，晋升程序公开、透明。在公告拟晋升职务的

空缺、条件，资格审查，接受考试或面试到最终确认人选等各个环节全程接受

相关组织的相互监督、审查和把关。特别如新加坡等国，在确认晋升人选后还

要对未被录取晋升的申请人说明未被录取的理由。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程序弱化

了行政首长个人意志对公务员晋升的影响，最大限度的降低任人唯亲、徇私舞

弊现象的发生。此外，公务员在晋升方面享有充分救济。如美国等国家的相关

法律规定，如果公务员个人对晋升职务感到不公或存在舞弊现象，可以向相关

委员会提请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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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薪酬制度方面 

（1）公务员薪酬整体水平较高。在制定公务员薪酬政策时，充分考察和参

照社会平均工资和零售物价水平，力求公务员薪酬水平与其他行业或私营部门

的薪酬水平大体保持平衡。新加坡等国更是明确提出，公务员工资水平不低于

私人机构的工资水平，确保公务员享有较为优厚的薪酬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吸

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2）公务员薪酬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新加坡公务员月薪中的

不固定收入，年底不定额花红等薪酬措施，旨在将公务员整体薪酬与国家和地

区经济发展进行挂钩，经济发展迅速则所发薪水较多，反之则较少以激励公务

员努力工作。 

（3）重视个人绩效差异。只关注整体收入水平，而不承认个人绩效和能力

差异，薪酬激励的功能只发挥了一半，阻碍了优秀个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

发挥。美国实行的宽带薪酬和绩效工资，虽然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问题。但

不失为解决目前公务员薪酬与绩效相关度较低问题的有益尝试。 

（三）公务员激励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 

在不确定和变化的环境中，当前成就无法确保未来生存。即便当初的既定

原则、政策和实践是正确的，静态管理最终也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滞和衰退。1因

此，尽管上述各国和地区公务员管理制度及其形成的激励机制效果良好，但并

未阻止其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而持续学习、持续创新、不断变革的脚步。 

以美国为例，继 1978年《公务员制度改革法》对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制度

进行了重大改革外，又历经卡特总统、里根总统、老布什总统及克林顿总统、

小布什总统等任期，美国公务员制度始终能够根据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变化，通过制定计划与目标，有步骤、有层次、循序渐进地不断实施变革

和合理创新。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加强公务员道德规范建设，健全公务员职位

分类制度，确立服务导向的崭新理念以及借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和方法。 

英国自 80年代以来虽几经执政党轮替，但对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从未间断。

先后开展了“公民宪章”和“政府现代化”等改革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

                                                             
1  [新]梁文松、曾玉凤：《动态治理—新加坡政府的经验》，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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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当代英国公务员制度改革注重组织和个人的能力建设，引入人力资源管理

的最新理念和技术，不断加大对员工培训开发的投入并且科学合理的开展职业

生涯规划管理。在具体措施方面，提出实施全新的高潜力发展计划以使最有能

力的绩效完成者尽快达到且迅速适应高级职位；同时，采用全新的绩效管理方

法，为公务员进一步改善绩效提供支持。 

上述具体管理措施和思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但最主要的是借鉴上

述各国和地区为适应外界发展变化以持续学习、有效执行和不断变革为核心的

动态的、权变的管理理念。没有一个制度或方法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即

使这个制度或方法在某个时期是最有效的，也终究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失效。

公务员激励机制也是如此，需要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发现问题，不断

创新方法和思路，运用动态管理的理念，应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才能有效

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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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本研究以唐山市市直机关

部分基层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激励因素

和制约因素对公务员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以及目前实施的公务员管理措施

对于公务员所起的激励作用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

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有效构建相应层级公务员激励机制提供实证

依据和参考。 

一、研究设计和实施 

（一）研究目的和方法 

此次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运行效

果，分析存在问题并探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机制的途径。因此，本文分别

从政府层面的公务员管理的各项具体措施以及公务员个体受激励因素和制约因

素的影响两方面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整个研究分三部分：一是目前实施的公务

员管理措施对研究对象所起的激励作用如何；二是研究制约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即当前实际工作中存在哪些因素制约了研究对象的工作积极性及其影响程度如

何；三是研究激励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即研究何种因素对于研究对象具有激励

作用及其重要程度如何。第一、二部分的分析结果用以考察当前激励机制的运

行情况及存在问题，第三部分的分析结果用以探索改进激励机制的方向。 

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无结构访谈法及文献研究的方法。 

（二）研究步骤 

首先进行的是文献研究。主要对当代西方激励理论以及英国、美国、新加

坡三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公务员激励机制进行研究，详见本文第一、二章。

其次是问卷的设计和发放。此次研究先后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第一次为开放

式问卷，选取了具有不同年龄、性别、职务及受教育程度的 30名研究对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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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别详细列举出能够激励其努力工作，提高工作积极性的激励因素以及在目

前实际工作中制约其工作积极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为整个研究收集了第一手信

息，同时开启了对基层公务员激励问题更加理性的思考。第二次问卷则是根据

第一次问卷的结果，结合激励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等相关文献，采用李克特尺

度自行设计表格式问卷。分别测量激励因素、制约因素对研究对象的重要程度

和影响程度以及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对研究对象所起的激励作用。在正式发放

问卷前，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用并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了修改。第三是对问卷数据

进行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和综合实现研究目的。此外，为克服调

查研究存在的对事物理解和解释不够深入的固有弱点，同时提高整个研究的效

度。研究也采用了实地研究中的无结构访谈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的深度访谈贯

穿问卷设计和数据分析的全过程。整个调查研究历时近 3个月。 

（三）调查问卷设计和调查的实施 

本项研究调查问卷设计和调查的实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开放式问卷设计。该问卷共设置两道题目，具体内容详见附录 A。目

的是研究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对于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和影响程

度。收集到的激励因素与制约因素经过分类和整理，作为第二次问卷设计的依

据。 

（2）表格式问卷设计。该问卷根据西方激励理论，公务员激励已有研究成

果的相关文献，工作特征模型，唐山市公务员管理的相关文件和规定以及对研

究对象进行的无结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结果进行设计，并针对唐山市市直机

关基层公务员的特点进行了情景化和操作化。整个问卷分为 4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归纳总结出的 5个维度，共 24条激励因素对于基层公务员激

励的重要程度进行测量。具体因素如下： 

与管理者(领导)有关的因素: 

○1 领导与下属有效沟通 

○2 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 

○3 领导者作风优良，才干出众 

与被管理者（个人）有关的因素: 

○1 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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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待遇 

○3 较多培训和学习机会 

○4 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5 良好的工作绩效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 

○6 工作得到领导及服务对象的肯定和赞赏 

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 

○1 在安排工作、制定计划等方面拥有较高自主权 

○2 能够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3 工作目标明确而具体 

○4 工作对个人能力素质要求较高，完成工作需要运用多种技能 

○5 工作能够及时获得反馈 

○6 岗位职责明确，个人能够感受到工作的责任 

与工作环境有关的因素: 

○1 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齐备 

○2 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 

与组织有关的因素： 

○1 完善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规程 

○2 监督和惩戒机制 

○3 科学、客观的评测个人工作绩效、素质和能力 

○4 组织的社会地位 

○5 思想政治教育 

○6 树立优秀典型和榜样 

○7 组织对成员奖罚分明，一视同仁 

第二部分是对归纳总结出的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正在实施的 14 项公务员管

理措施的激励作用进行测量。具体措施如下： 

○1 工资福利  

○2 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  

○3 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  

○4 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  

○5 连续五年考核称职，晋升级别 

○6 竞争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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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治理论学习和开展的相关思想教育活动  

○8 全市及本部门组织的在职学习和培训  

○9 年终目标奖  

○10文明处室、文明机关评选  

○11嘉奖、记功及授予个人荣誉称号 

○12群众民主评议 

○13全市及本部门组织开展的精神文化活动 

○14针对公务员工作作风的明察暗访  

第三部分是对归纳总结出影响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工作的 15条

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测量。具体因素如下： 

○1 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  

○2 薪酬无法完全体现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  

○3 职务晋升缓慢  

○4 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  

○5 工作对能力和素质要求较低，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6 人员跨部门、跨单位流动性差  

