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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生活质量与行政效能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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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也步入了正轨。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目的之一是要使公务人员有良好的绩效表现及较高的服务品质，即具有较高的行政效能。
难免要涉及到公务人员的工作生活质量问题。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抛弃了传统的人事管理那种重控制、重
监督、重处罚的消极管理，进入了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质鼍，并以此激发公务人员的活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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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生活质量与行政效能
的内涵

的创新，更是一项创新性的实践活动。在实现执政
党的宗旨、巩固执政党的合法性，增强人民的满意度
以及反腐败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行政效能建设
的内容主要有重视效能建设工作情况、履行职责情

１．１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
Ｌｉｆｅ简称

况、政务公开情况、执行制度情况、优质服务情况、政

ＱＷＬ）的定义基本上倾向于三种不同的取向：强调

风行风建设情况、依法行政情况、监督考核情况、受

工作场中某些条件的质量的提升；强调工作生活品

理和解决群众投诉情况等。

质领域内工作环境能满足个人需要的程度；强调改

１．３工作生活质量与行政效能的关系分析

对工作生活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善个人福利和组织效能的方法…。于是可以将它

从早期的“需要层次理论”到“Ｘ理论和Ｙ理

定义为：通过有计划的组织干预方法，以改善组织效

论”，再到“ＲＧＥ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

能与组织成员福利的过程。它包含工作环境和工作

论”、“公平理论”等心Ｊ，这些激励理沦不断发展和

安排、员工参与、人际关系、经济报酬和福利、个人自

演进，表明了人员工作环境、工作态度、工作兴趣、满

我实现以及潜能的发挥。综合来说，工作生活质量

意度、使命感、认同感、潜能的发挥及个人和组织目

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安全与健康的工作

标的实现等工作生活质量的组成因素，会对组织的

条件和环境；人事制度的公正化；具有意义和挑战性

绩效产生影响¨Ｊ。工作生活质量的各个因素加上

的工作；使职员实现其能力和兴趣的事业；各种类型

个人努力，促使行政效能提高，个人得到激励后，并

的激励；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群体化关系；参与、

看到了公平报酬，使个人满意度提高，增加对组织认

民主、平等；组织、个人目标的实现。

同感和工作使命感，从而更加努力工作，提高行政效

１．２行政效能的内涵

能，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个人目标也得以实现。

效能主要指办事的效率和工作的能力，即“产
出”和“产能”，如果把“产出”比作鸡蛋，产能则就是
鸡。行政效能无疑就是在行政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
“产出”和“产能”。它的根本目的是运用各种科学
管理的手段、制度和载体，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

因此说工作生活质量与行政效能之间应该是一个互
相提升、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２中国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生活质量和行政
效能现状分析
２．１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生活质量现状分析

工作能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保证党和政府的

２００５年７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麻

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开展行政效能建设是建立

宝斌教授带领课题组就政府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现

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必

状等方面的问题对黑龙江省海林市（县级市）进行

然要求，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它是理论

了一次实地调查，他们从公务人员的满意度、公务员
需要的激励因素、激励因素实际的供给情况、绩效考

收稿口期：２００７—０５—１３

评与工作动力的关系、组织环境对公务员工作动力

作者简介：韩阿正（１９８２一），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体上看，基层

向为政府人力资源管．珥！。Ｅ—ｍａｉｌ：ｌｖｃｈｅｎｅｄ＠１６３．Ｇ＇ｏｍ

公务员对工作总体满意度比较高，激励潜能较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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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较轻、学历较高的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相对较低；相

主要任务是建设一支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提高行政

对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和其他福利待遇更大的提

效能，服务人民。行政效能建设已被摆在一个较重

高了工作满意度；晋升机会和发展空问有限在一定

要位置，各地各机关纷纷设立行政效能办公室，公开

程度上影响了公务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公务员最

行政效能投诉电话，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行政

看重的激励因素是工作本身而不是从中能挣得多少

许可、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申诉、内部行

钱；目前的绩效考评制度还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领

政事务、接待群众来访等方面都设有专门的行政效

导干部的工作实绩；工作本身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工

能指标，且有专门的行政效能监察机构监督行政效

作的性质和公务员完成工作的成就感；组织工作环

能的完成情况。行政效能建设正在中国如火如茶的

境也是十分重要的激励因素，工作方面的制度化沟

展开。

通渠道欠缺等”ｏ。

但足，现阶段，中国行政效能还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如果就对中国的公务员工作生

以青岛为例，从２００５年青岛受理的投诉情况看，投

活质量下结论或许有些草率，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

诉行政不作为或行政效率低下的４６２件，占受理总

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现状由于历史文化、整体经济

数的３２．５％，比上年上升４５．３％；投诉工作态度的

的发展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必然有它的共性，这种共

２８１件，占受理总数的１９．８％，比上年上升７３．５％；

性也存在于它的特殊性之中。中国行政组织人事管

投诉工作推诿或敷衍塞责的１２８件，占受理总数的

理以事为中心，注重事的管理而忽略人的积极因素，

９％，比上年上升２１．９％；投诉违反规定乱收费乱罚

要求囚事择人，过分强调人适应工作，而不重视员工
潜能的开发和利用，更忽视了人是一种“资源”的战
略意义；公务人员职务晋升缺乏公开的民主监督和
法律保障，晋升工作中，资历主义泛滥，论资排辈之
风盛行；公共职位设置的有限性与个人需要的无限
性形成矛盾，导致级别晋升受阻；公务人员考核制度
还不是很完善，考核方式过于简单化：注重组织考
核，忽视民主评议；注重内部考核，忽视外部考核；注
重一般性考核，忽视专业的特殊要求；注重个别领导
意见，忽视群众的反映等等。
以上因素造成中国公务员的工作生活质量还处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具体表现在：暖人心、聚人心
的工作做得不够，导致缺乏一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吃“大锅饭”的现象依然存在，体现不出“按劳分
配”、“能者多劳多得”的原则；没有真正形成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的干部制度；轮岗、换岗制度不健全，不

