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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00-2004 年间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研究对象，
重点考察了各省年度政府绩效对省级官员政治晋升 事件的影响。从事这项研究目的是
为了深入探察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和领导干部晋升激励的内在逻辑 ，分析基于绩效的晋
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收集整理了 2000-2004 年间中国各省的年度
政府绩效和省份特征数据 ，以及样本期内省级官员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晋升资料 （共计
303 个分析单元），采用基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事件史分析方法（EHA），考察了政府
绩效对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的决定作用 。本文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省级官员的职位、任期、任期的平方和工作资历等变量对其政治晋升存在
显著作用，民族、年龄、学历、党龄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上级部门更加看
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政治资本 ，而那些资历久、任期长的官员得到了更
多的晋升机会。任期的倒 U 型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说明最佳任期可能会存在。
其次，在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中 ，关系网络的作用十分显著 。曾在中央任职或现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级官员的晋升概率更大 ，本地任职和共青团出身的作用并
不显著，从而部分证实了“基于关系网络的晋升”假设。
再次，政府绩效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产生 显著影响，但政府绩效不同维度的
重要性及其对政治晋升的影响不尽相同 。公共服务绩效这个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变
量的作用显著，但结果否定了经济绩效的显著作用 ，表明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正
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最后，不同职位的官员的绩效与晋升关 系不尽相同，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样本组
的模型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省委书记样本组的变量显著性更佳，表明二者的权力
配置和选拔机制对其晋升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分组区别考察是合理的 。
此外，分地区样本组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在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上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不同 。两个地区的官员晋升都受到公共
服务绩效的影响，但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经济绩效则对中西部地区的官员晋升
影响更多一些；其他变量的影响也存在若干有趣的差异 。结果表明中央考核地方官员

1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政府公共

部门绩效评估体系研究：理论、方法和路径选择”（编号：05JJD790098）资助。
I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的尺度并非“一刀切”，而是有其战略考虑的。
本文的研究表明，进入 21 世纪，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指导的政府绩效评
估体系和领导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对于区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其中也存在若干现实问题，特别是有可能导致政府竞
争的无序乃至恶性，干部任用过程中的腐败和交易，以及“矮子中间挑高个”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创新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引入公众参与的领导干部人事管
理与监督制度，并合理发挥基于绩效的晋升激励手段的积极作用 等予以解决。
关 键 词：政府绩效；政治晋升；省级官员；科学发展观；事件史分析
论文类型：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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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Promo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owards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and Governors in Mainland China
(2000-2004)1
Speci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pplicant: Liang Ma
Supervisor: Prof. Jiannan W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condary data on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and governors (totally 303
analysis units) in mainland China (2000 -2004), applying event history analysis (EHA)
methods based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promotions were explored in the thesis.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side logic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GPE) and cadre personnel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real problems involved in such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obtained
in the thesis are as following:
First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position, tenure , square of tenure and longevity of provincial
official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s on political promotions ,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nation,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time as member of CCP are not significant . Central
government stresses the experts and political capital of local cadres, and officials who have
longer tenure are more likely to be promoted. The convert-U effect of tenure, however,
implied that there may be pre mier tenure.
Secondly, Guanxi and social networks are key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romotions of local
cadres. Provincial officials who have been working in units of central government, or who
are now members of central political bureau, have more promot ion opportunities; the effects
of host position and members of CCYL are not significant, and the networks-promotion
hypothesis is proved partly.
Thirdly, we found tha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romotions of
local cadres, while influences coming from distinctive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re different. Public service effectiveness, which had been ignored in pervious
researches, was found to influence political promotion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ntrary
to former studies,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provinces doesn't have such effect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criteria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as occurred structu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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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Fourthl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of cadre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 has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with political promotions.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sample has stronger
significance than governors’ sample, implied that the power arrangement and promotion
mechanism of both positions are different, and investigation in distinctive groups are proper.
Further more, samples of different area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romotions, especially between eastern and central -western areas. Although
political promotions of two areas are both influenced by p 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ffect
on provincial officials of eastern area is stronger.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on political promotions is stronger in central -western area than eastern area.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cr iteria of evalu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re
not the same among different areas, and som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may be in mind.
The findings of the thesis implied that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View of Right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s well as cadre personnel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re vital to the
people-oriented, overall,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sinc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however, some re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government
competition without order, corruption and exchange among the process of cadre promotion,
and problems of selecting tall persons from homunculi. Those problems needs to be solved
through innovations and improvement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s,
adoption of public involved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adre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 and facilitation of incentives based on promotions and
promotions 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olitical Promotion; Provincial Officials;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 Event History Analysis
TYPE OF THESIS: Application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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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绪论
测量什么，得到什么；评价什么，收获什么。——绩效评价活动遵循的原则之一 ①[1]
组织成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 ，因此，晋升是最糟糕的激励措施。
——“彼德原理”[2]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及其领导者和组织成员 ，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对政府官员提供正确的激励 ，以使其能够为公共利益的增进而努
力，是组织理论和公共管理学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之一。激励是为满足行为体的需要
而存在的，只要行为体存在一定的动机 ，那么激励就能发挥作用。组织绩效评价作为
对政府官员实施激励的前提条件，是实现组织良性运转的重要环境 。根据绩效评价的
结果实施金钱、政治、声誉等方面的奖惩，对政府官员提供有力的激励 ，也因而成为
公共管理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段 。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快速的发展 ，中国的迅
速崛起也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成就。[3]中国令人罕见地保持了长期 、持续、高速的经
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发动机 。毋庸置疑，各级政府的努力、改革和创新
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与其他新兴转轨国家相比，中国各级政府表现出了极大
的发展动力，政府千方百计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势头也给 国际观察家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政府为何具有如此旺盛的动力 ？是什么激发着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不
懈努力？政府的“援助之手”来自哪里？对此，国内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者都进行了
多角度的研究和解释。
经济学者多认为，以财政包干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促进了政府竞争 ，激发了各级
政府培育财源、争取财政收入的动力。[5]最近的研究则发现，基于政治晋升的领导干部
人事激励是地方政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6]如果把政府及其代理人——各
级政府官员视为理性人的话 ，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对政府官员的强力激励促进
了地方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7,8]尽管这种激励类似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对组
织成员的激励，但主要体现在职位晋升和金钱激励 。而由于政治前途与金钱激励 的职
位“捆绑”效应，导致前者的效果远甚于后者 。因此，以政府绩效评价和人事管理制
度为纽带，政府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从而为中国的巨大变化埋

①

英文对应短语为“What’s Measured is What Matters ”，意为测量的是什么，什么就至关重要。该原则在许多绩效测

量、评价和管理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最近的阐释可见 Bevan 和 Hoo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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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伏笔。
然而，与高速经济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 ，城乡、
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社会管理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 ，
等等，表明政府绩效整体不高且发展不平衡。政府绩效是特定情境下政府组织在实现
其目标过程中的行为、产出与结果。[9]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决定政府
官员的任免升黜，是激励政府官员的重要 手段。如果反思和分析当前的政府绩效评价
制度，我们将发现上述绩效不高的表现正是绩效评价制度缺陷的反映 。有学者指出，
“在
长期的实际应用中，这种绩效评估对政绩的界定往往局限于经济增长 ，考核的重心在
于 GDP 增长率，招商引资数量、盲目攀比，引发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数据造假、
政绩工程等问题比较突出。”[10]此外，忽视社会公众的参与，主要以上级考核为主，加
上干部任期制执行不力、职位频繁调动，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政府官员重短期
效应，轻长远发展；重“显绩”轻“隐绩”；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唯
上不唯下，等等。因此，与官员晋升捆绑在一起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是带来中国经济
增长奇迹的首要因素，但也是导致上述种种问题与隐患的根源所在 。

1.1.2 现实问题描述与分析
中国在过去 30 年间保持了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但未来中国将面临可持
续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隐患已经浮现，而且由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中国
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危及国内长远未来 ，还将波及国际社会。如果不采取遏制措施，
“污
染噩梦”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骤然停止 ，并会给全球社会、生态系统带来一场浩劫。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把对环境破坏考虑在内 ，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每年给环境造
成的破坏基本抵消了 GDP 的增长。[11]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热情高涨 ，但另一方面，政
府投资冲动，大兴政绩工程，对社会发展、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导致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三环”无法对流；国内区域差异明显，经济一体化面临区域分割和
地方保护主义的威胁。已有研究表明，政府绩效评价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促进了经济
的高速增长 [7]，基础设施的完善[8]。但是，单纯强调 GDP 增长率和上级评价也导致官
员只对经济增长冲动，唯上不唯下 [12]。此外，政绩考核强调府际竞争，导致区域一体
化难成气候，市场分割泛滥 [13]。因此，政府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对区域全面发展有显
著影响，而绩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是问题的关键 。
这种政绩考核和官员激励机制可以解释当前 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种种 “迷思”。
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上马重大工程项目 ，特别是一些高污染、高耗
能的重工业，不仅带来环境污染，而且诱发投资泡沫。尽管中央政府早就认识到问题
并施加压力，但地方官员往往对之熟视无睹 。因为“更多的工厂意味着更多就业机会
和更高的经济发展，而这又会提升他们自己在上一级领导眼中的形象 。因此，中国出
现了太多的工厂。”[14]
此外，有研究指出经济适用房价格的三分之二是由各项税费 、土地出让金和配套
费用构成的，如果政府在收入上让利，其价格将只有商品房的一半，但代价是 GDP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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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将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减少。因此，改变以 GDP 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
绩观，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实惠的前提 。 [15]各地政府也已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探索新
方法、新举措，改变以往单纯以“GDP 上升论英雄”的传统政绩考核规则。[16]不过，
中国各级政府每年都要迎接种类繁多的考评 ，它们之间存在重叠、冲突乃至矛盾的现
象，导致接受考评的政府无所适从 ，不得不在各种考评中权衡轻重缓急 ，而最后作出
的选择很可能偏离了考评的初衷 。更为重要的是，上级下达的指标往往会超出下级完
成的能力，但下级又不得不完成时，弄虚作假就会发生。②如何规避地方政府在政绩考
核中造假，使政府能够“原生态迎评”，真正实现“以评促建”，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
讨的问题。③
如何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 ，是组织管理中永恒存在的基本问题 。
对于像中国政府这样的规模庞大 、结构复杂的组织体系而言 ，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绩效评价作为一种控制、激励和管理手段，是破解上述问题的一把钥匙 。设定某个期
限的目标，签订绩效合同，定期跟踪监测目标完成情况 ，期终根据绩效结果实施奖惩 ，
这样一套流程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组织管理的重要环节 。作为代理人，组织成员都有着
自利目标，很少会为组织“白忙活”，而绩效评价作为一个纽带 ，将代理人的利益与委
托人的利益联结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委托 —代理问题。尽管理想的绩效
评价制度有着如此美妙的功效 ，但现实条件和诸多约束却使其理想功效难以发挥 。首
先，绩效本身是难以准确衡量的 ，因而如何评价和比较就成为首要难题 。其次，代理
人存在造假、目标替代等博弈的行为倾向 ，监督成本高昂以致很多时候监督流于形式 。
最后，即便绩效得到了测量并对代理人行为实施防范 ，委托人激励的手段却可能无法
满足要求（比如，职位有限，无法满足代理人的晋升需求）。因此，从政绩考核和晋升
激励的角度探察，上述现象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
目前学者们对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毁誉参半 ，既认为它是创造“经济奇迹”
的发动机，又强调这种机制也导致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失衡 。不过，如果我们回顾中国
政府绩效评价的历史演进的话 ，就会发现当前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 是适应了转轨时期
的发展要求的。但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各级政府绩效评价制度也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将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划分为三个阶
段，其间经历了两次转轨，而第二次转轨尚在进行之中。建国以后，
“政治挂帅”决定
了绩效评价主要以政治表现为主 ，相关的政治审查也成为主要评价方法。[17]1978 年开
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开启了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先河 ，随即席卷中国大地
各级政府，
“一竿子插到底”。以 GDP 增长率等经济增长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制度尽管带
②