○7 对个体能力和绩效缺乏客观科学的评测  

○8 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与晋升、奖励不成正比  

○9 领导对下属缺乏理解和尊重  

○10个人对获得良好职业发展前景期望值较低  

○11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  

○12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误解  

○13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不明确  

○14工作缺乏自主权  

○15“负面榜样”（感觉工作绩效和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获得比自己更好的职业

发展）  

第四部分是关于被测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男、女）、年龄段（30

岁以下、31—35岁、36—40岁、41—45岁、46—50 岁、51岁以上）、编制（公

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职务（科长、主任科员、副科长、副主任科员、

科员）、学历（高中/中专及以下、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工作

单位所属系统（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录用方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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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招考、选调生招考、企/事业单位调入、军队转业、毕业分配、其它）。具体

详见附录 B。 

表格式问卷问题排序：第一部分是对激励因素重要程度的测量，目的是测

量激励因素对被测样本的重要程度，同时使被测样本对于激励概念有一基本认

识；第二部分，基于被测样本对激励概念有了基本认识后，测量目前实施的公

务员管理措施的激励作用；第三部分测量实际工作中制约因素对于被测样本的

影响程度，同时与第一、二部分的测量进行对比分析，互相验证和校核。由于

被测对象个人的背景资料是研究中最主要的自变量，同时部分内容涉及比较敏

感的个人信息，故将其作为最后的部分。 

（3）问卷的发放和回收。开放式问卷由笔者本人亲自到现场发放和收集，

共发放问卷 30 份，回收 30 份。表格式问卷的发放和收集则是本人和 9 名调查

员共同完成。9 名调查员包括 5 男、4 女，平均年龄不到 35 岁，其中 8 人为唐

山市市直机关 2004 年面向社会招考的公务员，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4 人为

在读研究生。同时，经过集中培训，使调查员充分理解调查研究的内容、目的

和方法。调查资料的收集采用自填问卷法中的个别发送法，共发放问卷 313份，

回收问卷 301份，回收率 96.17%，其中有效问卷 288 份，有效率 95.68%。 

二、调查样本的选择及基本情况 

（一）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的基本情况 

截止 2011年底，唐山市市直机关各部门基层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人

员）共计 6350人，分属党（中共）委、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

体 6 个系统。依照职务划分：正科级 1865 人，其中领导职务 1248 人，非领导

职务 617 人；副科级 1373人，其中领导职务 761人，非领导职务 612 人；科员

3112人。按照学历层次划分，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193 人，约占总人数的 3.04%，

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 4 人，硕士学位的 117 人，约占总人数的 1.91% ；具有大

学本科学历的 3636人，约占总人数的 57.26%，其中获得学士学位的 930人，约

占总人数的 14.65%；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 1958 人，约占总人数的 30.83%；具

有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 563人，约占总人数的 8.87%。按照年龄段划分：35岁

以下的 1575 人，约占总人数的 24.80%；36—40 岁的 1225 人，约占总人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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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41—45 岁的 999 人，约占总人数的 15.73%；46—50 岁的 1080 人，约

占总人数的 17.01%；51岁及以上的 1471人，约占总人数的 23.17%。1 

（二）调查样本的选择 

本次调查的开放式问卷部分选取了具有不同年龄、性别、职务及受教育程

度的 30 名研究对象，特别是有针对性的选取了部分资历深、学历水平和思维水

平较高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基层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尽量使收集的信息较为

准确和客观。 

本次调查的表格式问卷发放，涉及市直机关 6个系统中的 38个单位。包括

党委系统中的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直机关党工委、市委

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台办、市委老干部局、市委党校、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

府系统中的市政府办公厅、市发改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农牧局、市招商局、市计生委、市外侨办、市统计局、市法制办、市旅

游局、市供销社、市地震局、市体育局；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中的民盟唐

山市委机关、民建唐山市委机关、农工党唐山市委机关、九三学社唐山市委机

关及市工商联机关；群众团体系统中的共青团唐山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

文联、市残联、市侨联、市红十字会、市贸促会。此外还包括唐山市人大和政

协机关等。 

调查样本的选择主要采用概率抽样中的整群抽样方法。但实际调查中由于

公务员群体的特殊性及整个研究的成本限制，部分单位未能完全实现整群抽样。

调查研究充分考虑了研究对象所处年龄段、职务、受教育水平等不同层次，并

参照不同层次在研究对象总体中的比例进行了控制和平衡，以此来提高样本的

整体代表性。 

此外，调查未包括已列入“科级干部职务调整”的公务员（指按照地方有

关规定，具有副科或正科级领导及非领导职务，男性年满 55 岁，女性年满 52

岁的公务员，虽未满退休年龄而提前离开一线工作岗位的情况）。同时，此次调

查也未包括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公务员，以及公安、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 

                                                             
1 数据来源：中共唐山市委组织部 2011 年公务员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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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共有 301 名唐山市市直机关的基层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

人员）填写了表格式问卷，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288 份。有效样本的基本情

况见表 3－1 及图 3－1 至 3－4： 

 

 

表 3-1  有效样本情况统计表 

有 

效 

样 

本 

 

2 

8 

8 

人 

年龄 ≤30 岁 31-35 岁 36-40 岁 41-45 岁 45-50 岁 ≥51 岁 

人数 32 84 69 52 38 13 

学历 
高中/中专 

及以下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其它 

人数 46 68 163 11 0 

职务 办事员 科员 副主任科员 副科长 主任科员 科长 

人数 0 73 36 63 37 79 

录用 

方式 
公开招考 

选调生 

招考 

企/事业 

调入 
军队转业 

毕业 

分配 
其它 

人数 63 51 44 39 59 32 

 

 

 



第三章  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880 
 

11%

29%

24%

18%

13%
5%

30岁以下  11%

31-35岁   29%

36-40岁   24%

41-45岁   18%

45-50岁   13%

51岁以上   5%

图 3-1  有效样本年龄构成情况图 

 

16%

24%
56%

4% 高中/中专及以下  16%

大学专科        24%

大学本科        56%

研究生及以上     4%

图 3-2  有效样本学历构成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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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3%22%

13%

25%

科长       27%

主任科员   13%

副科长     22%

副主任科员  13%

科员       25%

图 3-3 有效样本职务层次构成图 

 

22%

18%

15%
14%

20%

11%

公开招考        22%

选调生招考      18%

企/事业单位调入  15%

军队转业        14%

毕业分配        20%

其它            11%

图 3-4 有效样本录用方式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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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对回收的 288 份有效问卷采集的数据，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19 软

件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

励作用分析 

1．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总体分析 

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按均值降序进行排列。统计结果如表 3

－2所示。 

 

表 3-2 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统计分析 

      描述统计量（按均值由高到低排序） 

公务员管理措施 
N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工资福利 288 3.8646 .05734 .97301 .947 

年终目标奖 288 3.5208 .05650 .95887 .919 

竞争上岗 288 3.4375 .05509 .93495 .874 

嘉奖、记功及授予个人荣誉称号 288 3.4097 .05583 .94749 .898 

五年考核称职晋升级别 288 3.1910 .05527 .93797 .880 

针对公务员工作作风的明察暗访 288 3.0521 .05502 .93372 .872 

群众民主评议 288 2.9792 .05520 .93681 .878 

文明科室和文明机关评选 288 2.9514 .05601 .95055 .904 

全市及本部门组织的在职学习和培训 288 2.9271 .05223 .88634 .786 

公开选拔副县级干部 288 2.8368 .06312 1.07121 1.147 

政治理论学习和开展的相关思想教育活

动 

288 2.7535 .04813 .81684 .667 

全市及本部门组织开展的精神文化活动 288 2.7188 .04822 .81838 .670 

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 288 2.7118 .05893 1.00014 1.000 

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 288 2.6632 .04091 .69425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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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统计量（按均值由高到低排序） 

公务员管理措施 
N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工资福利 288 3.8646 .05734 .97301 .947 