款乱摊派的１１３件，占受理总数的８％，比上年上升
２０．２％；投诉不履行公开承诺的９８件，占受理总数
的６．９％，比上年上升３５．１％。２００６年，青岛市行

政效能投诉机构共接到受理范围的投诉１ １９７件，
经查实，反映工作态度不好、工作推诿或敷衍塞责的
占４１．５％；反映行政不作为或行政效率低下的占
１３．６％。据青岛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介绍，受处分
人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违规执法，工作时问上网聊
天、玩游戏、空岗、办事推诿扯皮等，个别部门的公开
电话工作时间空岗、用语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

可以看出，目前行政效能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
下几个方面：工作效率低下，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不
高，服务态度较差，责任感不强，乱收费、乱罚款、乱
检查现象时有发生，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起来缺乏
依据或措施等。

利于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注重事后负激励，缺乏事

３通过提升政府公务人员工作生活质量来

前控制，错失了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机等。

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

公务员的这种工作生活质量，一方面容易使公务员
产生惰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错不犯，小错

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业务和身体素质会使工作更

不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思想不断蔓延，不

有效率，良好的工作环境下通常办事效率比较高，公

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对

务员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倾向于付出更多努力，这

工作失去兴趣，认同感差，价值层面仅剩下物质追

些使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产出”。运用得当激励会

求，容易滋生腐败。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提高行政效

使公务员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成就感，有利于他们

能。

发挥自我实现的潜能，和谐群体关系及个人和组织

２．２政府行政效能现状分析

目标统一，会使组织具有较高的“产能”。“产出”和

《公务员法》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

“产能”相加，就表现为较高的行政效能。而公共人

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

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用各种管理方法

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

努力提高本单位人力资源创造性，激发人员活力，提

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以看出，中国行政建设

高行政效能。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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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通过提高工作生活质量。解决“产出”问题

与交流，和“非正式沟通”——通过组织程序以外的

效率低下、服务态度较差、责任感不强、群众反

信息流通程序。“正式沟通”必不可少，“非正式沟

映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是当前行政效能建设中面临

通”如拉家常、小道消息对融洽的人际关系也有促

的主要问题，也是“产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

进作用＂Ｊ，但要注重对“非正式沟通”的控制，既不

题，就应该让公务员明白为谁而工作、为什么要工

能小道消息满天飞，也不能道路以目，人心惶惶。

作、工作目标足什么、完成工作会有什么好处、完不

第三，作为领导要学会放权，不必事事过问，给

成工作的后果是什么等这些基本的问题。为此，应

下属充分的分权和信任，锻炼下属的工作能力，让下

该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组织应该参考公务员自身喜

属产生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利于公务员的积极性和

好提供安全、健康、温馨的工作环境，使公务员有好

潜能的发挥。

的心情面对一天的工作。第二，将组织目标和个人

第四，减少工作中繁文缛节，如最近有的行政部

目标结合，只有组织目标完成，个人一些诸如工资、

门实行“一个窗口对外”，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的同

奖金、荣誉、晋升等目标才能实现，绩效与收入挂钩，

时，减轻了公务员的工作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适当拉开不同绩效下的收入差距，这既是对工作生

去干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学习业务，这样他们既

活质量的提升，也是对工作的一种约束。第三，能上

不会因为大量工作而产生厌烦、急躁、不耐烦等情

能下的干部制度要逐渐落实，这既是给有能力者的

绪，也会因为工作的多样性对工作产生兴趣、自己的

机遇，又是给平庸者的鞭策。第四，通过舆论宣传赋

工作能力也相应得到提高。

予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让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
有较强的荣誉感；同时合理的薪酬设计让公务员有

４结论

不低于社会其他职业的收入，让公务员对自己的工

对于行政效能，它的“产出”和“产能”往往是密

作有较强的认同感。第五，加强公务员的决策参与，

不可分的，也不是绝对的，他们互相促进，你中有我，

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第六，用法律保障公务员

我中有你。可以肯定的是，工作生活质量和行政效

的权利，例如中国的《国家公务员法》，使公务员具

能足密不可分的，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生活质量，

有安全感，同时用法律规定公务员的义务，使公务员

可以促使行政效能的提高。但同时应该看到，提高

具有紧迫感。

工作生活质量并不仅是工资、奖金的提高，它是对工

公务员是为人民而工作，为国家而工作，为自己

作条件和环境、人事制度、挑战性的工作、各种类激

而工作，唯独没有为上司而工作；工作的原因是完成

励、人际关系和群体化关系等各方面的全面的提升；

荣誉所赋予的使命，实现自己的价值；只有完成组织

同时，这种提升并不是对所有公务员的提升，它是对

目标，才能进而完成自己的目标；组织绩效提升会使

事业心强、有能力、有责任心、肯于为组织付出的人

个人收益更大提升，不去工作或完不成工作意味着

的提升，它是对优秀者的鼓励，更是对落后者的鞭
策。

有可能失去再次工作的机会。打消掉公务员脑海中
的这一系列问号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
“产能”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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