这一点在县乡两级政府最为多见 ，因为它们处于政府体系的最底层 。有报道指出，每年乡镇都会接到上级下达的

逐年递增的财政增收指标 ，这些指标设置不合理，往往超出乡镇的能力。为了完成任务，乡镇会把指标分解到每个
干部身上，让乡镇干部出去买税完成任务 ，而且多买给奖，少买受罚。这种买税行为不仅造成大量征收成本 ，还带
来了统计上的失真，并扭曲了乡镇干部的政绩心态 。因此，必须改革县、乡镇政绩考核机制，克服财税收入崇拜。
参见：李松涛，部分乡镇买税现象泛滥，中国青年报，2008-03-11。
③

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最早提出该词 。参见：陈斌，高校评估呼唤“原生态迎评”，中国青年报，200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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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环境、
社会等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开始浮现并日益恶化 ，表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考核方式以
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进入 21 世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
政绩观”，并随之建立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这表明，建国以来我国政
府绩效评价的关注维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单纯的政治忠诚到对经济增长的强调 ，
再到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注重绝对公平到突出效率，再到重新回归效率
与公平的兼顾与均衡。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指导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代表着
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只不过这种新体系的建立、完善与推广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政府绩效评价的关键目的即在于通过评价结果的使用（如对外公开形成舆论压力 、
金钱奖罚、职位晋升等）激励评价对象（满足或剥夺其在金钱、政治、声誉等方面的
需求），在评价对象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 ，从而激发评价对象的工作积极性和努力
程度，并起到管理和控制评价对象行为的目的 。[18]因此，绩效评价和管理同激励有着
密切的关系，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体的。不过，尽管绩效评价的方式和方法多
样，但政府激励的手段却极为有限 ，以致有学者甚至认为行之有效的仅有晋升激励 。[19]
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改革的逐步推进 ，包括金钱激励、声誉激励等在内的各种激励方
式日益进入政府管理体系中 。但不得不承认，基于晋升的政治激励仍然是当前政府管
理中的核心内容。 [20]而将官员的任期政绩与其职位晋升联系在一起 ，以绩效作为晋升
的尺度和砝码，是促进官员有所作为并改善绩效的有效途径 。
发展观

政府绩效评价

激励

政府（官员）行为

可持续发展

政绩观

图 1-1

发展观、政绩观与政府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政治激励与金钱激励的 “捆绑”使得晋升激励成为当前对政府官
员的主要激励手段，而政绩考核是这种激励机制的参考依据 。图 1-1 显示，不同的发
展观和政绩观决定了不同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进而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 ，并对政府
（尤其是官员）行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这其中，绩效指标最为关键，什么
样的绩效指标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是最受到认可的 ，也会诱导评估对象朝向该方向努
力。因此，深入探究绩效指标的内核 ，考察何种绩效维度对官员晋升及其激 励的影响
最大，将是破解“绩效—晋升”假设，并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然而，究竟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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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对政府官员的晋升产生重要影响 ？哪些指标的影响更大？这种影响的连续性
是否因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出现差异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以便创
新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和官员激励机制 ，乃至促进政治稳定和政府绩效改进 。

1.2 研究述评
上述问题涉及政府绩效评价 、政府竞争、官员晋升、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每一个
概念都牵连着许多深层次问题 ，并吸引国内外包括经济学 、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
等在内的各类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注意 。不过，以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晋升激励作为
主线，我们可以对这些研究作出梳理 。政府绩效评价与管理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实践界
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围绕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机制设计、评
价方法分析等，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有关政府绩效决定因素的研究也逐渐发展
起来。 [21]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较多考察政府绩效评价的决定因素 ，分析哪些因素导
致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实施和成功 [22]，而对政府绩效评价引入后的结果和影响关注不够 。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 ，政府绩效评价对各级政府官员发挥着控制和激励作用 。
为此，国内学者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政府绩效评价对官员行为 、政府运作、区域发展等
的影响。由于难以对政府绩效评价进行很好的量化 ，问卷调查等截面数据分析也难以
真实捕捉区域发展等宏观概念 ，因此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往往难以开展 。④[23]
围绕政府绩效评价的诸多正面影响和负面效果 ，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大量研究 。
值得注意的是，将政府绩效评价与官员晋升联系在一起 ，反推考察政府绩效对官员晋
升的决定作用，从中发现政府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 ，是从另一种视角切入该问题的研
究策略。这方面的研究最早是由关注中国的国外政治学者完成的 （如薄智跃 [24]，黄亚
生[25]），此后，经济学者也逐渐开展相关研究（如周黎安 [26]，Opper 和 Brehm[27]）。政
治学者对中国政治中的领导干部管理机制感兴趣 ，相关研究尽管触及辖区绩效与干部
流动之间的关系，但着重点仍然是放在后者而非前者 。经济学家则更多是考察经济增
长背后的驱动力，政府上级对下级的激励成为他们的重要解释工具 。政治学者关注中
国共产主义体制下领导干部晋升的决定因素研究 ，以及中央—地方关系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者则研究政绩考核下的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以及财政分权和人事
集权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多种影响 。
学者们的研究指出，政府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 ，而对地方政
府的激励机制设计使得中国拥有了较为 完善的基础设施。然而，以 GDP 增长率为核心
的政绩考核导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经济增长激励 ，但却忽视了社会发展和环境保
护，并导致一系列的“非绩效行为”[19]或“非职能行为”[28]。以目标责任制考核为主
的上级评价，使地方政府唯上不唯下，缺乏创新 [29]，或引发一系列以政绩工程为表现
的“伪创新”[30]。政绩考核强调府际竞争和“锦标赛”[6]，导致区域一体化难成气候 ，
市场分割泛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31]。可见，政府绩效评价模式与政府绩效 、区域全
④

Enticott 和 Walker (2005)的研究较为粗糙，变量操作也不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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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 ，需要通过研究予以揭示。而真正将政府绩效评价
作为研究的着重点和未来改进的制度方向的分析尚未发现 。目前，公共管理学者的相
关研究还不多见，但自 2000 年以来，随着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改变 ，学者们已经开始
探究这种制度变革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是否反映出来 ，以及哪些绩效指标、哪种评价机
制在体系中的权重更大，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考察 2000 年至 2004 年间中国省级政府绩效的不同构造方式对省委书
记和省长政治晋升概率的影响，以期探究政府绩效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为
解释政府绩效评价与区域发展的 关系提供经验证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将包括如下三点 。
首先，构建中国省级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多种渠道的数据来源进行实证
分析。如何测量和评估政府绩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也是一个热点问题，目前针对亚
国家政府绩效（在中国为省级政府）的研究已经兴起（如美国“政府绩效项目”
（GPP）
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 ），国内也涌现出相关研究，但综合性的考察尚未给出 。本文
在这方面将是一个尝试，对以往研究予以评述，并给出我们的分析框架。
其次，建立政府绩效与政治晋升的因果关系模型，并探讨该模型对区域发展的解
释力。
“基于绩效的晋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这种用于干部
选拔的绩效指标是如何构造的 ？它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区域发展观的影响是什么 ？
相关研究尽管已经有所触及 ，但系统性的梳理和更加全面的理论模型的构建还没有完
成。本研究将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
最后，实证研究政府绩效的不同构造方式对官员政治晋升概率的影响 ，并解释这
种作用关系的发生机理。前文述评显示，目前针对该领域的研究未能全面考察不同政
府绩效的构造方式对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 ，本研究所构建的数据库将有可能解决该问
题，并提供最新的经验证据并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性认识 。

1.3.2 研究意义
1）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较为显著 ，首先就是它将揭示政治晋升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为
理解和解释中国现实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及其内在成因提供经验证据 。其次，
研究的应用性还体现在指导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和领导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促
进公共管理者进一步认识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的重要作 用，以便谨慎使用基于绩效的
晋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等措施 。著名的彼德定理认为，组织中每个成员都将晋升到他
或她无法胜任的职位，最终导致晋升激励手段的失灵。 [2]这个问题在今天是否依然如
此？如何改善政府对其组织成员的激励效果 ？本研究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答 ，并为
改善公共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这样，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指导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的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与落实 ，以及正确政绩观的确立和引导 ，进而促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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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
2）学术价值
就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言 ，本研究是对该领域已有研究的有力补充 ，一定程度
上也促进了人们对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的理解 。尽管已有研究对“绩效—晋升”假设
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检验 ，但研究结论尚未取得一致 。政府绩效是一个复杂的 多维
构念，此前研究未能打开绩效概念 ，而仅是探讨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传统绩效指标
进行分析。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提出和落实表明 ，单纯探讨上述指标已经跟不
上实践发展，该领域研究也需要引入新视角 。本研究结合较新的数据，通过构造一个
独特的数据库，相关的分析将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新的知识 ，并为推进人们对政府绩效
和官员晋升的理解提供基础 。此外，就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而言 ，本研究还将填补
本学科相关研究的不足，包括在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应用等方面 。

1.4 论文内容与结构
1.4.1 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为 2000-2004 年间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省委
书记、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政府行政首长（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的
政治晋升事件。分析的因变量为省级官员晋升 ，核心自变量为该省政府绩效。为反映
不同绩效维度和评价机制的相对影响程度 ，本文构造了配对绩效比较指标，如效果与
效率，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等。其他自变量还包括官员个人特征变量（人口学特
征、任期与资历、中央关系等）和省份状况变量（规模、地理位置、区域类别等）。
研究将聚焦中国省级政府，考察省委书记和省长政治晋升的决定因素 ，特别是政
府绩效在其中的关键影响 。本文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省级官员晋升事件发生概
率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绩效改善、官员自身特征等对官员晋升概率的影响 ，从而为
探究实际政府绩效评价的内在逻辑提供经验证据 。

