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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有约5000万人
靠政府财政养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介绍，人社部公布的公务员总
数，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工作人
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
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
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
务员人数并不多。”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竹立家的判断逻辑是：美国
2015年总人口是3 . 2亿，政府公
务员人数是2800万左右；而中
国是13亿人口，公务员才716 . 7
万。中国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
而公务员人数仅为美国的1/4，

“怎么比都是不多的”。
平均下来，我国每个公务

员服务的人数为200人左右。单
看这个数字，即便跟发达的美
国、欧盟等国相比，这个数据也
不是很高，但国家行政学院研
究员胡仙芝指出，西方国家对
公务员的定义，多是指吃财政
饭的人，范围更宽泛。

按照权威的统计方法，我
国财政供养人员分为两大部
分：一是政府机关人员，包括国
家机关人员、政党机关人员和
社会团体机关人员；二是事业
单位人员，包括教育、医疗卫
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
员。而在我国，广义上的财政供
养人员约有5000万人。

公务员结构怪现状
全单位四分之三是官

相比公务员人数的多寡，
公务员队伍中“官与兵”比例失
调是个大问题。有媒体从某省
直机关了解到了一些人事信
息。如该省科技厅，按编制数，
正厅级1人，副厅级8人，县处
级44人，科级8人，科级以下21
人。也就是说，全单位82人，科
级以上61人，没有职务的普通
公务员只有21人。

此例绝非偶然。根据湖南
省政府各厅的人事信息，该省
商务厅有正厅级1人，副厅级10
人；该省教育厅领导一栏显示，

正厅级1人，副厅级12人。
竹立家介绍，在中国的省

直机关，一般一个厅局下设十
几个处室，每个处室配置一个
处长，一两个副处长，一两个具
体做事的科长或者普通公务
员。处室里的具体业务，基本都
落在办事员身上。

“在美国，一个城市会设一
个市长，然后再配置两三个副
职，而我们城市中的市级领导
配置一般也有五六个甚至七八
个副职，有的市级干部副职可
能更多。一个领导干部，有办
公、车补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
待遇，加起来可能比五六个公
务员的个人成本还要高。”竹立
家感慨道。

同时有专家更担心，如此
多的官员，影响的是政府的服
务质量。

离职潮未现
公务员仍是热门岗位

人社部的公报还显示，
2 0 1 5年全国共录用公务员
19 . 4万人。近两年公务员录用
人数连续下降。2015年也创下
公务员国考的报名人数和录用
人数3年以来的新低。

除此以外，自 2013年以
来，关于公务员主动离职的新
闻不断爆出，让人感觉公务员
离职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
现象。很多人认为上述两点说
明了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减
弱。但专家认为，公务员相比于
其他职业依然抢手，而且未来
可能会持续保持较高热度。

“个体选择往往不等同于
集体选择的结果，基于个体公
务员选择的离职，不代表和等
同于整个社会公务员队伍会发
生锐减和瓦解。”胡仙芝说。

同时，随着公务员薪酬改
革的推进，胡仙芝认为，“由于
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公务
员的工资也会增长，这都是公
务员职位吸引人的地方。所以，
未来公务员热还会持续。”同
时，离职的公务员只是极小部
分，且一旦有离职，空出的岗位
基本上会在下一年被补上。

据中国经济周刊、新京报等

5000万人吃财政饭，多了
还是少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副秘书长沈荣华认为，数字本
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财政
供养人员数量是否适度，取决
于多方面因素，目前国内外并
没有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

在沈荣华看来，评判财政
供养人员多少的依据，主要
看是否与本国的发展阶段、
人口规模、政府职能、政府结
构、政府财力等因素相适应，
既要满足政府履行职能的需
要，又要防止人员过多，增加
行政成本。

5000万人中，教师、警察、
医生等虽是吃财政饭，但他们
却是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角
色。而他们的工资由财政负

担，不仅是职业需要，也是国
际通行惯例。当前，人们除了
纠结于“官民比”这个数字，更
应该关注这些公务人员是否
提供了让群众满意的服务。

瑞士是全世界最发达、高
效和廉政的国家之一。瑞士首
都伯尔尼有12万人口，市政府
工作人员约4000人，这还不包
括州财政供养的警察以及市
财政支付工资的电车司机等。
而在总人口2 . 7万人的蒙特勒
市，市政府工作人员约500人，
也未包含警察等公务人员。这
个官民比其实并不低，但瑞士
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个数字。

