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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世纪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
陆美琴张明毫
（上海剪２＿ｒ－大学管理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

２１世纪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作为整个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系统的一部分，随着

行政机构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管理功能的放大，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本文在对
２１世纪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概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策略。
关键词政府管理；人力资源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大发展的世

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拥有一支积极主动、尽职

纪。在知识社会中，人力资源的地位日益凸现，成为

尽责、精明强干的公务人力资源无疑是政府实现治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源的战略

理目标的根本保证之一。可以讲，缺乏一支高素质、

性地位，一方面是由这个时代本身的特质所决定

有活力、负责的公务人员队伍，政府是不可能有活

——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知识的生产、分配和

力、有效率的。当今各国政府再造，莫不把公务人力

使用已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来源，而知识的生产以及

再造作为重点，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创新完全建立在一个组织是否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

一、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概念简析

本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的高附加值特性也

要界定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概念，首先应
明确政府人力资源的范畴。政府人力资源指的是各

决定了其战略地位。
在知识经济社会，管理的重点从生产管理转移

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及社会上有可能进入政府机

到知识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管理者最主要的职

关的人员的总和。政府人力资源包括三个层次：第一

责在于创造一个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通过激发人

层次是未发育的人力资源，如在校学生、缺少必要技

的潜能和创造性，最终实现高绩效的工作。

能的人；第二层次是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如政府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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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用、用非所长的人；第三层次是已开发的人力资

行政管理人才的保障将形成多层次性局面。①三层

源，如政府中政绩卓著的公务员。政府运用科学的

分担，其保险将由政府、社会、个人三层分别承担；②

开发战略，对这三个层次人力资源进行系统管理的

构成体系，其保险将形成体系，社会保险为体系核

一整套工作环节和全过程活动就是政府人力资源开

心，社会福利为体系最高层，政府补贴为体系中层，

发管理，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选人、育人、用

社会救助为体系低层，商业保险和互助为体系的补

人、留人。选人要求做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因

充部分。

事设岗，按岗择人；育人要注重学以致用，避免育人

（６）全球化。随着国际或区域性组织的建构和

不当；用人要量才录用，按劳取酬，在满足个人物质

合纵连横，政府行政管理人才跨文化素质，跨国行政

需要的同时注意满足其精神需要；留人是指挽留住

管理人才甄选、上岗引导、培训、报酬、评价等被推到

高素质的人才，避免人才流失，主要从物质和精神两

２１世纪的平台上。以战略眼光，高屋建瓴地看待国

方面为个人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际组织、各国各地区政府人力资源的发展动向，并从

二、２１世纪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新趋势

宏观上调整本国政府人力资源规划。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

（７）模型化。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活动是一

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个系统工程，对其间的来龙去脉、此因彼果、经纬相

的中心。”综观各国人力资源发展的运行走向和前

问的错综关系十分有必要构建相应的模型加以梳

沿动态趋势，可以预言，将出现的新趋势是：

理。

（１）人本化。即把政府行政管理人才视作资本、

（８）网络化。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使各国政府

资源，以人本思想为前提，政府行政管理人才更具有

内部对人才的配置、遥控以及各国政府间人力资源

参政的主动权、施政的自主裁决权、流动的选择权。

开发管理的借鉴、融通如同近在咫尺。

（２）能本化。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大环境下，从重

三、２１世纪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新策略

视政府行政管理人才的“工作”提升到重视其“能力”

（一）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更注重“以人为本”的
管理理念

（知识一智慧一技能一创新）。
（３）能级化。这是能本化的深化和细化，其要素
有：从界定政府行政管理人才的能力人手，进而重视

１．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生活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简称ＱＷＬ）

政府公务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目的在于使公务

能力、配置和使用能力、评估能力、开发能力、核算能

人员有良好的绩效表现以及较高的服务品质。而这

力和审计能力，做到能级相称。
（４）社会化。行政管理人才流动速度和频率的

一切均涉及到改善公务人员的工作生活质量问题。

加快及其开发管理规格的提升，将把更多的政府人

工作生活质量包括工作环境和工作安排、员工参与、

力资源推到社会化开发管理的平台上，并产生多元

人际关系、经济报酬和福利、个人自我实现与潜能发

化动力，形成行政管理人力资源能力的交叉性、岗位

挥。也就是说，工作生活质量实际上反映组织成员在

的立体性、创造的多维性、流动的多极性。

广义的工作环境中个人的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满足

（５）保障化。随着社会化观念的逐步形成，政府

程度越高，表示其工作生活质量越高，反之则越低。

一３８—

＿醴譬蕾毒强生哇鹭＿————＿豳朦豳隧麟粼燃蒸麟戮Ｉ｜｜｜｜ｉ

ｉ

中国发展

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工作生活质量与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有着密切的

