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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务务员员分分类类改改革革，，动动起起来来！！

（上接B01版）

查克·布莱默进一步描述这
种路径：为了猎取资源，它们能
组成复杂而又高效的高速公路；
它们还能很快地适应周遭环境
的变化，在遇到交通堵塞的情况
时，甚至可以用躯体搭建一条越
过障碍的桥梁。

现实中，寻觅、交互与分享，
已经让消费者在互联网时代缔
造了一个个社群。

“蚂蚁”也已汇聚成“雄兵”，
驱动企业不断制造出人性化、个
性化、符合自己口味的“奶酪”。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统的

“大象”级企业，乃至垄断行业，
开始被慢慢咬噬。

有焦虑才会有突破

这一招着实让“大象”们感
觉到了疼。

余额宝出现后，银行纷纷抬
高开放式理财产品收益率，多家
银行还展开了与基金公司的合
作，推出了类似的理财产品。

此外，不少银行也对自己新
的理财产品广开购买渠道，大多
数产品除在银行网点销售之外，
还能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多种方式购买。

搭建电商平台、整合周边资
源，在商业地产领域，一些公司
已经开始研究大数据。

“我来的前一天去了小米公
司，那里所有人都在创新和研究
互联网怎么样影响和改变房地
产。”2014年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
家论坛闭幕式上，万通控股董事
长冯仑说。

“雕爷牛腩”、“黄太吉”对传
统餐饮业的改造升级，“特斯拉”
电动汽车迅速扩张对传统汽车
业的挑战，中国移动开始筹划

“融合通信”业务，诸如此类，都

彰显了新兴产业的创新变化，对
旧有行业机制、体制甚至是固有
形态的冲击，已经扩散到市场的
方方面面。

“我们面临一个变革的时
代”，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
2013年底《创业家》五周年庆典
的演讲中说，在这个时代，任何
控制和权威都失去了意义。

“移动和互联网的发展，带
来了整个社会对创新能力的宽
容，对创新能力的支持，让大家
有了发现自己的机会，这是特别
让人欣慰的事情。”俞敏洪说。

市场已进入移动互联网时
代，这成为业界共识。在这个时
代，没有哪个行业不可被挑战甚
至颠覆。

2013年，余额宝引领的理财
热潮，曾令人反复咀嚼马云在
2008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上的一句话：“如果银行不改变，
我们改变银行。”

然而，马云这句话的余音尚
未散去，腾讯公司就带着“嘀嘀
打车”的微信支付模式，向阿里
巴巴的支付宝发起了挑战。

在谈及“嘀嘀打车”与“快的
打车”的烧钱大战时，互联网数
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说，在电商
这个战场，阿里巴巴的生态不再
像过去那样坚不可摧，开始出现
一些薄弱环节，甚至是关键的环
节被竞争对手冲击或者替代。

胡延平认为，这也是阿里巴
巴为什么反应特别强烈，包括双
方在市场里面大打出手的一个
原因，“因为彼此都动摇了对方
的一个根基。”

“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企
业看似牢不可破，其实都有大的
危机，稍微把握不住这个趋势的
话，就非常危险，之前积累的东
西就可能灰飞烟灭了。”2013年
11月8日，马化腾在“道农沙龙”
的演讲中说。

各个领域的挑战者正在不
断出现。移动通讯领域，在现已下
发的19个虚拟运营商之中，苏宁、
国美、京东等企业名列其中。2月21
日，苏宁云商宣布，将成立红孩子、
PPTV、满座网以及物流、金融、电
讯等八大直属独立公司。

虚拟运营商发展研究中心
的邹学勇撰文指出，虚拟运营商
牌照的下发，170手机号段以及
客服号码的尘埃落定，与虚拟运
营商的跨界融合，将演绎一场新
革命，颠覆新媒体、电子商务、第
三方支付等八大行业。

在季琦看来，焦虑症已经成
为一种时代病，即使是BAT(百
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家公司简
称——— 记者注)也难以幸免。

与此同时，华住酒店集团创
始人季琦也在上述演讲中说，

“有焦虑，才会有思考；有思考，
才会有突破；有突破，才会有璀
璨的未来。”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一样大的饭碗，谁