年终目标奖 288 3.5208 .05650 .95887 .919 

竞争上岗 288 3.4375 .05509 .93495 .874 

嘉奖、记功及授予个人荣誉称号 288 3.4097 .05583 .94749 .898 

五年考核称职晋升级别 288 3.1910 .05527 .93797 .880 

针对公务员工作作风的明察暗访 288 3.0521 .05502 .93372 .872 

群众民主评议 288 2.9792 .05520 .93681 .878 

文明科室和文明机关评选 288 2.9514 .05601 .95055 .904 

全市及本部门组织的在职学习和培训 288 2.9271 .05223 .88634 .786 

公开选拔副县级干部 288 2.8368 .06312 1.07121 1.147 

政治理论学习和开展的相关思想教育活

动 

288 2.7535 .04813 .81684 .667 

全市及本部门组织开展的精神文化活动 288 2.7188 .04822 .81838 .670 

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 288 2.7118 .05893 1.00014 1.000 

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 288 2.6632 .04091 .69425 .482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288     

★：各项管理措施的激励作用赋值：非常有效=5；比较有效=4；一般=3；效果不大=2；几乎无效=1 

 

由表 3-2可见，被测的全部 14项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均值均未超过 4，

超过 3 的仅为 6项。其中，工资福利均值最高，为 3.8646,而科及科以下干部年

度考核均值垫底，仅为 2.6632。由此可知，唐山市目前实施的公务员管理措施

整体上对其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作用不强，不能有效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2．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分组比较分析 

根据基层公务员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录用方式，分别利用SPSS软件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采用LSD（最小显著性差异）法进行多重比较检验，对样本中不

同年龄段，不同录用方式等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作用进行对比分析。 

（1）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样本激励作用比较分析。 

通过对总体样本中，年龄为 30 岁以下，31-35 岁，36-40 岁，41-45 岁，46-50

岁以及 51 岁以上的样本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不同年龄段样本对于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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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激励作用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结果如表 3-3 及图 3-5 所示。 

表 3-3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样本激励作用多重比较分析 

各项管理措施激励作用均值 

LSD 

(I) 年龄 (J) 年龄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30岁以下 31--35岁 .17021 .11347 .135 -.0531 .3936 

36--40岁 .22365 .11682 .057 -.0063 .4536 

41--45岁 .25572
*
 .12272 .038 .0142 .4973 

46--50岁 .38832
*
 .13105 .003 .1304 .6463 

51岁以上 .46899
*
 .17964 .010 .1154 .8226 

31--35岁 30岁以下 -.17021 .11347 .135 -.3936 .0531 

36--40岁 .05344 .08874 .548 -.1212 .2281 

41--45岁 .08551 .09638 .376 -.1042 .2752 

46--50岁 .21811
*
 .10678 .042 .0079 .4283 

51岁以上 .29878 .16279 .067 -.0217 .6192 

36--40岁 30岁以下 -.22365 .11682 .057 -.4536 .0063 

31--35岁 -.05344 .08874 .548 -.2281 .1212 

41--45岁 .03207 .10030 .749 -.1654 .2295 

46--50岁 .16467 .11034 .137 -.0525 .3819 

51岁以上 .24534 .16514 .138 -.0797 .5704 

41--45岁 30岁以下 -.25572
*
 .12272 .038 -.4973 -.0142 

31--35岁 -.08551 .09638 .376 -.2752 .1042 

36--40岁 -.03207 .10030 .749 -.2295 .1654 

46--50岁 .13260 .11657 .256 -.0969 .3621 

51岁以上 .21327 .16937 .209 -.1201 .5467 

表 3-3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样本激励作用多重比较分析（续表） 

(I) 年龄 (J) 年龄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46--50岁 30岁以下 -.38832
*
 .13105 .003 -.6463 -.1304 

31--35岁 -.21811
*
 .10678 .042 -.4283 -.0079 

36--40岁 -.16467 .11034 .137 -.3819 .0525 

41--45岁 -.13260 .11657 .256 -.3621 .0969 

51岁以上 .08067 .17550 .646 -.2648 .4261 

51岁以上 30岁以下 -.46899
*
 .17964 .010 -.8226 -.1154 

31--35岁 -.29878 .16279 .067 -.6192 .0217 

36--40岁 -.24534 .16514 .138 -.5704 .0797 

41--45岁 -.21327 .16937 .209 -.5467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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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0岁 -.08067 .17550 .646 -.4261 .2648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图 3-5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样本激励作用比较 

 

由表 3-3 可知，对于公务员管理措施的激励作用，30 岁以下的样本分别与

41-45 岁，46-50岁和 51岁及以上样本存在显著性差异。31-35岁样本与 46-50

岁样本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唐山市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市直

机关基层公务员所起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即管理措施并不完全适用于各个年

龄段的公务员。另由图 3-5 可知，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的整体激励作用有限且

激励效用大体随公务员年龄增长而降低。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年龄段样

本激励作用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C。 

（2）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的样本激励作用比较分析。 

对总体样本中，公务员录用方式分别为公开招考、选调生招考、企/事业单

位调入、军队转业、毕业分配、其它方式的样本，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作用均值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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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表3-4及图3-6所示。 

表 3-4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作用多重比较分析 

各项管理措施激励作用均值 

LSD 

(I) 录用方式 (J) 录用方式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公开招考 选调生招考 -.18909 .10302 .067 -.3919 .0137 

企事业单位调入 -.01317 .10746 .903 -.2247 .1984 

军队转业 -.18379 .11144 .100 -.4031 .0356 

毕业分配 .11331 .09909 .254 -.0817 .3084 

其它 -.01572 .11873 .895 -.2494 .2180 

选调生招考 公开招考 .18909 .10302 .067 -.0137 .3919 

企事业单位调入 .17593 .11253 .119 -.0456 .3974 

军队转业 .00531 .11634 .964 -.2237 .2343 

毕业分配 .30241
*
 .10457 .004 .0966 .5083 

其它 .17337 .12334 .161 -.0694 .4162 

企事业单位调入 公开招考 .01317 .10746 .903 -.1984 .2247 

选调生招考 -.17593 .11253 .119 -.3974 .0456 

军队转业 -.17062 .12029 .157 -.4074 .0662 

毕业分配 .12648 .10894 .247 -.0880 .3409 

其它 -.00256 .12707 .984 -.2527 .2476 

军队转业 公开招考 .18379 .11144 .100 -.0356 .4031 

选调生招考 -.00531 .11634 .964 -.2343 .2237 

企事业单位调入 .17062 .12029 .157 -.0662 .4074 

毕业分配 .29710
*
 .11287 .009 .0749 .5193 

其它 .16806 .13045 .199 -.0887 .4248 

 

表 3-4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作用多重比较分析（续表） 

(I) 录用方式 (J) 录用方式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毕业分配 公开招考 -.11331 .09909 .254 -.3084 .0817 

选调生招考 -.30241
*
 .10457 .004 -.5083 -.0966 

企事业单位调入 -.12648 .10894 .247 -.3409 .0880 

军队转业 -.29710
*
 .11287 .009 -.5193 -.0749 

其它 -.12904 .12008 .283 -.3654 .1073 

其它 公开招考 .01572 .11873 .895 -.2180 .2494 

选调生招考 -.17337 .12334 .161 -.4162 .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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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调入 .00256 .12707 .984 -.2476 .2527 

军队转业 -.16806 .13045 .199 -.4248 .0887 

毕业分配 .12904 .12008 .283 -.1073 .3654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图 3-6  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作用比较 

由表 3-4 可知，对于公务员管理措施的激励作用，以毕业分配方式录用的

样本分别与选调生招考，军队转业方式录用的样本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唐山

市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的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所起的激励作用

存在差异，即管理措施不能有效激励以各个方式录用的公务员。另由图 3-6 可

知，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就整体而言，对公务员群体激励作用有限，其中对于

以毕业分配方式录用的公务员激励作用最低，对公开招考、企/事业单位调入及

其它方式录用的公务员激励作用相对稍高，而对选调生招考和军队转业方式录

用的公务员激励作用相对最高。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

作用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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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项制约因素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影响程度

分析 

1．制约因素影响程度分析 

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按均值降序进行排列。统计结果如表 3

－5 所示。 

 

表 3-5  制约因素影响程度统计分析 

      描述统计量（按均值由高到低排序） 

制约因素 
N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 288 4.1146 .05007 .84972 .722 

职务晋升缓慢 288 4.0972 .05174 .87807 .771 

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 288 4.0208 .05387 .91422 .836 