务员的自我学习，实现了公务员的自我管理、自我激

关系：（１）如何促使人事制度的公正化，包括录用、升

励。网络课程更新快，还能在网上自由选择所修课

迁、绩效、奖惩等的公平性；（２）如何帮助员工发展能

程，有利于公务员掌握最新的动态，有助于政府培养

实现其能力和兴趣的事业，同时又符合组织事业发

各种各样的人才，适应政府复杂的多方面的职能要

展的需求；（３）如何使工作本身更有意义和挑战性

求。

（包括多样性、成就感和自主性等）；（４）如何使各种

（３）重视利用高校资源。高校的智力资源非常

类型的奖酬更有效地激励员工，并保障员工的福利；

集中，充分发挥高校包括世界著名高校在公务员培

（５）如何建立和促进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群体间

训和教育方面的作用，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关系；（６）如何促进民主及组织成员的参与，并实现

（４）职业教育终身化。公务员只有树立终身学

权利的均等化；（７）如何建立和保障安全与健康的工

习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有发

作条件和环境；（８）如何使已经确认的组织目标和变

展。反之，缺乏忧患意识，不思进取，随时都可能被淘

革得以实现。

汰。

（二）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更注重“法治”

２１世纪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制度设计
必须充分体现出“人性化”的色彩，为公务员建立良

将法治精神引人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完善

好的工作与发展环境，保障其合法权利，关心其工作

公务员法规，有助于摒除长官意志的随意性，形成理

生活质量；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和人才开发机制，使

性化规范管理的模式，维护政府人事管理的秩序；有

公务员在发挥聪明才智、促进政府事业发展的同时，

助于为公务员的成长和发展设置规范化的渠道，形

也能享受到自我实现的满足感。

成科学的人才竞争、激励和监控机制，从而吸引和保

２．加强政府公务人员的终身职业培训

留优秀人才，为政府管理效率的提高提供必要的人

人本管理的核心，就是要为员工提供自我发展

事保障；有助于有效维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保证政

的机会，这在知识更新迅速、资源流动频繁的２１世

府正确地行使人事权，不受强权的干涉，从而增强公

纪尤其重要。因此，政府必须为公务员提供有助于

务员的安全感，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本职工

知识更新和技能提高的培训，为他们设计职业生涯

作。
同时，公务员自身必须提高法律素养，不仅懂得

发展规划，帮助他们朝更高目标迈进。
（１）对不同岗位的公务员，提出不同的要求和

国家关于公务员管理的法律规定，还要养成依照法

标准，不搞“一刀切”。在此过程中要分门别类，体现

律保护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习惯，熟悉法律，依法行

针对性；制定详细的短、中、长期培训计划，体现出培

政。

训的连续性。

（三）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实行“数字化开发

（２）运用现代化培训手段。很多传统的培训需

管理”

要公务员脱离或半脱离工作岗位，增加了公务员的

“数字化开发管理”是融合多种高新技术的计算

负担和培训成本，而以网络为基础的在线培训使学

机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它对政府人力资源开发过程

习成为一个实时的过程，降低了培训成本，方便了公

中所需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自动收受、集聚、加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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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播和监控，以超常的速度提升政府人力资源开

化开发管理”不仅能推动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网

发技术、知识的含金量。“数字化开发管理”将使政

络化、民主化和效率化，而且能促进政府人力资源开

府人力资源开发决策品质升位，决策过程的公开性、

发管理理念、治理结构、行政法规、行政环节，乃至政

监控性力度加大，决策执行过程民主化步伐加快。

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机制的转轨和专家智囊信息库

它还将扩充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决策的信息网

的建立。鉴于此，它将掀起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领

域，削弱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因为交互沟通方式的网

域伟大革命的浪潮。

络终端，能使各方思想、利益得以充分表达，引发网

总之，随着行政机构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上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信息集聚，进而把真实

方面管理功能的放大，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作为

的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信息提供给政府人力资源

整个社会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其地位

开发管理决策层，避免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有限理性

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２１世纪里，如何进一步使政
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有待于

决策出现。·ｔ数字化开发管理”又以极大的冲击力推

各国相关人士共同探讨研究。

动着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职能、工作方式的定位

爹考又

和科学化。‘‘正像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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