还有干劲”

“是趁年轻离开去闯一闯，
还是守在岗位上拼个一官半职？”
在山东省一地级市做公务员的周
钧曾不止一次像这样犹豫。

不过，最近中央传出的公务员
分类改革的消息，让有些厌倦公务
员工作的周钧又看到了希望。

2014年1月下旬，中组部、人
社部等方面联合召开公务员管
理工作会议，中组部常务副部
长陈希重点强调，要把深化公
务员分类改革作为整个公务员
制度建设的重点，加快建立专
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
理制度。

随后，山东、河北、广西、江
西、云南五省份相继传出消息：

“今年将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
这些消息让周钧感到有些

兴奋，一心想在业务方面下功夫
的他，本身就对升官不感兴趣。

2011年，在大学毕业四年
后，不甘于在私企小公司打工的
周钧考上了老家的市级公务员。

几年干下来，周钧刚入职公
务员之初的兴奋很快就被每天

“写材料”、“整表格”的生活给磨
没了。而且，比起那些在单位里
没有太多活干，却拿着同等水平
工资的公务员，他心里又非常不
平衡。

“一样大的饭碗，谁还有干
劲？”周钧说。

“出路就是拼命当上领导。”
周钧说，他的第一步就是“晋副
科”，然后再“熬正科”。不过，他
自认，一般情况下，熬到正科级
就是自己的“头”了。

就像身在基层的广大公务员
一样，年近三十岁的周钧仿佛看到
自己四十岁甚至五十岁以后的样
子。“一眼就看到头了，生活还有什
么盼头？”周钧说。

当然，之所以每年有上百万
的人挤破头考公务员，除了工作
稳定外，福利待遇和“灰色收入”
是最大的“诱饵”。

2011年春节，周钧和老家
的同学聚餐，一位在执法队伍
工作的同学数了数过节福利，竟
然多达16种。

不过，随着2013年对公务人员
作风的整治，赚得盆满钵满的年
礼，在2014年春节变成了“过去
式”。“中秋节的三道‘禁礼令’、春
节前又发‘禁公款送礼宴请’，谁也
不敢再送礼、收礼了。”周钧说。

“我觉得，除了靠升官来提
高待遇外，公务员也应该通过提
高业务素养来增加收入，就像企
业里实行的绩效考核。”周钧按
照自己的思路想象着即将到来
的公务员分类改革。

“深圳分类法”

“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不指
望当官来实现自身价值，这就需
要分类管理改革。”在深圳市公
安部门当公务员的李俊说。

早在四年前，深圳市就已经
试点实施了公务员分类改革，这
也是全国最早且唯一一个试点
公务员分类改革的地方。

2010年初，深圳市通过了
《深圳市行政机关公务员分类管
理改革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制
度，这项改革将公务员划分为综
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
大类，实行分类管理和聘任制。

李俊就是通过分类考试成
为聘任制公务员的。作为行政执
法类的执法员，他说：“综合管理
类仍为传统的委任制公务员，而
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类现在有
独立的晋升渠道，我现在就是行
政执法员，待遇与行政级别‘脱
钩’，不再像以前一样保留行政
级别。”

在深圳，执法员设七个职
级，职级设置不受机构规格限
制，各职级间无上下级关系，保
证各层次的执法员有均等发展
机会。

“职级晋升与个人业绩挂
钩，这与以前‘拼科级’、‘熬处
级’完全不同。”李俊说。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无论职
级高低，行政执法、专业技术类
公务员的主要职责都是执行、服
务，不具备“官”的权力，也无需
承担“官”的责任，这就从制度上

解决了“官本位”问题。
在收入方面，聘任制公务员实

施“协议式”工资制度。比如，执法
员共分53个薪级，其中职级最低的
见习执法员的入职薪级为一级，起
薪为7000元，最高级别的一级执法
员对应最高薪级为53级，对应标准
为15720元。薪级间差异不大，在
150元至200元之间。

一些特殊人才、高端岗位还
可以“一事一议”。上述深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这为机关聘任高层
次人才提供了政策保障，有利于
吸收各领域高端人才参与政府
管理，提高政府的规划、研究和
决策水平。”