薪酬无法完全体现个人能力和工作

实绩 
288 3.9965 .05028 .85335 .728 

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与晋升、奖励

相关度差 
288 3.9271 .05106 .86647 .751 

领导对下属缺乏理解和尊重 288 3.8090 .05212 .88443 .782 

人员跨部门、跨单位流动性差 288 3.7326 .05416 .91905 .845 

对个体能力和绩效缺乏客观科学的

评测 
288 3.6667 .04919 .83478 .697 

个人对职业发展前景难以预期 288 3.6319 .04756 .80717 .652 

工作对能力和素质要求较低感受不

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288 3.5694 .05350 .90798 .824 

“负面榜样”（工作能力和实绩不如

自己的人获得比自己更好的职业发

展） 

288 3.5312 .06102 1.03547 1.072 

 
 

表 3-5  制约因素影响程度统计分析（续表） 

制约因素 
N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不明确 288 3.4479 .05007 .84972 .722 

工作缺乏自主权 288 3.3472 .04935 .83745 .701 

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 288 3.2951 .06337 1.07540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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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误解 288 3.0104 .06014 1.02064 1.042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288     

 

由表 3-5 可见，全部 15 项被测因素影响程度的均值均超过 3。可见，被测

制约因素对于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均具有一定影响。其

中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职务晋升缓慢、工资福利待遇较低 3项均值超过 4，

说明对于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影响程度较大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晋升困难以及

薪酬水平偏低等来自基层公务员对个人职业发展以及薪酬待遇方面的不满。此

外，薪酬无法完全体现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等因素也对被测样本工作积极性影

响较大，表明基层公务员认为不能根据个体能力和工作实绩的差异进行管理，

难以体现公平也是制约其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同时，个别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误解两项因

素影响程度均值分别为 3.2951，3.0104。说明尽管由于公务员队伍中的个别分

子腐化堕落，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而导致公务员群体不被公众所理解，

甚至被一些群众不加区分的指认为贪官污吏。但相对于个人职业发展受限等因

素并未严重影响到工作积极性。 

各项制约因素对不同年龄段样本影响程度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E；各项

制约因素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影响程度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F。 

（三）各项激励因素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重要程度

分析 

1．激励因素重要程度分析 

通过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按均值降序进行排列。统计结果如表 3

－6所示。 

 

 

表 3-6  激励因素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描述统计量（按均值由高到低排序） 

激励因素 N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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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量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统计量 

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 288 4.4097 .03930 .66692 .445 

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 288 4.3958 .04329 .73460 .540 

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待遇 
288 4.3750 .04108 .69718 .486 

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288 4.3715 .04249 .72113 .520 

工作得到领导和服务对象的肯定和赞赏 
288 4.3090 .04079 .69216 .479 

良好的工作业绩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 
288 4.2674 .04322 .73350 .538 

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 288 4.2257 .04540 .77038 .593 

领导与下属有效沟通 288 4.2049 .04245 .72032 .519 

能够感受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288 4.1181 .04844 .82214 .676 

领导作风优良，才干出众 288 4.0937 .04673 .79298 .629 

组织对成员赏罚分明，一视同仁 288 4.0660 .05061 .85895 .738 

科学客观的评价个人工作绩效、能力和素质 
288 4.0243 .05026 .85301 .728 

较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288 4.0104 .04330 .73482 .540 

岗位职责明确，个人能够感受到工作的责任 
288 4.0069 .04588 .77860 .606 

工作目标明确具体 288 3.9965 .04441 .75361 .568 

在安排工作和制定计划方面拥有较高自主权 
288 3.8576 .04416 .74936 .562 

完善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规程 288 3.8542 .05087 .86325 .745 

工作能够及时获得反馈 
288 3.8507 .04777 .81060 .657 

工作对个人能力素质要求较高，完成工作需要

运用多种技能 

288 3.7188 .04772 .80982 .656 

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齐全 
288 3.6806 .05000 .84847 .720 

监督和惩戒 
288 3.6493 .05201 .88262 .779 

组织的社会地位 
288 3.6250 .04913 .83374 .695 

思想政治教育 288 3.3472 .05403 .91689 .841 

树立优秀典型和榜样 
288 3.2708 .05146 .87329 .763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288     

★ ：各项激励因素重要程度赋值：非常重要=5；比较重要=4；一般=3；比较不重要=2；完全不重要=1 

由表 3-6 可见，上述 24 项激励因素重要程度均值均超过 3，对于激励被测

样本工作积极性均有影响，但均值最大值为 4.4097（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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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全力支持），最小值为 3.2708（树立优秀典型和榜样），可见各激励因素对

于激励被测样本的重要程度有很大差异。其中均值超过 4的有 14项，包括管理

者维度的全部 3 个因素：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领导与下属

有效沟通；领导者作风优良才干出众。分列总均数排名的第 1、8、10位；包括

被管理者维度的全部 6个因素: 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较高的工资收入和

较好的福利待遇；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工作得到领导和服务对象的肯定和

赞赏；良好的工作业绩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较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分列总

均数排名的第 2、3、4、5、6、13 位；工作本身维度及组织维度各有 2 项，分

别是工作维度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个人能够感受工作的责任分列总均数排名

的第 9 和 14位；组织维度的组织对成员赏罚分明一视同仁；科学客观的评测个

人工作绩效、素质和能力，分列总均数排名的第 11、12位；工作环境维度中有

1项，为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列总均数排名的第 7位。可见，被测样本

认为，上述 14项激励因素对其非常重要，其中领导关怀、职务晋升、较好的薪

酬待遇等方面尤为重要。而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齐全；监督和惩戒；组

织的社会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优秀典型和榜样等因素的均值排名分列整

个 24 项激励因素的后 5名，相比上述 14项因素重要程度较低。 

各项激励因素对不同年龄段样本的重要程度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G；各

项激励因素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的重要程度逐项比较分析，详见附录 H。 

（四）表格式问卷测量的信度分析 

通过 SPSS软件，分别对问卷中关于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对唐山市市直机关

基层公务员激励作用测量的部分，各项制约因素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

影响程度测量的部分，各项激励因素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重要程度测

量的部分以及问卷总体进行信度分析。分别如表 3-7、表 3-8、表 3-9、表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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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测量内部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863 .866 14 

 

表 3-8  制约因素影响程度测量内部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884 .886 15 

 
表 3-9  激励因素重要程度测量内部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933 .933 24 

 

表 3-10  问卷总体测量内部信度分析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 项数 

.919 .922 53 

 

可见，对于管理措施激励作用的测量以及制约因素影响程度的测量部分，

0.8<α<0.9，证明两部分测量内在信度均可以接受；对于激励因素重要程度的测

量部分，α>0.9，证明该部分测量内在信度很高；总体问卷信度测量，α>0.9，说

明问卷总体测量信度很高，测量评估结果可信。 

四、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分析 

（一）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唐山市市直机关目前正在施行的公务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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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就整体而言对其基层公务员激励作用较差，其激励机制运行存在问题不言

而喻。由于满足人的需要是激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研究唐山市市直机关

基层公务员激励问题，可以从该群体内在需要入手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从某种

意义上说，激励因素之所以成为激励因素，代表其正是激励客体所关注和渴望

得到满足的需要；而制约因素之所以成为制约因素，代表其阻碍了激励客体相

关需要得到满足。为此将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因素重要程度分析结

果与当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影响程度分析结果按照重要和影响程度均

值各取前六项进行对比，分析该群体有哪些处于主导地位的优势需要渴望得到

满足而没有满足。对比结果如表 3－11所示： 

 

表 3-11  激励因素重要程度及制约因素影响程度对比分析 

激励因素 制约因素 

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 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 

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 职务晋升缓慢 

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待遇 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 

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薪酬无法完全体现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 

工作得到领导和服务对象的肯定和赞赏 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与晋升、奖励相关度差 

良好的工作业绩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 领导对下属缺乏理解和尊重 

 

由表 3-11可见，二者对比存在如下几层对应关系：一是激励因素中的领导

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对应制约因素中的领导对下属缺乏理解和

尊重；二是激励因素中的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对应制约因素中的职务

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以及职务晋升缓慢；三是激励因素中的较高的工资收入和 

较好的福利待遇，对应制约因素中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四是激励因素中

的良好的工作业绩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对应制约因素中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绩