瑞士政府强调：老百姓所
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满
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

如果财政供养的冗员过多，议
会在审查批准预算时就会提
出反对意见，甚至会否决预
算。而目前的这个数字，则是
瑞士人认为的，“能够提供足
够服务的最少公务人员数”。

所以，单纯对公务员人数
和财政供养人数乃至“官民
比”的讨论，本身并不是根本
性的。一个财政供养的单位是
否有冗员，提供的服务能否让
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重要的。
提供的服务不能让群众满意，
单纯的“官民比”再低也缺乏
实际意义。而提供的服务如果
能让群众满意，只要把好财政
预算审查关，即使“官民比”高
一些，天也塌不下来。

据新京报、光明网等

本报记者 宋磊

近日，记者从山东高速集
团获悉，“十三五”期间，山东高
速将抢抓“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机遇。积极“走出去”，迅速提升
海外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
竞争力。到“十三五”末，海外业
务营收比重超过35%，将国际
板块打造为山东高速集团业务
板块的“半壁江山”。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总统
尼科利奇陪同下，到中国驻前
南斯拉夫大使馆原址为山东高
速集团投资建设的中国文化中

心项目奠基。这是山东高速集
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打造国
际业务板块新的里程碑。

作为我省涉外经营最早、
资质最全、经验最丰富的企业，
从1984年起，山东高速集团所
属的国际公司就走出国门，为
我省引进了国外先进的通讯、
医疗、纺织、工程等领域的技术
设备。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自
2006年开始走出去，已在阿尔
及利亚、安哥拉和越南承建12
个项目。

30多年的海外经营，已经
让山东高速集团经营涉及海外
106个国家和地区，深耕领域最

深，影响力也最大。2013年，山
东高速集团在中资企业中首个
进入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
丹。以EPC总承包模式中标了南
苏丹全长1100公里、合同额21亿
美元的道路升级项目，是我国企
业在境外建设里程最长、数额最
大的公路项目。2013年中标塞尔
维亚E763高速公路项目，是首条
中资企业在塞尔维亚建设的高
速公路，在高速公路的发源地欧
洲打响了品牌。2014年，山东高
速与香港一家公司组成联合
体 ，中 标 法 国 图 卢 兹 机 场
49 . 99%的股权。这次收购是发
达国家首次向中国企业开放机

场投资，打破了长期以来欧美
资本对境外机场投资的垄断地
位，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资本“走
出去”的产业布局。

山东高速集团董事徐军峰
介绍，在长期“走出去”发展过
程中，山东高速集团积累总结了
丰富的经验，同时也不断创新转
变，积极适应海外市场。“海外业
务由依靠‘贸易、劳务’等带有自
然垄断、政策支持性业务为主，
转变为以工程、投资业务为主，
靠本事吃饭，实现可持续发展。”
徐军峰介绍说，由于在世界各地
开拓市场中诚实守信，在项目
实施中按期按质完成任务，赢

得了良好口碑，许多国家继续
点名山东高速承建项目。

徐军峰表示，“十三五”期
间，山东高速将抢抓“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机遇，加快海外并
购整合步伐，重点关注东南亚、
南亚、东部和南部非洲等我国
政府重点支持区域的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产业投
资、能源合作项目，获取海外战
略资源，迅速提升海外业务的
核心竞争力与市场竞争力。

“到‘十三五’末，我们将推
动 海 外 业 务 营 收 比 重 超 过
35%，将国际板块打造为集团
业务板块的半壁江山。”

11个个省省厅厅8822人人，，6622个个有有官官帽帽
全国有716 . 7万公务员，“官兵比”有些失调

近期，官方首次公布全国公务员数量。据人社部公报显示，截
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 . 7万人。相比于公务员人数与全
国人数的“官民比”，专家认为公务员队伍内的“官兵比”失调更值
得关注。

别别光光盯盯着着人人数数，，服服务务质质量量更更重重要要
葛观点链接

抢抓“一带一路”机遇，“十三五”末海外业务营收比重超35%

山山东东高高速速国国际际板板块块将将占占““半半壁壁江江山山””

图为考生排队进入公务员考场，目前，公务员仍是最吃香的职业。(资料片)

近年来全国招录公务员情况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10万人

20万人

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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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万人 18 . 8万人

20 . 4万人 20 . 24万人
19 . 4万人

数据来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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