1.4.2 本文结构安排
本文以下部分安排如下。第 2 章对政府绩效、政治晋升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
关国内外文献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抽取本研究的因变量 、关键自变量和相关控制变
量，并结合已有理论及实证文献提出本研究的基本 假设。研究设计将在第 3 章呈现，
包括研究对象的选取、关键变量的识别与操作化 ，以及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 4 章报
告统计分析结果并予以讨论 ，对照提出的假设进行检 验和分析，并探讨统计结果的现
实意义。最后，第 5 章给出研究结论及可能的政策建议 ，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
未来研究方向。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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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综述、变量识别与理论构建
2.1 研究综述
2.1.1 职位晋升的决定因素研究
围绕职业发展和职位晋升 ，学者们对晋升的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考察了
“基于绩效的晋升”或“绩效—晋升”假设，并分析了关系网络对晋升的影响 ，研究
是“搞关系”重要，还是“干工作”更有用，而上级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 。 [27]这
些研究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 、人事管理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意在分析个人特
征（如年龄、性别、学历、资历、级别）、业绩（个人/团队）和关系网络（与上级、同
级、下级等的人际关系）对职位晋升的决定作用 。特别地，针对组织领导者晋升的研
究重点在于企业 CEO 的不同调换方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如内部或外部继任者的来源
和现任者退出的自愿或强迫方式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公司绩效对 CEO 职位变动的预
测作用。
针对学术机构科研人员的学术晋升 ，学者们的研究问题是博士毕业 、博士后出站
后谁会较快得到晋升，成为副教授、教授，乃至获得终身教职。这方面，社会学者对
科研人员获得晋升或终身教职等事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 ，年龄、性别、研究领域、
博士毕业系所的声望和科研生产力等是关键决定因素 。[32]社会学对社会流动的研究 ，
主要考察人在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流动 。而学术晋升的相关研究其实是从科学
学或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中的社会流动 （Social Stratification）
。此外，在学术晋
升中，对性别差异关注有加，尤其是分析女性学者晋升的障碍 。女性因其生理因素（生
育）和社会规范（料理家务、抚养子女，所谓的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导致她们在婚
姻和生育中占用大量时间 ，科研生产力也因此受损 。有趣的是，相关研究发现发文数
量而非发文质量是决定学术晋升的因素 [33]，表明在国外也同样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考
核机制，只不过国内情况更加严重而已。这说明了考核者更加偏好容易考核和获得 精
确信息的方式，即便它会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最后，利用学者的学术履历（CV）
即可收集到几乎所有相关数据 ，从而开展基于事件史分析的研究 。[34]
由于处于基本相同的人事管理体制下 ，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晋升模式与地方政
府官员极为相似。宋德舜 [35,36]对 346 家国有控股企业董事长 1993-2003 年间的系列研究
表明董事长是中国国有企业真正的 CEO，而对董事长的激励包括政治激励和金钱激励 。
董事长的晋升受到公司绩效 、与上级关系、任期等影响，对董事长的政治激励对公司
绩效的改善大于金钱激励的作用 。
官僚与官僚组织居于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核心 ，而政治动态与官僚职业
模式之间的联系是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官僚制演进的一个切口 。[37]组织内的晋升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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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职业路线的结构决定的 ，国家社会主义的职业路线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 ，这在 Walder
等提出的双轨模型（dual-path model）中表现得十分清楚。[38]该模型认为，国家社会主
义体制下的政治选拔过程包括政治忠诚和教育水平 ，晋升的一条路径强调专业和教育
（而非政治），并导致专业技术专家（几乎没有决策权）；另一条路径强调政治忠诚（而
不是高学历），引致有影响力的领导职位。即一条职业路线是政治 /行政的，另一条是专
业/技术的，它们属于两条不同的职业阶梯。也即，城市精英有行政管理和专业人士这
两条职业路径，影响两条路径晋升的关键 因素分别是政治标准和教育水平 ，并且“红”
与“专”是两条分裂的路径。[39]
周雪光考察了 1949-1994 年间中国政府的进入和晋升模式 ，对中国 20 座城市的代
表性样本的生活史研究显示，选拔标准随着时间在变化 ，在国家官僚体制内部及体制
之间存在两种迥异的晋升模式 ，表明官僚是一个异质性的阶层 。[37]Zhao 和 Zhou 将“晋
升模式”（Promotion Patterns）界定为“工作组织内沿着科层序次安排的管理职位晋升
的比率”。[40]他们认为研究晋升模式能理解中国组织的制度变革，因为人事管理一直受
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以确保国家政策的有力执行 。如果这些组织在这些年发生了
重大转变，那么它将反映在晋升模式的变化上 。他们比较了行政管理与专业人士两种
不同职业路线上晋升概率的决定因素 ，考察改革前后的变化以及不同部门的差异 。结
合 6 省 14 座城市居民的工作史数据，Zhao 和 Zhou 对改革开放前后晋升模式的变迁进
行了分析。在管理研究中一直强调组织特征 、个体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等对组织内部晋
升的影响。中国组织的晋升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 “外部化的”
（externalized），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各类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权威 。因此，
制度会对组织内晋升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表现得极为明显 。
他们扩展了 Walder 的双轨模型，区分了制度化—行政路线与专业化—职业路线这
两种不同的晋升机制，发现中国改革前后的晋升标准和机会存在连续性和显著变化 ：
在改革年代，较晚进入组织的高学历的管理人员的晋升概率最高 ，在职业路线和组织
部门之间存在晋升模式的显著差异，表明制度维系和新兴市场力量的双重影响 。可见，
Walder、周雪光等社会学家的研究 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下不同部门 （公共部门、
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精英在改革前后的职业路线和事业发展的差异和变迁 ，从
而在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拓展和深化已有的研究和理论 。

2.1.2 政治晋升的决定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积累了对中国地方政府 “一把手”晋升模式的诸多研究。对政府官员
的激励包括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两种方式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外在激励 ，如物质
激励和精神激励，金钱激励和政治激励等多种分类模式 。薄智跃 [24]较早对中国省委书
记、省长（1949-1994）的研究考察了税收上缴额度 、经济增长率社会和政治运动 、官
员特征、省份特征等对官员晋升的影 响，发现税收上缴比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贡献
更大。
在《1949 年以来中国省级领导人的政绩与升迁 》一书中，薄智跃考察了 1949 年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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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和副省长的政治升迁的影响因素 ，包括官员的年
龄、党龄、籍贯、性别、民族、学历、原籍工作或在外地工作 、有无政治运动、与中
央的关系等，以及各省人口、经济增长水平、向国家上缴的税收或国家给予的补贴等
十余个变量。⑤国外“精英研究”
（Elite Studies）有两种理论模式占据主流，分别是“派
系主义模式”
（Factionalism）和“地方主义模式”
（Localism）。它们要么假定人际关系
或部门利益决定官员晋升 ，要么认为原籍任职与外地派遣对晋升有影响 。薄智跃提出
了“政绩模式”（Performance Model），并通过经验分析否决了前两种理论的解释 ，验
证了经济增长率（包括省增长率与在任期间平均增长率 ）与上缴税额（包括省缴税与
在任期间平均上缴税）对留任和晋升的决定作用 ，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晋升无关，但上
缴税收越多越能晋升，表明中央关注各省上缴税收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率 。[24]
周黎安对中国省委书记、省长（1980-1993）的研究，分析了 GDP 增长率（平均、
移动平均、前现任比较）对官员晋升、平调和终止的影响，发现相对经济绩效考核对
官员晋升影响最大。[26]周黎安等对省委书记、省长（1978-2004）的研究，延长了上述
样本期但结果一致。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分析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
的重要作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7]这种研究也是对 Lazer 和
Rosen[41]所提出的“相对绩效考核”的实证检验，表明了这种激励合约在实践中的普遍
适用性和有效性。[42]
Landry 对中国 104 座城市市长（1990-2000）的研究，分析城市绩效（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生活质量、环境保护）、市长特征（任期、出生年份、性别、民族、学历）
等对晋升的影响，发现经济绩效对晋升的影响不大 。[43]研究发现，城市经济绩效仅对
官员的政治命运产生有限的积极影响 ；其结果与薄智跃的发现一致 ，即增长本身并不
能解释干部的晋升模式。任期、年龄等市长个人特征也对其晋升产生影响 。Landry 对
辖区绩效的界定是较为全面的 ，有别于此前学者单纯考虑经济绩效或财政绩效 ，不过，
他的分析结果显示辖区绩效对市长晋升的影响不大 。
Guo 对全国县级领导人（县长或县级市长、党委书记）
（除重庆、西藏）
（1995-2002）
的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增长对晋升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增长 。[44]正如 Guo 所言，系统研
究低层政府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 ，多数省份的人
口或辖区面积都比一些国家要大 ，省内差异也十分巨大，因此省可能是一个过于庞大
的分析单位。越往下走、越远离省会，关系、腐败等“噪音”在官员任免中的作用更
大，而经济绩效的影响可能会衰减 。此外，尽管宪法和党章规定地方行政首长和党委
书记的任期为 5 年，但实际上各级官员的离职率非常不同。虽然领导干部退休制已经
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但任期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执行 。特别是在县乡一级，不满 5 年
的官员调动十分频繁，有时候调动过于频繁，甚至导致连当地政府人员都无法搞清楚
在位者究竟是谁，多久以后又会是谁。这种任期的不确定性和调动的频繁程度 ，导致
⑤

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详细讨论 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参与评论的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意见 ，如忽视中国国情、研究方法

不当、未考虑一些重要因素等。参见：薄智跃. 经济绩效和省级领导人的政治升迁 . 天则 222 次双周记录,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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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更加倾向于注重短期行为 ，通过短期效应实现迅速的职位升迁。但也正因为
如此，也为考察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提供了现实条件 。
Guo 发现，财政绩效显著影响官员晋升概率，官员任期与人员职位变动之间存在
曲线关系，而少数民族官员晋升的可能性不大 。研究还显示，本地晋升并非取决于农
业或工业增长率，而在于收入增加的财政绩效 。这说明收入增加在地方官员仕途中的
重要性——忠诚地向上级输送税收的干部受到奖励 ；经济增长尽管是令人期望的 ，但
收入增长才能为上级政府提供真正有形的利益 。所有绩效指标都没有对外地晋升产生
显著影响，表明外地晋升比本地晋升远为复杂 。
Opper 和 Brehm 认为，已有关于省级官员晋升的研究都没有控制其他竞争性解释 ，
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27]“经济绩效假设”假定中国存在纯粹的 M 型组织结构，各省
就像公司事业部一样享有完全的战略决策权 。然而，像中国这样的联邦主义国家结构
是一种破碎的 M 型组织，事业部仅享有有限的权力。各省都被嵌入到国家战略的框架
内，受制于中央—地方的协调与常规干预 。在这样一种组织形态下，经济绩效并不能
提供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 。相反，中央与各省的垂直协调需要人际信任与合作 ，以便
确保组织内部的融洽、承诺和秩序。因此，在这样一种破碎的 M 型组织结构中，官员
晋升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 ，正是它起到了事后监督个人信任和未来合作行为的作用 。
Opper 和 Brehm 对 1987-2005 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研究发现，省级官员的关系网络对
晋升的影响显著，而不是经济绩效，从而证实了“人际关系假设”。Opper 和 Brehm 的
分析样本期与周黎安等的接近 ，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反：后者发现经济绩效与省级官员
晋升的显著正向关系，而前者则没有证实这一点，结果反而是负向的。导致这种结果
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两种研究对自变量的处理不同 ，控制变量的选取也存在差别 。
James 和 John[45]考察了绩效信息公开对地方政府官员选举支持率的影响 。由于在
西方民主国家选民的支持是政府官员任免升黜的决定因素 ，
“基于绩效的晋升”就有了
现实的制度基础。公开有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信息越来越成为许多 OECD 国家
的主要趋势，它在政治上影响深远，因为绩效信息的公开使选民能够利用它们来实施
奖惩，从而会对现任地方政府的选举支持产生影响 ，这就弥合了选民与政府之间的问
责链条。James 和 John 研究了英国地方政府“综合绩效评估”
（CPA）的引入所带来的
影响。CPA 总结地方政府的绩效信息并将之传达给选民 ，成为联结选民与现任官员之
间关系的纽带。CPA 的分数范围在 0-60，排名等级分为糟糕、薄弱、一般、优秀、卓
越。不同的信息公开方式将会对选举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他们考察了三种模型 ，并
认为分等级也许比连续的绝对分数对选民的启发更大 ，而或高或低的极端绩效也将比
中间水平的绩效的影响更大 。他们发现，控制未公开绩效指标随时间的变化 ，地方税
收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以及地方现任官员是否属于中央政府执政党等 ，绩效信息公开
的影响存在负向偏差（Negativity bias）。⑥绩效低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在选举中所占的总
⑥