效与晋升、奖励相关度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对应关系得出结论：目前

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优势需要主要在职务晋升、薪酬提高、职业发展体

现功绩制和能力导向以及领导的重视等方面。同时，这些优势需要没有能够得

到有效满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基层公务员渴望获得职务晋升，相对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由个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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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和工作实绩决定其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等优势需要长期得不到有效满

足，从而导致激励机制的助长作用不明显，无法有效激发广大基层公务员的工

作积极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致弱作用，抑制了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由前述分析可知，造成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助长作用

不强，甚至出现致弱作用的现状，主要是公务员管理在考核、晋升、薪酬等环

节存在问题，不能对基层公务员优势需要给予有效回应。以下结合无结构访谈

的结果，对当前公务员考核、晋升、薪酬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分析。 

1．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1）考核标准操作性差。根据《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公务员年度考

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但各等次划分的标准

和条件比较笼统，不具备操作性。以评定优秀等次和称职等次的条件为例进行

对比，如表 3－12所示。 

 

表 3-12  考核优秀和称职等次所须条件对比分析 

考核优秀等次所须条件 考核称职等次所须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 1.思想政治素质较高 

2.精通业务，工作能力强 2.熟悉业务，工作能力较强 

3.工作责任心强，勤勉尽责，工作作风好 3.工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工作作风好 

4.工作实绩突出 4.能够完成本职工作 

5.清正廉洁 5.廉洁自律 

 

由表 3-12可知，被考核者思想政治素质高或较高，精通或熟悉业务，清正

廉洁或廉洁自律等在实际考核工作中，特别是对于科及科以下的基层公务员考

核而言根本无法区分，只能根据考核者的主观理解生搬硬套，依此考核出的等

次结果必然难以令人信服，也根本不能作为晋升和奖励的依据。 

（2）考核内容不全面。《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

以公务员的职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全面考核德、能、勤、

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德，是指思想政治素质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表现；能，是指履行职责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勤，是指完成

工作的数量、质量、效率和所产生的效益；廉是指廉洁自律等方面的表现。1 但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200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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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考核标准难以认定，为方便进行考核工作，针对科及科以

下公务员考核往往只关注工作的完成情况，对于德、能等其它方面考核没有落

到实处，也无从下手。因而考核客观上没有对公务员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衡量。 

（3）考核结果区分度不高。考核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名额是按单位人员比例

分配的。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公务员考核优秀等次人数，一般掌

握在本机关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以内，最多不超过百分

之二十。1特别是某些人员少的机关，优秀名额甚至可能只有一个，从而造成其

余大部分公务员都集中在称职这一等次。而客观上即便同为称职等次，公务员

个人在工作能力和实绩方面也存在差异，甚至是显著差异。不能有效区分个体

能力和工作绩效，久而久之会使平时工作非常努力但没有被评为优秀等次的公

务员工作积极性受挫。 

（4）考核方式不合理。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

普遍遵循下列程序：首先被考核公务员按照岗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述职；

其次，由其他同事以投票形式进行考核，所投选票如表 3－13所示。 

 

表 3-13  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年度考核民主测评票 

      考核等次 

姓名 
优  秀 称  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李 XX      

张 XX     

孙  X     

请在相应的表格内打 v 

 

最后，根据投票结果由分管领导在其《公务员年度考核登记表》上签署意

见，确定考核等次并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存档。从某种意义上说，考核等次是由

同事投票共同决定的，即考核变成了选举，参与投票的同事成为了考核的主体。

由于考核评价标准没有操作性，除直接领导外，其他同事对于被考核人一年来

的工作情况以及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素质缺乏了解，只能凭主观的个人好恶进行

评价。如此考核或形成“你好我好大家好”、“轮流坐庄”皆大欢喜的局面，或

成为某些人泄私愤、打击报复的有利武器，不但无法衡量一个公务员完成工作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200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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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坏、能力的高低，反而可能引发内部矛盾，不利于团结。同时，作为考核

对象的科长或直接领导，无法根据考核对象的实际工作表现和能力对考核结果

施加影响，也不利于其在日常工作中进行有效的管理。 

此外，目前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是将科长、主任科员、副科长、副

主任科员以及科员不加区分的放在一起考核，考核等次的确定也是统筹安排。

这种作法忽视了各层级公务员工作岗位和职责的差异。试想一个科员和一个科

长，职务不同、职责不同、开展工作的方式也不同，但要按照一个标准进行考

核并划分考核等次显然是不科学的。在实际考核工作中，特别是优秀名额较少

的单位，普遍存在不同层级公务员互相侵占评优权利的问题。 

（5）平时考核普遍缺失。《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规定：公务员的考核

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平时考核重点考核公

务员完成日常工作任务、阶段工作目标情况以及出勤情况，可以采取被考核人

填写工作总结、专项工作检查、考勤等方式进行，由主管领导予以审核评价。1但

在目前实际工作中，各部门普遍对平时考核重视不够，甚至很多单位不进行最

基本的考勤。尽管组织部门专门为每一名公务员配发了日常考核手册，但接受

我访谈的 20余名科长，无一人检查过下属的日常考核手册，更谈不上给予评价。

平时考核名存实亡，也根本谈不上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和基础。 

通过对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公务员考核方面存在问题具体分析不难发现，

目前施行的考核制度及相关方法，根本无法有效区分公务员个人能力的高低、

工作绩效的优劣以及是否适应当前或者更高层次的工作岗位。基于这个原因，

目前实施的公务员考核无法满足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希望由个人能

力水平和工作实绩决定其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的优势需要。因此也可以理解，

科及科以下公务员考核在所有管理措施激励作用数据分析中均值仅为 2.6632，

排名垫底的原因。 

2．职务晋升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有以下几种情况影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 

（1）职数限制。由于各机关组织结构均呈金字塔式阶梯状结构，职阶越高

职位越少。一旦职数已满，除非有关部门核准本单位增加职数，否则只能等待

职位出缺才有可能获得晋升。而等待时间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公务员的工作

积极性和整个职业发展。以唐山市某民主党派机关一名同志为例，该同志 2004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200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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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公开招考到该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因为工作认真踏实，得到领导和同事

的一致认可。但由于该单位科（副科）级领导（非领导）职数满额。因此，该

同志至今还是科员职务。类似的情况，仅在 2004年唐山市市直机关公务员招考

中面向社会招考的 31 名公务员中，就有 4例。 

（2）部门行政首长更换频繁。以唐山市某局为例，该局局长自 2006 年至

今已更换了四任。由于每一位新任职的领导，都需要一段时间（时间的长短由

领导自行决定）对下属进行了解和观察，然后才有可能考虑人事安排。但由于

每位领导在任时间都不长，没有来得及考虑下属的晋升问题就离任。因此，尽

管该局在领导职数和非领导（副主任科员及以上）职数上有空额，但在数年间

仍无一人获得晋升。其中包括 3名 2004 年公开招考的公务员，其职务 7年来也

一直还是科员。 

（3）部门行政首长的个人考虑。在访谈中发现，某些部门行政首长认为一

旦职数用尽，就不能体现自己的领导权威，不能有效的“激励”下属；某些部

门行政首长认为提拔干部会导致同事之间的竞争，可能影响集体的团结，同时

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还有的领导通过与自身职业发展对照，认为

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的职务不应该晋升的太快。基于上述考虑，一些单

位在本部门并不缺乏领导职数和非领导（副主任科员及以上）职数前提下，数

年不进行干部的选拔和晋升。 

上述三种情况是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职务得不到晋升或晋升缓

慢的主要原因。其中第一种情况反映了目前基层公务员渴望获得职务晋升与实

际工作中领导和非领导（副主任科员及以上）职务职数设置较少之间的矛盾。

后两种情况则反映了部门行政首长在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工作中所起的决定作

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公务员职务能否获得晋升完全由部门行政首长即“一

把手”决定，也从一个侧面较好的解释了在激励因素重要程度排序中领导因素

占据首位的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年龄的问题。在实际干部晋升工作中，片面强调年龄

的情况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往往年龄超过一定阶段，组织就不再考虑晋升其

职务，同时也丧失了参加各种选拔性竞争的资格。如图 3－7、图 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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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7 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对不同年龄段公务员激励作用分析  