李俊今年25岁，目前是在行
政执法系统中最基层的部门，他
不担心自己的未来。他说：“只要
干得好，在连续五个年度考核中
至少有一个优秀，我就可以在职
级上一直往上走，在未来的25年时
间里，我的薪酬待遇不会低于走

‘官道’上升的处级干部的待遇。”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像李俊
一样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约占深
圳行政机关公务员总数的70%，基
本上都在基层和一线工作。

“当然，如果表现得不好，就
有可能下岗。”李俊说，他必须努
力工作，才能捧稳饭碗。另外，聘
任制公务员的养老、失业等保障
制度是跟企业和社会其他群体
完全衔接的，随时可以转移，这
也使得他中途离职有保障，有机
会二次择业，而传统的委任制公
务员如果中途离职连基本的保
障都没有。

“两条腿走路”

深圳实行公务员分类改革
后，聘任制公务员实现了“能进
能出”。如聘期内年度考核不称
职或有两年为基本称职的，用人
机关可以解除聘任合同；聘期内
年度考核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
称职的，用人机关应当解除聘任
合同。

同时，公务员上升通道的增
加，也有助于转变“官本位”思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专门从
事公务员法规和管理研究的副
教授吴海燕告诉记者，“官本位”
这一“顽疾”并非推行单一的分
类管理改革就可以消除，但通过
分类管理，会淡化公务员系统内
的“官本位”导向。

李俊的朋友小雅在深圳市
一街道办工作，小雅说：“分类改
革后，我们不用再去挤当官这条
上升通道。”

小雅规划了一下自己的将
来：他们街道办事处的执法员，
大队长属于副处级，三个副队长
属于正科级，五个中队长属于副
科级，其他都是科员。按照分类
改革前的晋升模式，他们只能等
着去“抢”这九个位子。如果“抢”
不到，待遇就一直不变，等到退
休，也不过给一个副主任科员的
待遇。

“就算我退休时当不上处
长，如果能通过奋斗，拿到和处
长相当的薪酬待遇，这样在基层
也有干劲儿。”小雅说。

因此，对于深圳市推行的公
务员分类改革，吴海燕持肯定态

度。她认为，分类管理改革为公
务员创造了一个“宽口进”的机
会，尤其是让一些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以往在综合考核中很难排
上号的技术人员有了一个凭技
术说话、凭本事升官的渠道，有
利于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根据吴海燕对深圳样本的
观察，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设
七个职级”、“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职务为非领导职务”等改革的细
节可以看出，本次分类改革将侧
重于以公务员的业绩作为其考
核和晋升的标准。但是，在现行
的公务员系统里面，由于多年积
弊的影响，单纯的业绩考核有时
候尚比较理想化。业绩考核难以
量化，最后有可能会沦为以“年
功”和“资历”为标准，因而有悖
于改革的初衷。从这个角度看
来，制度的设计是最关键的。

“‘官本位’的意识本来就是
不健康的意识，分类管理后，公
务员有的应该是职业荣誉感，而
不是追求权力。政府作为公共服
务、产品的提供者，注重的应该
是质量，而不是权力。”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陈天祥认为，分类管理有利于提
升公务员的专业化水平。

在聘用制的问题上，陈天祥
则建议，公务员聘用制不宜“一
刀切”，应该委任 制 和 聘 任 制

“两条腿走路”。“刚开始进去的
时候实行聘用制，有利于提高
他的积极性，年资高了和经验
丰富了以后，是否可以考虑转
回委任制，以稳定高素质人才
的积极性呢？这些都是政府可以
探索的问题。”

深圳公务员分类改革试点四年之后，一场针对全国公务员录用、考核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正在紧密筹划当中。据
悉，今年中央将制定和出台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相关规定。

近日，河北、山东、广西、江西、云南等省份也相继传出“今年将推进公务员分类改革”的消息。河北省提出，将根据据不
同类别公务员职位特点，逐步实行分类招录、分类考核、分类培训等，提高公务员队伍专业化水平。

改革的“声音”激起人们的兴奋之情，不仅是河北省的公务员，全国上下都期待着继反腐倡廉之后公务员体制内的
一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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