负向偏差指在信息处理和政治结果中 ，对负向信息的权重大于同等规模正向信息的权重 。负向偏差在对候选人的

政治感知、公众舆论和经济投票中都有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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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将会随绩效信息的公开而发生显著降 低，而绩效最高组的官员则没有得到同等规
模的奖赏。
理论上讲，选民会奖励表现优秀的政府 ，而惩罚表现不佳的政府 。但现实是否如
此？选民的理性是否能够施展 ？基于 148 个英国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 （1999-2006），
Boyne 等[46]分析了比例型（proportionate）、认知型（cognitive）、条件型（conditional）
三种绩效对现任地方政府选民支持率的影响。
“责任”假设（responsibility）或“奖惩”
假设（reward-punish）指出，选民通过时刻注意绩效的升降并随之行动 ，从而达到监督
统治者的目的。除非官员能够逃避糟糕的绩效 ，或者选民不得不依赖于利他主义或统
治者的价值体系 ，而非再次当选的强力激励 ，那么这种联系就会奏效 。经济投票
（economic voting）是研究最多的领域，研究发现现任政府通常要对宏观经济绩效负责 ，
并按照绩效的相对水平得到奖惩 。民权、外交政策、公共服务质量、教育绩效、满意
度等非经济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对现任政府绩效的选举反应的程度和方式是
什么？这种奖惩式的反应是否会马上兑 现？选民是否会给现任政府一次改进绩效的机
会？选民是否成熟到懂得如何奖罚 ？Boyne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测量的绩效并不能预
测选票的份额，但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却可以 预测。地方税收负向影响选票 ，表明选
民会惩罚那些征税过高的地方政府 。综合绩效评估中的负向偏差依然存在 。上述发现
较好地支持了现任评估的认知模型 。
西方政治学者对政府绩效与官员职业发展的研究 ，将选民对民选官员的问责置于
首位，考察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等政府绩效指标的公开对选民关于官员政绩的感知的
影响，从而在政府绩效公开、选民感知、选民投票、官员留任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实
证研究中，政府绩效的公开（特别是一些十分容易辨识或感知的信息 ，如经济状况、
生活水平、公民满意度）和选民投票支持率是最容易操作化的变量 ，也是检验上述因
果关系的主要途径。 [45]相较而言，尽管中国政府官员的任免在法定程序上是通过人民
代表大会实现的，但是真正的人事任免权却在上级党组织 ，特别是上级党委书记手中 。
因此，政府绩效必须影响上级领导（而非选民），才能实现基于绩效的晋升 。不过，多
数选民与少数上级领导对绩效信息的获知 、判断和利用的程度和方式是不同的 ，这种
差异导致中西政治晋升的不同逻辑 ，尽管它们看似相同。因此，这种研究路径也为我
们提供了借鉴，即由于决定政府官员任免升黜的主体 （西方国家里选民说了算 ，而在
中国上级党委起决定作用 ）不同，考察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也存在差异 。此外，
中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由行政首长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 ，并向社会公开发
布。因此，人民代表和社会公众都将能够对政府年度绩效作出感知 ，并会依据感知予
以投票。但由于上级党委牢牢控制着下级党政一把手的人事管理权 ，它对下级政府绩
效的评判才是决定其任免的根本 ，这也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 。最后，政府绩
效的标杆得分和分级排序更加易于比较，也是现实中最多采用的 模式。这种分析比相
对绩效考核更进一步，因为排名或排序式的简单相对比较 ，显然比基于绝对数据的相
对考核更为容易和便于观察 ，也更有可能是选民和组织部使用的策略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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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综述小结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的社会流动，针对特定组织内的特定人员 ，不同学科的学者
们关注于略有差异的关键因素 ，并延伸出不同的理论和学术取向 。单纯从某个角度进
行探察，固然可以更为深入和聚焦 ，但却有可能因为忽视其他关键性因素而导致研究
结论的偏差乃至错误。不过，若将所有因素同时纳入 ，却是许多研究所无法满足的条
件。许多跨学科综合考察的学者都 处在这种权衡之中，本文也不例外。在某些学科的
学者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变量 ，或者仅仅作为控制变量或分类变量加以处理时 ，另一些
学科的学者却认为他们才是最需要关注的因素 。尽管社会学者们的研究发人深思 ，但
我们更多是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出发 ，为组织绩效的改善而开展此类研究 。因此，考
察特定组织成员（在这里是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 ）的绩效评估和晋升激励 ，为改善政
府绩效评估制度和领导干部激励机制提供经验依据 ，才是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
终的目的。
上述研究（具体见表 2-1）分别从县、市、省三级考察了政府绩效及其他因素对
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但相关分析结论存在不一致乃至矛盾之处 ，若干解释也存在冲
突，有必要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顺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
方针，政府的合法性和官员的政绩均建立在 GDP 等经济增长数字上。自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以来，若干省份已经开始试点新
的党政官员考核评价新体系工作 。该体系除了经济发展内容外 ，还加入了环境保护、
能源消耗、社会治安、公共教育等环境、社会内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变化 表
明，表明政府正逐步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社会全面发展转变 ，也体现了政府治
理理念正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和公平并重”转变。⑦因此，上述研究对
政府绩效的测量存在问题 ，未能真正打开这个复杂构念的内在结构 ，而体现科学发展
观要求的绩效指标也未能纳入考察或控制之列 ，因此分析结果也受到影响 。⑧

⑦

针对该问题的详细报道，参见：时论，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新革命 ，21 世纪经济报道，2004-07-21。

⑧

Landry (2003)是一个例外，不过他的分析是不完整的 ，仍然集中在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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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作者（年份）
Bo (1996)

Zhou (2002)
周黎安、李宏彬

研究对象
省委书记、省
长
省委书记、省
长
省委书记、省

和陈烨（2005） 长

样本量
19627

样本期
1949-1994

710

1980-1993

1302

1978-2004

已有研究清单

自变量

控制变量

税收上缴额度、经济增长

社会和政治运动、官

率

员特征、省份特征

GDP 增长率（平均、移动
平均、前现任比较）
GDP 增长率（平均、移动
平均、前现任比较）
城市绩效（经济发展、人

Landry (2003)

104 座城市市
长

力资本、生活质量、环境
——

1990-2000

保护）
、市长特征（任期、
出生年份、性别、民族、
学历）

宋德舜（2004； 346 家国有控
2005；2006）

股企业董事长

Opper 和 Brehm
(2007)

省委书记、省

James 和 John
(2007)；Boyne
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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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虚拟变量

简要评述
税 收 上缴 比经 济 增长

晋升、其他

对 官 员晋 升的 贡 献更
大

晋升、平调、 相 对 经济 绩效 考 核对
终止
晋升、平调、
终止

官员晋升影响最大
同上

人口、人均 GDP、服
务业占 GDP 的份额、
FDI 规模、年份虚拟变

晋升、其他

经 济 绩效 对晋 升 的影
响不大

量、省份虚拟变量
对 董 事长 的政 治 激励

2049

1993-2003

政治激励指数、公司绩效

与上级关系、任期

晋升、其他

对 绩 效的 改善 大 于金
钱激励

人际关系指数、平均 GDP

人口对数、人均 GDP

增长率、官员特征

对数

年 度 人 均农 业 增加 值 增

任期及其平方、年份

平调、本地

长率、年度人均工业增加

虚拟变量、少数民族

晋升、外地

庆、西藏）

值增长率、人均财政收入

自治区虚拟变量

晋升、其他

英国 148 个地

英国地方政府“综合绩效

此前支持率、中央执

现任地 方政

不 同 政府 绩效 信 息 的

政党、地方经济状况

府选民 支持

公 开 会对 官员 选 举支

和边际选票

率

持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长

1101

1987-2005

全国县长、县
Guo (2007)

年份虚拟变量

因变量

委书记（除重

方政府

5913

257

1995-2002

1999-2006

评估”的不同构造组合

晋升、其他

关 系 网络 对晋 升 的影
响显著
收 入 增长 对晋 升 的影
响远大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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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变量识别
2.2.1 对《干部任用条例》的解读
规范中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的制度是 2002 年 7 月 23 日由中共中央印发
并施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①1995 年，
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干部任用条例》是在《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的基础上修订的，它贯彻了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的新要求，并吸收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成果 。因此，
《干部任用条例》是对《暂
行条例》的补充和完善，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此外，
《宪法》
、
《中国共产党章
程》也分别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做了规定。通过解读上述
政策文本，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和要求 ，从而为识别影响党
政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的决定因素提供条件 。
《干部任用条例》规定，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一般需要经过民主推荐、考察、
酝酿、讨论决定、任职等 5 个步骤，并规定了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
和竞争上岗，交流、回避，免职、辞职、降职，纪律和监督等方面的要求 。制定《干
部任用条例》的目的在于推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强调选
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坚持党管干部 、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等原则，并应当注重选拔
任用优秀年轻干部。
《干部任用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般应
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 ；地（厅）、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
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提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应当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
规定的党龄要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 ；地方党委、政府领
导成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 。上述原则和标准显示，领导干部的年龄、任职资历、学
历、党龄等都会对其选拔任用产生影响 ，需要在研究中考虑。而这也与社会常识的判
断一致，因为人们多认为年龄、任职时间、文化程度等是任职资格的“硬杠”，而个人
的工作实绩、社会评价等则是“软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②
《干部任用条例》还规定，组织（人事）部门在考察环节要对确定的考察对象进
行严格考察，根据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 制定具体考察标准，全面考察其德、能、
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党政领导干部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
的，或者在年度考核、干部考察中民主测评不称职票超过三分之一 、经组织考核认定
为不称职的，一般应当免去现职。这些规定说明，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免职问
责都是依据其工作实绩而决定的，特别是在民主测评环节。因此，大胆创新、努力工
作以实现较为理想的政绩就成为政治晋升的重要途径 ，而对政府绩效的评估也成为干