 

 

 

    图 3-8  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对不同年龄段公务员激励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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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和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两项管理措施的激励

作用，随年龄递减，特别是从 41-45 岁年龄段后激励作用开始大幅递减，说明

在实际公务员职务晋升管理中，存在以年龄划“断”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释

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希望尽快获得职务提升的原因，否则年龄偏大后更难

以发展。 

此外，目前实行的竞争上岗均由各部门各自组织和进行，更容易受部门行

政首长主观意识影响，也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由于目前的考核制度不 

能有效区分公务员能力和工作实绩，加之缺乏建立在科学工作分析基础上的具

体评价指标体系和职位说明。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重资历、不重能力，重理论、

不重实绩，甚至是凭路子、走关系，不能保证将业务能力强，工作绩效好，作

风正派与岗位能力要求匹配最佳的公务员选拔到相关岗位上。 

综上所述，对于基层公务员晋升的影响主要来自职务体系的职数设置，各

部门行政首长的主观意识以及公务员个人是否具有年龄优势，均没有考虑公务

员个人能力、素质以及工作实绩，与基层公务员希望获得职务晋升以及由个人

能力和工作绩效决定职务晋升的优势需要相违背，未能有效发挥职务晋升所产

生的激励作用。 

3．薪酬方面存在的问题 

薪酬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薪酬水平总体偏低。近年来，唐山市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442.4亿元，同比增长 11.7%。全部财

政收入由上年的 439亿元跃升到 555.5 亿元，同比增长 11.7%，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1785 元和 9460 元，分别增长 11.4%和 13.8%。
1但自 2007年 1月实行新的工资制度以来，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工资增幅

不大，整体水平不高。以 2004年公开招考进入市直机关现任副科级领导或非领

导职务的公务员为例，这些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进入公务员队伍近 7 年，任现

职时间平均也有 3 年的基层公务员，目前每月扣除各种保险及公积金后，实际

能拿到的薪水不足 2900 元。这个数字远低于本地区如唐山钢铁集团等大型国有

企业中基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与一般私营企业基层管理人员比较，也没有

任何优势。 

可见，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薪酬整体水平与本地区其他行业相

                                                             
1 唐山市市长陈国鹰：《唐山市 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2012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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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层级的管理人员相比没有竞争力。特别是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制度取消后，

基层公务员同样面临购房、子女教育、老人就医等实际问题，薪酬水平过低必

然制约公务员发挥工作积极性。因此，在制约因素影响程度数据分析中，工资

福利待遇相对较低成为继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以及职务晋升缓慢之后，对

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工作积极性最具影响力的制约因素。 

二是薪酬水平主要取决于职务和级别的高低。唐山市市直机关公务员工资

除公安干警等少数人员有特殊岗位津贴外，其余人的薪水都是由职务工资、级

别工资、生活补贴和工作津贴四部分组成。职务工资、生活补贴和工作津贴都

随职务晋升而增加。级别工资按照《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累计两年被确

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定级别对应工资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累计五

年被确定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所任职务对应级别范围内晋升一个级别。1如前所

述，目前实行的考核制度难以有效区分公务员能力和绩效水平的高低，职务晋

升也更多的是以资历而非以能力和绩效为导向。因此，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

层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与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关系不大。  

三是年终奖金平均发放。或许是基于便于操作的考虑，或许是对于考核失

效的无奈之举。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对于目标考核奖等年终奖金均采用按照单

位编制人数进行平均发放的形式，即大家得到的奖金数额相同。可见，奖金的

发放也与公务员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无关。 

理想的薪酬制度应当具备三项功能。一是使薪酬水平具有市场竞争力，以

吸引才干之士；二是确保组织内部公平，做到员工同工同酬；三是奖励优良的

工作业绩，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2以此观点看，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

员薪酬制度均不具备上述三项功能。因而，不能有效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

极性。 

（二）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影响机理分析 

公务员考核，晋升，薪酬管理是公务员激励机制的核心环节，一旦出现问

题，必然影响激励机制运行效果。首先，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考核

的最大缺陷在于不能有效区分公务员能力和绩效水平的高低，导致不能根据公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的通知，2007 年 1 月 4 日。 
2 余兴安等：《激励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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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个人能力和绩效高低进行晋升和薪酬管理。按照强化理论，公务员个人能

力和绩效不能带来个人职业发展和薪酬提升得到了不断强化，导致公务员工作

积极性降低。其次，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晋升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受多

种因素影响，基层公务员晋升空间有限，晋升缓慢。按照期望理论，公务员对

于晋升的效价很高，但对于通过提升个人绩效和能力而获得较快晋升的期望值

较低，也不能产生较高的激励作用。同时，按照 ERG 理论，公务员渴望获得晋

升的成长需要长期受挫，则转为更加追求薪酬水平等较低层次的需要。三是唐

山市市直基层公务员薪酬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在于既不能体现外部公平，又不

能体现内部公平。根据公平理论，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报酬低于其他群体或个人，

必然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通过改变付出等行为，对工作积极性产

生负面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造成当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

制助长作用不强，而致弱作用却比较凸显的现状。 

同时，上述问题也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等其它管理措施和方法不能

有效发挥应有激励作用的重要原因。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唐山市一直重视对

市直机关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先后组织全体公务员深入学习科学发

展观，党的十七大相关会议精神及省、市相关会议精神，相继开展了“效率年”、

“争当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务员”、“创先争优、对标赶超”等活动。但由于其没

有建立在基层公务员内在优势需要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了空洞的说教，

没有产生应有的激励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广大基层公务员的抵触情

绪，成为了一种负担。在公务员管理措施激励作用测量中，政治理论学习和开

展的相关思想教育活动在 14 项管理措施中列倒数第 4 位，激励作用均值仅为

2.7535，而在激励因素重要程度排名中，思想政治教育在全部 24项因素中列倒

数第 2 位，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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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善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对策

建议 

公务员激励机制问题不是一个单项或几个具体制度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

涉及组织管理各方面的系统问题，需要统筹考虑，其健全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

所能实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在

实际运行中助长作用不强，而致弱作用却比较凸显，不但不能有效激发广大基

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主要

原因在于公务员管理过程中考核，晋升，薪酬等环节没有充分考虑基层公务员

实际的优势需要。因此对目前公务员考核，晋升，薪酬等制度和具体措施进行

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基层公务员具体需求，是完善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重要

途径。 

为此，本着遵循激励理论，借鉴国内外公务员管理实践的有益经验，结合

中国国情，以适当满足基层公务员当前优势需要为出发点的基本思路，本着从

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不做大而全的理论阐述，只针对绩效考核、职

务晋升以及薪酬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有一定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现状。 

一、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公务员考核的意义 

针对当前组织人事部门对基层公务员考核工作重视不够，各级领导干部对

考核认识不足的现状。需要进一步明确考核在公务员管理各环节中的核心地位

和重要意义，转变当前考核工作走过场，管理效用低下的不利局面。具体做法

是：首先，应通过在职学习、短期培训等多种方式，着力培养公务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重视考核的观念，熟悉考核的基本方法，使其真正有能力担负起考核的

责任；其次，应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部门主要领导及各科室科长考核

下属的责任，促使其认真对待考核工作。同时，将能否有效考核下属，作为领

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条件以及晋升领导职务的必要条件；第三，“工欲善其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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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利其器”，注重对组织人事干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及绩效考核方面的专业训

练，打造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高素质组织人事干部队伍，保证考核工作顺利有

序进行。 

（二）提高公务员考核的科学化水平 

针对当前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提高公务员考核的整体科

学化水平。具体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科研优势。在公务员考核工作中，特

别是在工作分析、工作评价、设计量化考核指标体系、能力测评等方面，技术

性、专业性非常强。仅仅依靠少数组织人事干部，难以较好的开展工作。而相

对政府而言，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具有专业人才多，科研能力强、理论功底深

厚等优势。因此，在考核工作中，组织人事部门可以依托高校等科研团体，发

挥其先天优势，配合各部门科学有效的开展考核的各项工作。如进行工作分析

以厘清各职务职位所需的能力，职责和具体任务并编定职务说明书，开发绩效

考核及能力测评软件以及在具体考核项目上进行协助和指导等。 

二是推动基层公务员考核由定性方法为主向定量方法为主的转变。鉴于目

前以定性为主的考核方法有效性广受质疑，迫切需要制定适合我国基层公务员

的定量考核方法。在详细考察目前各国和有关地区采用的如因素评分法、相互

比较法、绩效标准法、观察法等考核方法，分析其优缺点基础上，结合我国基

层公务员的工作特点，笔者认为，按项目考核法比较符合当前基层公务员管理

工作的实际。即主管领导对所属公务员的考核要求分为若干类，如按：德、能、

勤、绩、廉或以其它标准进行分类，再将等每一类下再细分为若干具体指标，

考核时按先具体指标，后类别进行评分，综合汇总后即为总分。这种方法既不

简陋，也不过分繁杂，如果能在科学的工作分析和建构合理指标体系基础上以

具体评分划分考核等次，以具体评分体现公务员工作绩效和能力的差异，应当

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且兼具操作性的考核方法。 

三是实现考核的公平正义。一方面，在具体考核指标的设计上应当充分考

虑公务员职务性质和职位的高低。考核应当按职务等级分级进行，一级考核一

级，上级考核下级，克服不同职务等级公务员放在一起考核，无法有效比较、

有失公平的问题，切实起到考核公务员能否胜任现职甚或拟晋升职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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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确定考核等次之前，考核者应当与被考核者进行面谈，将考核的

初步结果进行反馈，指出被考核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讨论改进的方法，同时

允许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提出异议，并可向考核者的上级提出复议和申诉。 

四是提升平时考核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考虑将平时考核提升为制度性考核，

以便切实引起各部门和公务员本人的高度重视。平时考核可以季度或半年为考

核期，同样以上级考核下级的方式进行，考核的结果作为年终考核结果的重要

组成部分。平时考核制度化有助于充分发挥平时考核对突发事件和行为的反应

速度快，评价更为及时和准确以及有效防止晕轮效应、近因效应带来的考核结

果偏差等优势。使被考核公务员能够更加及时、准确的获得工作反馈，明确自

身在工作中的优点、不足以及与其他同事的差距，并依此对自身工作规划、工

作方法及工作状态等进行调整，以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工作绩效水

平，并为整个公务员考核机制注入活力。 

（三）强化和拓展公务员考核的功能 

一方面考核的结果应当作为调薪、奖励、晋升等方面的依据，体现个体工

作能力和绩效差异对公务员职业发展和薪酬奖励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考核的

结果还应当有助于公务员个人了解自身工作能力，并根据客观的反馈意见，完

善自身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作绩效并科学规划个人职业发

展。因此，在不断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公务员考核工作规范化、合理化、

科学化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探索和拓展考核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其包括激

励作用在内的各项管理效用，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考核只为“评优”的现状。 

二、完善职务晋升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现行公务员职务体系设置 

对于职务晋升，长期存在着职数设置较少与广大公务员渴望获得更多晋升

机会的矛盾。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通过改进现行非领导职务设置，在不增

加领导职数的前提下拓展晋升空间这一思路，笔者认为非常值得借鉴并进行了

适当改进。具体建议是维持现行非领导职务序列，但改变其性质，使之成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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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职务序列平行的、单独序列。同时维持与领导职务序列对应关系不变，但

明确是非领导，即非领导职务体现的是资深而非领导能力。例如：一名公务员

无论其在哪一级机关工作，虽然能力不适宜担任领导职务，但可以在非领导职

务序列内一直晋升到巡视员，职务工资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可以一直在一个

处内工作，接受处长、副处长的领导。 

非领导职务的晋升主要考虑年资和工作绩效水平，工作绩效水平突出可以

优先获得晋升。同时还可以规定，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可以参加比其非领导职务

低半级以下的所有领导职务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如一名公务员非领导职务

为副调研员，那么其可参加副科级，正科级领导职务的竞争性选拔。竞争成功

后，工资水平在原有水平之上，加上所竞争领导职务的岗位津贴即可。同时，

不在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也可以转任相应非领导职务。 

如此设置非领导职务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大拓展了基层公务员的晋

升空间；二是由于缺少职数编制限制，便于公务员在部门间交流，实现人才流

动；三是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四是较好的解决了年龄限

制晋升的问题，只要工作绩效好，年资累计一定水平即可晋升。 

（二）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领导职务竞争机制 

一是扩大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范围。适当放松以往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中

对于年龄和资历的过度限制，选才范围过于狭窄的做法。给更多有素质、有能

力、有抱负的公务员提供更广阔的展现自身能力的舞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二是要突破传统观念，改变以往只通过竞聘演讲和群众民主投票的做法。依照

工作分析，职位评价等方面，设计出能够较好测试应征者针对不同岗位要求的

综合素质和真实水平的试题，通过笔试、面试，结合竞聘演讲和群众民主投票

等方法，对应征者进行全面考量；三是引进和试用西方现代人才测评技术，如

评价中心技术、基于胜任力的心理测验法等，并针对中国公务员实际情况，进

行改进和创新。逐步建立起以高水平的测试专家为主，计算机辅助测评为辅的

人才测评体系。如此，既可以凸显职务晋升的能力导向，也可以有效避免人为

因素干扰，防止部门行政首长个人意识对职务晋升的过度干预。此外，包括副

科、正科在内的各级领导职务均应实行任期制。任期结束，应对其任期内从事

的具体工作以及在工作中体现的能力和素质进行全面评估，同时针对该职务在



第四章  完善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906 
 

规定范围内从新实行竞争上岗。真正实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保证将能力素质

最佳的人员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实现人与岗位的最佳匹配。 

（三）加强对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从目前的情况看，作为唐山这样的地级市，在干部晋升过程中，组织人事

部门对副县及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晋升重视程度较高，至少反映在程序上，

按照《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的规定，要经过民主推荐，确

定考察对象；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酝

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按照规定办理任职手续1。组织部门全程

参与和监督。但对于科及科以下干部晋升，组织部门只是在各部门确定晋升人

选上报后以任职批复的形式加以确认。而对于之前的确定竞争上岗资格报名条

件，以及竞争上岗的各个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造成竞争上岗各部门各

自为政的情况。因此，必须对科及科以下公务员晋升职务的各环节，进行有效

的监督、管理和规范。具体应包括拟竞争上岗的职位如何公布，各职务竞争上

岗的报名条件，开展竞争上岗的程序，以及确认竞争胜出的标准等等，以避免

随意性大，甚至暗箱操作的情况。同时，对于各部门空出的职位应当统筹管理，

避免长期闲置，如因无合适人选等情况一时不能安排竞争上岗以填补职位的，

应以书面形式上报组织部门说明原因。如无适当原因而长期闲置职务的部门，

组织部门有权代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适当人员进行竞争上岗或撤销该职数。 

三、完善薪酬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规范的工资统计和比较体系 

针对当前公务员薪酬水平较低，与其它职业相应层级人员的薪酬对比缺乏

竞争力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研究和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务员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应当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比较适当；二是基

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如何确定不同地区公务员的薪酬差异，根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的通知，2008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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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GDP、CPI还是其它具体经济指标；三是公务员薪酬应当主要与社会上哪些职

业的员工薪酬进行对比才能体现公务员的能力水平和价值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

题等等。只有在充分研究和解决了上述各种问题基础上，建立相对科学、规范

的工资统计和比较体系才能科学测算公务员工资水平。 

（二）施行合理的绩效薪酬 

公务员施行绩效工资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其初衷就是能够以绩效考核为

基础，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但也应当看到，在实际运行

中绩效工资也存在很多问题，相关学者的研究也部分证明英、美等国家公务员

施行的绩效工资并未完全起到人们希望的激励作用。由于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

务员工作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现阶段很难施行目标考核和管理，特别是当前

我国公务员的绩效考核水平低、区分度差，盲目施行绩效工资，很可能适得其

反，影响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因此，笔者的思路是在绩效考核不断完善、量

化的基础上，通过整体提高年终奖金，并划分多种奖金等次，依不同考核分数

对应不同奖金等次的做法来体现公务员个体间工作绩效的差异。 

（三）注重组织内部公平 

在实际工作，由于没有充分考虑部分公务员工作的“特殊性”，并适度给予

经济补偿，造成了一些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下降的情况。本文所说的特殊性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编制问题，某些公务员可能除本职工作外，还