①

以下相关内容可参见：新华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3 年 1 月 1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 -01/18/content_695422.htm。
②

参见石书军：
《买官卖官者如何绕过《条例》监督》，新华网，2003-07-31；
《安徽北部 18 位县委书记落马 原因多

为买官卖官》，中国青年报，2007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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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选拔任用中的重要环节 ，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预期目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需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这一工
作在 2006 年完成，是年 7 月 6 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并实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
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 》
（以下简称《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
法》）。③
《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共分 9 章 47 条，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换
届考察、领导班子成员个别提拔任职考察。
《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以科学发展观作
为考核、评价和使用干部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检验标准 ，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
众公认原则，明确了综合考核评价的指导思想 、遵循原则和方法构成，要求综合运用
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实绩分析、个别谈话和综合评价等具体方法进行干
部综合考核评价。以下则要点简述。
民主测评主要了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及领导干部德才表现 ，设置
相应的评价要点来考察。民意调查主要了解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成效和形象的
社会评价，包括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群众直
接感受到的工作状态与成效 。实绩分析主要通过有关方面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
情况和群众的评价意见，具体包括上级统计部门综合提供的本地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 、
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
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科
技投入与创新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和评价意见，上级审计部门提供的经济责任审计结论
以及群众评价。综合评价是在全面掌握考核信息的基础上 ，综合各个方面的评价意见
并相互补充印证，通过考察组集体研究分析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出客观公正的
评价。
《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在 2004 年就已开始在多个省份试点，最初的动议和起
草工作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它是对《干部任用条例》中领导干部考察环节的深入和细
化，二者也成为当前考核评价领导干部并决定其选拔任用的重要政策文本 。从《综合
考核评价试行办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领导干部在辖区或部门的组织绩效是考察的
重点，上述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是其显著代表 。它表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的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 GDP 增长率、财政收入等经济绩效
指标，而更加注重全面考察领 导干部统筹协调以实现科学发展的 能力。因此，反映辖
区或部门全面工作的组织绩效是决定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的关键因素 ，而绩效—晋升
假设也在这里得以体现。
除此以外，1982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和 1990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 》是学者们认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改革。[47]它们分别开启了官员退休制度和官员 异地交流制度，
③

以下相关内容可参见：新华网：《中组部印发实施地方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试行办法 》，2006 年 07 月 0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 -07/06/content_48030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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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中国官员治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的两项制度 。1982 年颁布的制度规定了 65 岁的强
制退休年线，也成为学者们考察任期效应的临界点 。而 1990 年实施的制度则为干部异
地任职提供了制度保障，成为观察干部交流的效应的较好窗口 。

2.2.2 因变量
1）官员的政治晋升
组织成员的职业流动一如组织战略的方向一样丰富 ，但大致可以按照进入、流出、
上升、下降和内部轮岗五种模式 。上述五种流动方向也会存在交叉 ，比如轮岗与升降
的组合，进入与升降、轮岗的组合等。对于政府、国有制企业等公共部门而言 ，往往
存在着“流动刚性”，组织成员一般“能进不能出”，领导干部则“能上不能下”。任期
制和退休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领 导干部的正规流出开始制度化 ，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完善也为领导干部的其他去向打开了门户 。尽管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
进，
“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公务员和领导干部职业管理机制已经开始确立 ，但向上
晋升和水平调动仍然是领导干部最主要的去向 。二者自然成为学者们最多考察的对象 ，
如对政治晋升决定因素的研究 [7]，以及领导干部水平调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48]
官员得到政治晋升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激励 ，而且伴随着经济激励和荣誉激
励，并预示着对其工作的肯定和褒奖 ，代表着一种政治信号。在官僚组织中，金字塔
的组织结构和职位安排决定了政治晋升的稀缺性 ，
“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其可以实现稳
态的条件。[49]领导干部的晋升，特别是组织高层的调动，常常会带来“连锁反应”，有
可能导致组织内所有“萝卜”在几乎全部“坑”里的进进出出。民主集中制要求集体
负责制，辖区政府或职能部门的组织绩效也是全体领导班子的工作成果 ，因此应该考
察领导班子的集体绩效和政治晋升之间的关系 。但是，由于政治晋升的连带性和象征
性，政治领导班子与企业高层管理团队 （TMT）一样，上级对下级“一把手”的擢升
是一个信号或标志，表示对该级政府绩效的认可 ，而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也将随之晋
升或得到其他奖励性补偿 。因此，将“一把手”作为探察领导班子调整的标识 ，将是
一个较好的替代性方案。

2.2.3 自变量
政府绩效
在研究政治晋升的决定因素时 ，我们最期望考察的是 政府绩效。决定官员晋升的
政府绩效评价制度是什么 ？哪些指标起着决定性作用 ？那种类型的评价机制的影响较
大？通过“绩效—晋升假设”的分析和检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上述问题 。尽管
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提出和建立已经启动 ，但正如陈昌盛、蔡跃洲（2007：46）
指出的那样，
“整体而言，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尚处于探索阶段 ，……很大程度上依然是
形式大于实质，主要仍然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为主 ，社会公众参与度很低；绩效评估
没有没有真正为改善内部管理服务 ；虽然评估程序逐渐规范 ，但是在实际中却没有得
以很好贯彻执行；评估方法上以定性为主 ，定量方法使用不足，而且量化过程中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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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严肃性不强，导致评估结果缺乏解释力和科学性 。更为重要的是，对政府职能
定位和价值判断上仍然存在偏颇 ，政府依然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投放到经济领域 ，而
公共服务投入却长期不足 ，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根本突破 。”[10]因此，考察政府公
共服务绩效对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将是弥补此前研究的要点 。
官员的个人特征
决定官员晋升的首要因素是官员本身的个人特征 ，这包括诸多人口学特征（性别、
年龄、民族、学历、党派等），官员的的任期、资历和党龄，以及可能的中央关系和社
会网络。人口学特征在人事经济学的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检验 ，也是实证研究中需要
注意的变量。工作资历和政治资本是获得晋升的关键因素 ，它们的影响也需要控制 。
尽管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为人所不耻，但获得上级的认可和支持却是开展工作并得到
晋升机会的重要途径，因此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是晋升的影响因素 。在某些情况下，这
些因素的作用可能大于绩效的影响 。
2）官员所在辖区和组织状况
组织成员所在的地区和组织状况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影响 ，在朝阳产业、大型组
织、著名或领先的组织中从业 ，会为其晋升提供支持。同样，对于辖区政府官员而言，
辖区的规模、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等 也会影响其晋升。在个人特征相近的情况下 ，那
些在规模较大的、交通发达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任职的官员 的晋升机会会更多。

2.3 假设生成与理论构建
2.3.1 相互关系探讨
政府绩效与政治晋升
绩效评估本身并非目的 ，它只是组织管理的手段之一 ，绩效评估有其特定的目的
和定位。Behn 认为政府绩效评估至少存在 8 个目的，分别是，评估、控制、预算、激
励、晋升、表扬、学习、改进等，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绩效指标来支持 。[18]2007 年
末 2008 年初，一份针对我国市级政府绩效评估现状与未来的德尔菲问卷调查显示 ，通
过使上级领导和同级人大确信 政府做得很好而获得晋升机会的评估目的在目前使用的
程度最高，优先权和重要性也最大，表明政府绩效评估的晋升激励导向十分显著 。④
作为永恒的主题，激励是绩效评价最重要的目的 ，如何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
目标而努力工作，是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 。在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中 ，激励的主要手
段就是控制组织成员的事业发展 ——政治晋升。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 ，公共
部门成员的流动性已经增加 ，职业选择也日趋多元化，但政治晋升仍然是公共部门成
员的首要选择。因此，基于晋升的激励是公共部门最为常用 、最为有效的手段。 [50]这
样，绩效评价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
著名的“彼德原理”认为，组织成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 ，因此，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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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是最糟糕的激励措施。[2]但尽管如此，它却是对政府官员唯一奏效的手段，因而其
局限性也昭然若掀。从 1949 年至 1978 年，我国建立和不断强化的是一种政治导向型
政府管理模式，它以党政一体化高度集权为体制 基础，以权力单一中心和运行单向度
为治理机制，以政治立场、觉悟和表现作为任用和评价官员的主要标准 。[17]尽管 1978
年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这种管理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党对政府的强有力的
领导却一直未变，只不过对官员的评价标准由政治表现过渡到了经济绩效 。[7,24]因此，
“党管干部”
（Nomenklatura System）是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从未改变的事实 [51]，而上级
对下级的绩效考核也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 关键程序和核心标准。
3）个人特征与政治晋升
广义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民族、学历、党派等，它们都是职业发展和
政治晋升的影响因素。性别是职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由于性别歧视
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分工（相夫教子、家务活等），公共部门中女性的晋升机会远
低于男性。[52]由于目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女性的比例还很低 ，而越往上这种状况越
严重，因此本研究将不考虑性别因素 。
由于领导干部队伍年轻化 、知识化和多元化战略的推行 ，年龄、学历、民族和党
派等对政治晋升的影响也愈加显著 。首先，年龄在政治晋升中极端重要 ，年龄界限往
往是政治晋升的一道“门槛”，著名的“35 岁现象”、“59 岁现象”等即是其表现。年
龄对晋升的影响可能是曲线的 ，年龄过小所反映的经验不足等问题会制约晋升 ，但年
龄过大显然难于晋升。
其次，高学历逐渐成为干部晋升的要求之一 ，因此学历对晋升的影响是正向的 。
但已有研究发现高学历未必是晋升的决定因素 ，反而当学历较高时会起到相 反的效果，
因为求取高学历会占用领导干部的时间和精力 ，导致工作投入减少。[24]
再次，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对职业发展的负向影响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 ，
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野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最后，随着执政党政权的逐步开
放，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非中国共产党人士也开始进入党政领导干部的序列 ，但
这种情况在高层领导干部中的分布并不明显 ，更多的仍然是象征性的。
领导干部的任期、资历和党龄等是其重要的职业和政治资本 ，会对晋升产生重要
影响。那些较早入党和参加工作 ，较早进入领导干部岗位 ，并拥有丰富多元的工作资
历的官员，其仕途前景将更为光明 。长期的党政工作是对其工作能力和政治忠诚的考
验，表明他或她已具备了更高层次领导工作的素养和经验 ，因而也会成为上级考察的
首选对象。不过，任期的影响可能并非线性的 ，因为此前研究已经发现了 它与经济增
长[47,53]和官员晋升 [43]的倒 U 型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将任期的平方也纳入回归模型 ，
以便考察可能的曲线关系 。
最后，在一个关系型社会，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网络、身份背景等在内的广义的
社会资本会对官员的政治晋升产生微妙的影响 。[44]对于关系网络在晋升中的重要性及
其作用的认识，尽管已经取得了部分共识 ，但仍然存在争议。作为理性人，为了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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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上级领导干部是不会完全任人唯亲的 ，也不会绝对任人唯贤，二
者的中间状态取决于组织的外部监督和控制等环境因素 。一般而言，关系网络包括籍
贯、毕业院校、工作关系等显性的社会资本，以及许多隐性的身份背景性因素 。 [27]前
者可以设置变量予以考察 ，后者却难以操作化。
4）辖区状况与政治晋升。
官员所在组织及辖区影响其职业发展 ，因为特定的资源禀赋会导致不同的职业路
线和发展机遇。对于特定辖区政府的领导干部而言 ，辖区的总体规模、地理位置和发
展水平等是重要决定因素 。[7]那些规模庞大，地处平原、沿河沿海或交通发达地带 ，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辖区政府官员会得到上一级政府的重视 ，他们在职业博弈中的
地位也更加牢靠，获得晋升的机会也更多 。对于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来讲 ，部门的规
模、重要程度、资源禀赋等也会使其领导者的地位 不同，从而影响其晋升概率。因此，
这些变量需要加以控制，以避免分析结果的偏误。