兼任了其它工作；二是某些公务员虽然没有获得一定职务，然而实际承担了该

职务的具体工作；三是确因工作需要，节假日或休息时间仍继续工作的；四是

因工作需要，经常在办公所在地之外出差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提出了一

个具体问题，即公务员的实际工作超出了薪酬支付范围。虽然公务员应当讲奉

献，但工作具有“特殊性”的公务员与其它公务员相比，只按照其职务和级别

发放工资显然不公平。对于上述第二个方面，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因而没有相

关的实施办法。第三、四方面虽有相关规定，但由于规定不够明确，客观上又

造成了各单位标准不统一。对于第一个方面，目前的做法是发放节编（节约编

制）奖，但是这项补助是面向节约编制的部门所属全体公务员平均发放，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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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上这些公务员并非人人都兼任了多项工作，奖励没有针对性，某种意义上还

是大锅饭。笔者认为对于上述特殊情况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酌情给予适当补

偿，并尽量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既体现公平，又不至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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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现状入手，实证分析了目前基

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影响机理。实证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 318 份，

包括开放式问卷 30 份，表格式问卷 288 份，与近百名基层公务员进行了无结构

访谈。通过综合分析，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第一、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正在实施的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总体上对其

基层公务员激励作用不明显，不能有效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同时，研究还发现，

现行公务员管理措施对某些不同年龄段之间、不同录用方式之间的公务员所起

的激励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证明管理措施不完全适用于各个年龄段以及各不同

录用方式的公务员。 

第二、目前对于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影响程度较大的制约因素主要

是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晋升缓慢、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以及薪酬无法完全体现

个人能力和工作实绩、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与晋升、奖励相关度差等具体因素。

证明制约因素主要存在于职务晋升、薪酬待遇以及上述两项不以公务员能力和

工作业绩为导向等方面。 

第三、目前对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重要程度较高的激励因素主要是

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予全力支持、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较高的

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待遇、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工作得到领导和服务对

象的肯定和赞赏、良好的工作业绩带来更好的个人发展等具体因素。证明在基

层公务员心目中领导关怀、职务获得晋升、较好的薪酬待遇以及由工作绩效和

能力决定晋升和薪酬等方面对激励其努力工作较为重要。 

第四、目前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存在的问题是其助长作

用不强，无法有效激发广大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

了致弱作用，抑制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基层公务员渴

望获得职务晋升，相对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由个人能力水平和工作实绩决

定其职业发展和薪酬待遇等优势需要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 

同时，针对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工作分别在公务员绩效考核方

面提出明确公务员考核的意义，提高公务员考核的科学化水平，强化和拓展公

务员考核功能的对策建议；在职务晋升方面提出改革现行公务员职务设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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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能力为导向的领导职务竞争机制，加强对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工作的指

导和监督的对策建议；在薪酬管理方面提出建立规范的工资统计和比较体系，

施行合理的绩效薪酬，注重组织内部公平等一系列既具有操作性又具有针对性

的具体对策建议，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目前基层公务员内在优势需要，改变

激励机制助长作用不强，致弱作用凸显的不利局面。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公众对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政府公共管理

职能的具体履行者，公务员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激励机制能否有效

运行，能否真正起到激励广大公务员努力工作，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作

用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激励机制

是一个系统问题，涉及公务员管理的方方面面，需要不同管理制度和措施共同

发挥作用，甚至需要以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保障，这一切都需要统筹考虑。

本文只是以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作为切入点，提出一些具

体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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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A：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调查问卷（开放式） 

 

1.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您认为哪些因素可以有效激励您努力工作，发挥您

的工作积极性？ 

 

                                                                           

 

                                                                        

 

                                                                           

 

                                                                        

 

                                                                           

 

 

2.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您认为存在哪些因素，制约了您的工作积极性？ 
 

                                                                                      

 

                                                                                   

 

                                                                                  

 

                                                                                      

 

                                                                                   

 

注：请您列举出所有您认为符合的因素，也可以是具体状态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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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唐山市市直机关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调查问卷（表格式） 

导语：略 

一、下面各项因素，对激励您工作的重要程度如何？请在相应栏内画“√” 

             重要程度     
激励因素(手段) 

非常 

重要 

比较 

重要 
一般 

比较 

不重要 

非常 

不重要 

1、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福利
待遇      

2、更多的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间      

3、自身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4、较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5、工作得到领导及服务对象的肯
定和赞赏      

6、良好的工作绩效带来更好的个
人发展机会      

7、领导作风优良，才干出众      

8、领导充分信任，并在工作中给
予全力支持      

9、领导者与下属有效沟通      

10、在安排工作、制定计划等方
面拥有较高自主权      

11、工作目标明确具体      

12、工作能够及时获得反馈      

13、能够感受到工作的价值和意
义      

14、岗位职责明确，个人能够感
受到工作的责任      

15、工作对个人能力素质要求较
高，完成工作需要运用多种技能      

16、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      

17、良好的工作环境，办公设施
齐备      

18、完善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
规程      

19、组织对成员奖罚分明，一视
同仁      

20、科学、客观的评测个人工作
绩效、能力和素质      

21、组织的社会地位      

22、思想政治教育      

23、树立优秀典型和榜样      

24、监督和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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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实施的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对于激励您工作的作用如何？请在相应栏内画“√” 

             激励作用         
管理措施 

非常 

有效 

比较 

有效 
一般 

效果 

不大 

几乎 

无效 

1、工资福利 
     

2、科及科以下公务员年度考核 
     

3、公开选拔副县级后备干部 
     

4、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 
     

5、五年考核称职，晋升级别      

6、竞争上岗      

7、政治理论学习和开展的相关

思想教育活动 
     

8、全市及本部门组织的在职学

习和培训 

     

9、年终目标奖 
     

10、文明处室、文明机关评选 
     

11、嘉奖、记功及授予个人荣

誉称号 

     

12、群众民主评议      

13、全市及本部门组织开展的

精神文化活动 

     

14、针对公务员工作作风的明

察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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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当前实际工作中，下列因素对于制约您发挥工作积极性的影响程度如何？请在相应

栏内画“√” 

             影响程度 

制约因素 
非常 

有影响 

比较 

有影响 
一般 

影响 

不大 

没有 

影响 

1、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低      

2、薪酬无法完全体现个人能

力和工作实绩 
     

3、职务晋升缓慢      

4、职务晋升空间和管道狭窄      

5、工作对能力和素质要求较低，

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6、人员跨部门、跨单位流动

性差 
     

7、对个体能力和绩效缺乏客

观科学的评测 
     

8、个人能力和工作绩效与晋

升、奖励不成正比 
     

9、领导对下属缺乏理解和尊

重 
     

10、个人对获得良好职业发

展前景期望值较低 
     

11、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腐

化堕落 
     

12、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群体

的误解 
     

13、工作目标和岗位职责不

明确 
     

14、工作缺乏自主权      

15、“负面榜样”（感觉工作

绩效和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获

得比自己更好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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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基本情况 

1、您的性别（     ） 

A.男             B.女 

2、您的年龄（    ） 

A.30 岁及以下 B.31—35岁 C.36—40 岁 D.41—45岁 E.46—50岁 F.51 岁以上 

3、您的编制（     ） 

A.公务员   B.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 

4、您的职务（    ） 

A.科长  B.主任科员  C.副科长  D.副主任科员  E.科员 

5、您的学历（   ） 

A.高中/中专及以下 B.大学专科 C.大学本科 D.研究生及以上 

6、您所在单位所属系统（    ） 

A.市委  B.市人大  C.市政府  D.市政协  E.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F.群众团体 

7、您被录用为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的方式（  ） 

A.公开招考  B.选调生招考  C.企/事业单位调入  D.军队转业   E.毕业分配   F.其

它 

 

 

本次问卷调查到此结束，再次向您表示感谢！您有何建议和意见，欢迎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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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

对不同年龄段样本激励作用逐

项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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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各项公务员管理措施

对不同录用方式样本激励作用

逐项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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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各项制约因素对不同

年龄段样本影响程度逐项比较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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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族          籍贯：河北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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