2.3.2 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2-1 所示。政府绩效的各种构造组合都会对官员的政治晋升
产生正向影响，只不过由于它们在现实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的地位和权重不同 ，以及
绩效考察中的难易程度有所差异 ，会导致各自的决定作用不同 。官员个人特征及官员
所在辖区状况是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它们会对官员的政治晋升产生重要影响 ，因而需
要纳入研究模型中予以考察 。模型图中的实线表示本研究将检验的变量间关系及方向 ，
而虚线则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 ，但在本文中不予考察。
官员个人特征


人口学特征



任职资历



关系网络

政府绩效


经济与社会



经济与环境



效果与效率



上级与公众评价

官员政治晋升

官员所在辖区状况

1 规模
2 地理位置
3 类别
图 2-1

本文的研究模型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第 t-1 年的政府绩效、第 t 年的官员个人特征和辖区状况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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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第 t 年的官员政治晋升。图 2-2 是该模型的图像表示，它反映了现任官员与前任官
员、其他地区或部门同侪之间的相对绩效比较 及其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显然，对官员
选拔任用的考察并非以其过去一年的绩效为准 ，而更可能以其任期平均绩效来衡量 ，
以避免短期绩效波动的偶然性影响 。不过，距离考察期最近的绩效却是影响最大的绩
效期，因为它们是最容易观察和比较的 。因此，我们以官员前一年的政府绩效来预测
其在下一年的政府晋升是合理的 。
S
x
= 绩效
0.
4
比较

前任

现任

续任

绩效
比较

绩效
比较

2

绩效

前任
q
-1
/ L·h x

现任

续任

绩效

绩效

T

x
比较
=0
2

=比较
0
0
图 2-2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的关系
5
10
q
该模型的公式表述如公式
（2-1）所示。
15
/ L trait + Regional status （2-1）
Promotionxi,t =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t-1 + Official
i,t
i,t
20
式中：第 i 位官员在第 t 年的政治晋升概率（Promotion）是该名官员所在辖区第 t-1
=
年政府绩效（Government
performance）
，该名官员在第4 t 年的个人特征（Official trait）
x
0.
以及官员所在辖区在第
status）的线性回归函数。
=t 年的状况（Regional
00.8
4
6
x
2.3.3 假设生成
x
x
= 0.4
=
0
根据已有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和现实依据
，本文形成了有待于检验的所有假设
。
= 0.4
0
本研究的所有假设如表 2-2 所示，包括假设的变量之间关系的预测方向和主要依据
。
4
x
这些假设有些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验证
，但还存在差异；有些假设尚未得到完全的检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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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有待于建立新的数据库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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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文的研究假设

编号

假设

预测方向

H1

政府绩效→官员晋升

+

H1a

年度经济增长率→官员晋升

+

上级可以便捷考察的指标

H1b

年度税收上缴→官员晋升

+

上级可以便捷考察的指标

H1c

公共服务绩效→官员晋升

+

反映民意，官员考察中体现

H1d

政府管理绩效→官员晋升

+

官员政绩的内在因素

H1e

政府效率→官员晋升

+

官员政绩的内在因素

H2

个人特征→官员晋升

*

视具体变量而定

H2a

年龄→官员晋升

－

党中央倡导领导干部年轻化

H2b

民族→官员晋升

－

少数民族的晋升概率较低

H2c

学历→官员晋升

+

党中央倡导讲学习和干部知识化

H2d

党派→官员晋升

+

执政党员身份及党龄有利于晋升

H2e

工作资历→官员晋升

+

丰富多样的工作资历有利于晋升

H2f

任期→官员晋升

+

官员执政能力需要一定时间检验

H2g

任期的平方→官员晋升

－

任期拖长表明晋升机会降低

H2h

关系网络→官员晋升

+

“朝廷有人好做官”

H3

辖区特征→官员晋升

+

视具体变量而定

H3a

辖区总体规模→官员晋升

+

大地区政府官员的影响大，晋升多

H3b

辖区发展水平→官员晋升

+

发达地区官员晋升机会多

H3c

辖区地理位置→官员晋升

+

与外界接触越多，机会越多

注 a：“+”为正向影响；“-”为负向影响；“*”代表方向未定。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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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绩效的晋升假设，总体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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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
记、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政府行政首长（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考察省级政府绩
效对省级官员晋升的解释力 。关于“政府”一词，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 。狭义
的“政府”专指国家行政机构及其派出机构 ，但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特征来看 ，
应从广义上界定政府，也即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政府体系”。[54]①中国组织体系的层次
结构决定了每个组织都有一个最高负责人 （俗称“一把手”），但当考虑到两职分离的
情况时，问题就比较复杂。 [36]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国有企业的厂长和党委书记的
关系中，党委书记是最高负责人，厂长是执行人，因而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现代公司股份制改革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仍然类似于计划
经济时代，董事长是最高负责人，总经理是首席执行官，但董事长才是与西方国家公
司 CEO 等同的首要负责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党管干部”的传统一直未变，因而
仍然属于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长官负责制 ，党委书记是各级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55]
关于研究对象的选择，这里需要做些说明。首先，选取省级官员的晋升作为研究
对象是有着明显的劣势的 ，因为省级在五级政府体系中处于较高级别 ，官员晋升概率
更低且难以观测；与省级以下相比，省级官员晋升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 ，控制变量设
计困难（如图 3-1 所示）。不过，其优势也同样明显，即历年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较为便
利。确定级别以后，选择政府和党委“双塔”的哪个部门的“塔尖”或“一把手”，或
者两个都选？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宋德舜（2004）认为应该从中选择最
终负责人 [35]，但遵从以往研究，我们仍然选择省委书记和省长 。而样本期的选择是由
于数据限制，在该期内相关数据（尤其是政府绩效）较为完备。最后，考虑到实际权
力的掌握情况 [55]，关于省级政府及其官员的选取 ，这里需要做些说明。有些学者仅对
党的机构进行研究，有些则同时对党的机构和行政机构进行分析 ，还有学者在总体考
察两种机构的同时，比较党的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差异 。我们将对省委书记和省长总体
进行分析，并比较两组样本的模型差异 ，以考察绩效—晋升假设的不同。

①

按照这种界定，中国地方政府的范围将包括省 （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区、县级市）、乡（镇、

街道）等各级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民主党派和政协组织，人民团体组织及村级（社区）
群众性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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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

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

省 长

省 长

图 3-1

中国省级官员的职业流动图

╳

x
x

=
0.
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被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
=1
②
8
进一步，按照相对发展水平，我们还可以对所有省份继续细分 ，以便控制相对绩效评
价的影响效力。③
中国政府体系包括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区、县级市）、
乡（镇、街道）五级，为何选取省级政府作为考察对象 ？我们的解释是，从现有统计
数据的可及性和公认性来讲 ，省级层面的数据是最完备的 ，也是考察地区差异的时候
学者们最优先使用的。由于省级以下政府数据的准确 、公开和完整情况不尽人意 ，我
们也选择省级政府作为分析对象 。不过，层级越往上，官员晋升的政治考虑所占的分
量越大，影响因素也更为繁多复杂 ；相比而言，较低层政府官员的晋升主要取决于政
绩水平。④因此，如何控制这些影响因素 （特别是有些因素是外人难以察觉到的 ），以
x
x
反映政府绩效对官员晋升的解释作用 ，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
=
在不同层级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是不同的
，但目前还没有经验数据说明这一点 ，更多
=1
0.
的说法来自一些逸闻趣事 。一项针对地（厅）级干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影响干部职务
8
升迁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政绩 、机遇和关系，并且干部选拔的逻辑与现实操作之间也存
在矛盾：
“理论上讲，一个干部有了政绩，遇到机遇，加上关系，就可能获得升迁，……
但现实操作中往往是倒过来的 ，营造好关系，碰到机会，加上适当政绩，极有可能被

②

1986 年，由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将我国划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三个地区。1997 年，

重庆市升为直辖市，并被划入西部地区。2000 年，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被纳入西部地区。目前，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

x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 12 个省（区、市）。
③

沿袭 Opper 和 Brehm (2007)的做法，还可将中国分为八大区。与上述划分形成“三大片、八大区”的地区格局。
x

=1
另有何传启等（2004）认为三大片为北方片、南方片和西部片。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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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56]机遇难以衡量，但“关系”是可以操作化的，学者们考虑的也主要是后者 ，
且多采用一级官员与上级部门的关系 ，如在上级部门任职或工作过 。此外，国外学者
有采用 CEO 与董事会成员的身份特征的相似性（籍贯、学历、工作经历等）来度量“关
系”对晋升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联系并不明显 ，且数据难以获得，我们最终放弃
了这种做法，转而采用省级官员与上级部门的任职关系作为度量指标 。
最后，一级行政区划内的综合发展结果是否可以视为该级政府的绩效乃至政府首
要负责人的政绩？一般认为，政府的产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楚 ，且存在时滞，
效果的改善难以归功于具体部门 ，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10]因此，辖区综合发展难
以视为政府绩效，并会受到被评部门的抵制 ，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政府部门的控制能力 。
不过，如果从组织间网络的角度来看的话 ，每个组织运转的结果与影响将被视为 “组
织间网络绩效”的构成部分。[57]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为网络绩效负责 ，但组织间网络整
体（在这里是省级政府及首席官员 ）将为此而负责。目前国内广泛开展的政府绩效评
价活动（如目标责任制考核、行风评议），以及学者们提出的各种评价方案（如人事部
研究院的通用评估体系、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社会发展指数、
“和谐指数”、
“幸福指数”
等），都是针对某个辖区所有公共部门构成的组织间网络绩效的综合评价 。因此，将各
省份政府绩效作为官员晋升的预测变量是可行的 。

3.2 操作变量设计
3.2.1 官员晋升
鉴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在中国五级行政序列中的职级较高 ，他们的晋升机会非常有
限。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省级官员晋升的主要
途径。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一般控制在 10 人以内，政治局委员一般在 20-30 人，委员人
数包括常委。这样，对于 31 个省份的省级官员而言，位少人多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 ，
也为我们考察官员竞争背后政府绩效对晋升的影响提供了条件 。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
[27]

，我们将省级官员的政治晋升变量（promote）定义如下：当省委书记成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或国家副主席时，即为晋升（编码为 1），否则为其他（编码为 0）。省长
的行政级别低于省委书记 ，因此他们的晋升机会要多于前者 ，尽管成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常委或国家副主席的几率极低 （在 Opper 和 Brehm (2007)的样本期内未曾发生），
他们却可以成为省委书记 、中央政府部长、国务院直属机构、委员会或局的主席。参
照对省委书记的处理方式 ，编码规则相同。尽管可以采取更为复杂的分类体系 ，如本
地晋升、外地晋升、平调、终止等[58]，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更加关注于晋升背后的潜在
因素，因此这种分类方法是可取的 。
关于省级官员晋升为中央政府成员或其他省份官员是否是一种奖励 ，学者们还存
在争议。如 Guo (2007) [44]认为，将县长调往其他县担任县委书记未必是一种奖励 ，很
可能是一种惩罚，因为这样做等于是将他们“连根拔起”，使他们苦心多年经营的地方
人际关系网络一夜之间崩塌废弃 ，而他们也不得不重新再来 ，但有时候调入地甚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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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留给他们这种喘息的机会 。此外，人们一般都认为将地方 “一把手”擢升为上一级
政府“副职”或人大、政协主席等，看似晋升，实则“明升暗降”。⑤还有上级出于官
员考察的目的，将领导干部调换到情况不同的多个地区予以观察 ，评估官员的适应能
力，以为今后任用做好储备。这些情况都是现实中存在的干部任用 “潜规则”，但在研
究中却难以捕捉。囿于资料限制，本研究对上述情况的分析只能止步于此 ，相关变量
也将不进入模型中检验。
由于拟采用事件史分析，⑥因此官员晋升所属的年份需要界定 。我们期望采用官员
前一年或此前任期的平均绩效来预测其下一年的晋升情况 ，因此对第 t 年晋升的界定为
第 t+1 年；以 6 月为界限，第 t 年 6 月至第 t+1 年 6 月的晋升归为第 t 年及此前平均绩
效的结果，而第 t+1 年 6 月以后的晋升归为第 t+1 年绩效的结果，依此类推；样本期外
的年份则归为此前一年绩效的结果 ，但预测年份不超过 1 年。

3.2.2 政府绩效
如何测量组织绩效或有效性 ，一直是组织理论的恒久难题 。对于政府等公共部门
而言，目标的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多样、产出与结果的难以衡量等导致其绩效的测量
与评价工作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公
共部门效率、公共产品供给、政府规模和政治自由等是政府绩效的主要维度 。 [59]公共
管理学者则认为政府绩效的内容更加复杂 ，如 Boyne 就认为政府绩效包括经济、效率、
效果、公平、回应性、问责性等多个维度。[60]著名的 GPP 研究人员认为，可以从公共
管理的各个子系统（如财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本管理、信息技术管理和“为结
果而管理”）的管理能力出发予以考察 。[61]此外，关于究竟是采用客观结果指标还是
主观感知指标来测量政府绩效 ，二者的关系如何，以及主观满意度指标的应用性等问
题，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62]因此，我们难以找到一种公认的政府绩效测量方法 ，
而获得普遍认可的绩效指标体系也尚未出现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政府职能及其影
响予以分析，从中发现政府绩效的主要维度 ，并通过关键绩效指标予以构建 。
中国以往的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制度多采用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权
重指标进行评价。在这种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经济增长（如年度 GDP 增长率）、财
政收入（尤其是国税上缴）等是最为关键的指标。政府的运转绩效（如财政盈余或赤
字、行政管理费用等）也是考察的重点。而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
反映政府总体公共服务绩效的指 标也在受到更多的关注 。因此，需要将经济增长、税
收上缴、公共服务等绩效指标进行比较 ，考察哪种绩效指标对官员晋升的影响最大 。
此外，还需要打开公共服务的结构 ，研究分项公共服务绩效 （包括环境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公共安全等）的作用。具体到各项公共服务领域来讲 ，通过研究可以揭示
上级政府更加关心基础教育 、科技发展、社会保障，还是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一票
否决）、基础设施。
⑤

山西省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升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事即被人们认为是这种情况 。

⑥

后文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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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效率与政府效果。DEA 有效性考察政府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 ，而标杆尺
度则在于评估政府满足当地发展需求的能力 ；前者着眼于政府的运转效率 ，后者主要
考察政府运作的效果。分析将揭示上级政府在评价下级政府绩效时 ，更加偏重于投入、
产出（效果）还是效率。
上级考核与公众评议。进一步，如果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对官员晋升起决定作用 ，
上级部门主要依靠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来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晋升 ，此为上级考核。
公众则主要通过当地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数量和质量来评议政府绩效 ，此为公
众评议。在这两者之间，哪种评议机制对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更大 ，将决定官员的屁
股坐在哪一边，决定官员是唯上还是唯下 。
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在官员晋升的绩效决定因素中 ，年度绩效和任期平均绩效 ，
哪种绩效对官员的决定作用最大？如果是年度绩效，表明官员晋升的短期效应明显 ；
但若是任期平均绩效，则可以认为长期绩效才是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 。
在本研究中，对政府绩效的测量还有其他要求 ，即要明确何种类型的绩效是上级
考察下级官员的主要标准。周黎安等[7]提出了相对绩效标准的重要性 ，即一省官员与其
前任的相对绩效差异，以及一省官员与其他省官员的相对绩效差异是决定该省官员能
否得到晋升的标准。不过，目前有关“绩效—晋升”假设的讨论未能考虑绩效周期的
影响，相关研究都把政府绩效界定为年度绩效 ，但并未将之与晋升周期相结合 。宪法
和组织法规定的换届周期是 5 年，而上级在决定是否擢升下级官员时 ，考察的也并非
他在最近一年的绩效，也不是他在最近一个辖区内和职位上的绩效 ，而很可能是他在
同级职位上的长期绩效。
省级官员一般都会在不同省份 、部委任职，这就为我们考察他们的绩效造成了很
大的难度。我们很难对一名官员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所有领导绩效进行测量 ，而这个问
题也是上级组织部难以解决的 。不过，晋升考察中的“近因效应”是值得关注的，即
上级组织部最有可能、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的考察方式就 是对官员在最近职位上的
绩效进行评价，并据此作出晋升决定。这样，我们的分析逻辑是成立的 ，不过未来仍
需拉长绩效测量的周期，考察长周期内政府绩效的变化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以便评估
可持续发展在官员晋升中的比重 。
因此，为了模拟中央任免省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依据 ，我们需要虚拟构造若干政府
绩效指标和数据，使之能够更为精确地“捕捉”中央对省级官员考核的真实依据 。官
员选拔的参考绩效可以是官员前一年的业绩 、在任期间的综合业绩和平均业绩 、考察
前在同级职位上的综合业绩和平均业绩（如果发生平调的话）。此外，由于相对绩效考
核的普遍应用 [7]，还需要构造官员在全部省份中的平均绩效 、在相近省份中的平均绩效
（以是否接壤为界定标准）、在可比省份中的平均绩效（以同属一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为
范围，如东中西的划分），以及现任官员与前任官员平均绩效的差异 ，等等。这些评价
标准都有可能为中央所采用 ，也是有待于检验的假说 。如果能够进行比较考察 ，将会
发现对官员晋升影响最大的绩效构造指标 ，而它也最有可能是中央控制省级官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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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指标。
为了达到上述模拟效果，学者们一般采用“移动平均法”（moving average）构造
省级官员样本期内政府绩效的移动平均 。 ⑦移动平均法是对简单平均法的一种改进方
法，通过对时间序列逐期递移求得一系列平均数作为趋势值或预测值 ，有简单移动平
均法和加权移动平均法两种（贾俊平等，2002）。简单移动平均法计算平均值时对移动
期内的数据同等看待，而加权移动平均法（weighted moving average ）是根据愈是近期
数据对预测值影响愈大这一特点 ，对近期数据给予较大权数 ，对远期数据给予较小权
数，以此弥补简单移动平均法的不足 。这种处理方式符合人事任免程序的现实 ，对官
员的考核往往以近期政绩为主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业绩的权重最大 ，而移动平均则可
以很好地拟合这种效果。
具体来讲，我们首先将分析传统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 ，包括经济增长和财政上缴 。
经济增长以各省年度 GDP 增长率来代表，财政上缴以各省年度财政收入来代表 。“提
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核心职责 ，公共服务绩效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最核心组成部分 。”[10]
与之对照，为反映公共服务在政府绩效体系中的比重，我们参照陈昌盛、蔡跃洲（2007）
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界定 ，考察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
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共服务等八个子领域的公共服务绩效 。尤其
考察反映社会和环境两个维度的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 ，以便与经济维度进行比较。此
外，一般公共服务主要体现政府的日 常运转情况，也将作为一个维度来加以考量 ，以
反映政府内部管理状况。最后，考虑到对公共服务绩效的测量包括 基准评分和效率评
价两个部分，分别反映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果和效率 ，因此将分析基本公共服务
的效率与效果的预测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公共服务绩效基准评分 的结果还按照
优秀、良好、不足四级进行排序，从而为我们进行等级绩效的影响分析提供了条件 。
因此，反映省级政府绩效的变量包括 ：GDP 年增长率（gdpgro）、年度财政收入
（revenue）、基础教育基准评分（BEB）、基础教育相对效率（BEE）、公共卫生基准评
分（PHB）、公共卫生相对效率（PHE）、社会保障基准评分（SSB）、社会保障相对效
率（SSE）、基础设施基准评分（IB）、基础设施相对效率（IE）、科学技术基准评分（STB）、
科学技术相对效率（STE）、公共安全基准评分（PSB）、公共安全相对效率（PSE）、环
境保护基准评分（EPB）、环境保护相对效率（EPE）、一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OPSB）、
一般公共服务相对效率 （OPSE）、基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 （BPSB）、基本公共服务相
对效率（BPSE）。⑧

⑦

由于样本期过短和数据限制，我们没有如此处理。

⑧

所有公共服务绩效得分均小于等于 1，并存在负值。为了有利于回归分析，我们对所有公共服务绩效数据求 e（自

然对数的底）的幂次方，即其自然指数。后文分析将显示，这种处理不会影响分析结果，但会使其更加显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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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官员个人特征
1）人口学特征 ⑨
（1）年龄
官员的年龄（age）通过样本分析年份减去出生年份得出 ，不考虑具体月份的影响。
参照 1982 年建立的领导干部强制退休制度和 已有研究 [58]，考察省级官员是否临界中央
擢升的年龄高限——65 岁（age65）。如果官员达到或超过 65 岁，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此外，对样本的分析发现，省级官员在 60 岁左右的居多，官员平调也多在此阶
段，因此结合已有研究 [36]，可以设置 60 岁为另一个虚拟变量（age60）来分别考察。
（2）民族
中国 56 个民族中，一般将之粗略地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 。中央在少数民族自治区
的政策较为特殊，干部任用也有别于省、直辖市。已有研究表明，官员的民族会对其
晋升产生影响。[44]因此，对省级官员的民族属性（nation）进行编码，少数民族编码为
1，汉族编码为 0。
（3）学历
此前研究均将学历作为考察官员晋升的一个控制变量 ，而在学术晋升的研究中 ，
学历甚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我们对官员学历的划分也沿袭已有研究 ，将之分为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包括研究生同等学历、硕士、博士），大学学历（包括大专、本科
及同等学历），高中及以下学历（包括中专、高中、初中、小学及同等学历等）。采用
虚拟哑变量方式（1，0）分别编码，高中及以下学历为基线（0，0），大学学历（college）
为（0，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graduate）为（1，0）。
2）职业特征
一.1.1.2.1 官职
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的选拔任用程序和晋升空间是不同的，前者在行政级别上略
高于后者，因而后者可以晋升为前者。在选拔任用方面，党委书记可由上级党委任命，
也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 ；行政首长由党委提名，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因
此，控制官职变量是必要的 ，也有助于我们探察不同官职的晋升规律和决定因素的差
异。本文采用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虚拟职位变量（position），如为省委书记，编码为 1；
如为省长，编码为 1；其他情况均为 0。
（4）任期和资历
任期（tenure）方面，不计此前职位任期，而只计算官员担任省长或省委书记的时
间。此前研究已经揭示了任期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的倒 U 型关系，因此设置任期的
平方作为工具变量，来考察这种曲线关系。采用具体年数是一种策略，而划分阶段也
是另一个较好的方式。因为国家宪法规定干部任期为 5 年，但频繁的调动使这项规定
形同虚设。不过，考察干部是否任满 5 年，在哪一年的调动概率最大，也是一个十分
⑨

目前省级领导干部中女干部的比例过低 ，本研究将不予考虑性别的影响 。如果样本可以扩大（包括时间上的延展

和干部级别的扩大），未来研究将会考虑该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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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和有意义的分析。因此设置是否届满 5 年发达任期虚拟变量（tenure5），5 年及以
上任期为 1，否则为 0。
工作资历（longevity）的考察以省级官员进入省级行政或党的序列的年数为标准 ，
即样本分析年份减去该位官员成为省委副 书记或副省长的年份。这个变量对官员任期
的测算是较为忠实的。
（5）党派及党龄
目前在中国党派序列中，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主要的三种形式 。
不过，在省部级层面，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还很少成为“一把手”，尽管这种情况已
经开始出现。⑩因此，本研究也将不予考虑该变量 ，但党龄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 。
党龄（party）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计算方式是以样本分析年份减去入党年份 ，
不计月份。
3）关系网络
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尤其是仕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
本研究将此纳入控制的范围 。学者们认为，官员与其上级在籍贯、毕业院校和工作关
系等三个方面的趋同性或相似性将确定其关系网络的强弱。如果官员与其上级是同乡
（在同一个小范围地区出生或成长 ），或是校友（毕业于同一所院校，或学习理工科/
文社科这样的同一个大科目），又或者曾经是同事（在同一个地区或单位工作，在同一
种系统中工作，如共青团、妇联等），那么他或她得到提拔和重用的机会将远远大于 其
同侪。中国建国以来中央政治历史上著名的“湖南派”、“上海帮”、“清华系”、“理工
科”和“共青团系统”等就是其典型代表。
为了反映省级官员的关系网络 ，我们选取三个变量来测度 。首先，设置中央关系
变量（center），如果某位官员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委任职，或现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或委员，则认为其与中央的组织关系更为紧密 ，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考虑
到中国共青团在干部培养和储备上的 “摇篮”作用，我们设置中国共青团虚拟变量
（ccyl），如果官员曾在共青团中央或省级共青团任书记 、副书记，则赋值为 1，否则
为 0。最后是省级官员的地方工作关系变量（host）。以是否本地任职来考察其与本地
其他官员的关系及获得的地方支持。若是本地任职则为 1，若是异地任职即为 0。

3.2.4 省份状况
1）辖区规模
省份规模以人口规模（population）来替代，具体以样本分析年份的人口总量 计算，
单位为千万人。中国建国以来共实施了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112001-2004 年数据为人口
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 ，即为本研究的数据依据 。为了解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形成人口对数（log population）。

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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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长万钢即是一例。
时间分别在 1953、1964、1982、1990、2000 五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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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富裕程度
人均 GDP 反映一地区的静态经济总量，而 GDP 增长率则是动态经济活力 的体现；
前者多作为地区富裕程度的表现 ，后者则是本研究的对比自变量 。因此，本文以样本
分析年份的人均 GDP（per capita GDP）（剔除物价因素，单位为万元/人）来表征各省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样，出于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我们也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变
换而成为人均 GDP 的对数（log per capita GDP）。
3）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 ，并会对官员晋升产生重要作用 。本文
按照一般做法设置了东部 、中部、西部的虚拟变量，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系（0，0），东
部（east）和西部（west）分别赋值为（1，0）和（0，1）。此外，还可以根据对外开
放程度设置沿海和内陆虚拟变量 12，但考虑到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小 ，以及样本规
模较小，我们将中部与西部样本合并 ，考察东部与中西部的的差异性。13
4）省份类型
省、直辖市、少数民族自治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进程、地理位置、区域规
划与发展定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本文设置省份类型虚拟变量。以省为参照
系（0，0），直辖市（city）和自治区（municipality）分别设置为（1，0）和（0，1）。

3.2.5 其他控制变量
1）省份虚拟变量
不同省份可能会对省级官员晋升产生影响 ，如某地多出官员，某地可能从未出过
官员。这既是人们的常识性猜测 ，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比如，历史上北京市、上海
市等地的官员就比较容易获得晋升。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最后一个省份新疆为基
点，31 个省份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观测省份的可能影响。
2）年份虚拟变量
以 2000 年为基期，2001、2002、2003、2004 分别设置年份虚拟变量 y01、y02、
y03、y04，考察年份的可能影响。由于领导干部换届多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后 进行，
因此 2002 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是一个分水岭 ，该年及前后一两年的官员流动事件发
生得更为频繁，影响也可能更大。
3）控制变量的设置及固定效应的控制
上述控制变量，除人口的对数和人均 GDP 的对数在以往研究中没有疑义 外，其他
变量的设置存在差异，需要考虑如何控制若干固定效应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大量基
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往往只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而没有控制更加细微的省别
固定效应。控制省别固定效应会使结果更加稳健，但也存在虚拟变量过多 ，从而影响
核心变量的显著性的缺点 ，因此需要相对大的数据样本才能采用 。而许多实证研究未
12

沿海地区包括濒临渤海、黄河、东海、南海的省份，即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等共计 11 个省份，其他为内陆地区。
13

这样处理的结果是与沿海 —内陆的分类大致相同，仅广西从地处沿海地区但归为西部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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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此处理，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样本规模较小，回归方程的自由度大幅下降会
对结果的显著性产生较大影响 。[47]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有关省份地理位置 、省份类型的控制变量将予以删减 ，仅纳
入省份地理位置虚拟变量 ，即考察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固定效应 。省份虚拟变量不予纳
入，年份虚拟变量则仅考察影响最大的 2002 年。这样处理，显然会降低模型的稳健性，
但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现核心变量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 。14本研究的
所有变量、代码、单位及出处等见表 3-1。
表 3-1

研究变量一览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因变量

政治晋升

promote

哑变量，参照组为未晋升

职位

position

省长为参照组

民族

nation

汉族为参照组

年龄

age

年龄 65

age65

学历

graduate、college

党龄

party

样本分析年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份

任期

tenure

样本分析年份－获得本任工作年份

自

任期 5 年

tenure5

哑变量，未满 5 年为参照组

变

资历

longevity

量

中央关系

center

中国共青团

ccyl

哑变量，中央或省级共青团书记

本异地任职

host

哑变量，异地任职为参照组

GDP 年增长率

gdpgro

剔除物价因素，上一年为 100。

年度财政收入

revenue

剔除物价因素

14

32

哑变量，参照组为不满 65 岁
参照组为高中及以下

样本分析年份－获得省级职务年份
哑变量，曾在中央任职或现任中央职务

BPSB

各省年度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指数

BPSE

各省年度基本公共服务效率指 数

基本公共服务
相对效率

样本分析年份－出生年份
哑变量，分别为研究生及以上、本专科，

基本公共服务
基准评分

变量定义

人口对数

log population

年末省份人口的对数

控

人均 GDP 的对数

log per capita GDP

制

地区分布

east、west

变

省份类型

city、municipality

哑变量，省为参照组

量

省份虚拟变量

省份名称的拼音

哑变量，新疆自治区为参照组

年份虚拟变量

y01、y02、y03、y04

剔除物价因素，年度人均 GDP 的对数
哑变量，中部为参照组

哑变量，2000 年为参照组

为了做进一步比较，我们在后文的统计分析中将试探性地纳入这些变量 ，以便观察模型的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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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全部为二手数据 ，数据来源分为两个方面。省级官员晋升数据来自
中国共产党官方网站“人民网” 15和中国中央政府授权新闻发布机构网站“新华网”16
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资料库 ”。此外，“军政社区”网站定期更新的《各省市区历
任主要领导名录》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数据查阅条件 。17在确定了样本期后，
对上述网站资料进行检索并下载 ，经过校对后形成样本期省级官员简历资料库 。
省级政府政府绩效资料及其他省份特征数据来自样本期《中国统计年鉴》18和陈昌
盛、蔡跃洲（2007）编著的《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 》。[10]该书
包括中国 31 个省份共 5 年（2000－2004）数据，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及其 8 个子领域（基
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
共服务）的基准评分（Benchmarking）及效率评价（DEA）情况。基准公共服务指在
充分考虑各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应该和能够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回
答特定阶段应该提供多少 、提供什么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 。由此形成的基本公
共服务综合绩效指数，考量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 、政府的努力程度以及实际提供水平
相对基准要求的实现程度 ，是政府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全面反映 。公共服务投入—产
出效率指数则运用运筹学中的数据包络线（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考
察多投入、多产出条件下的相对效率，反映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效率维度。这样，基
准评分和效率评分分别从公共服务的效果和效率两个维度来评估政府绩效 ，是目前较
为全面的测量方式。
中国省级公共服务绩效指标体系 共计包括 165 个指标，分投入类、产出类、效果
类三种指标，指标数分别为 45、61、59。投入类指标主要是各省在相应领域的人 、财、
物三个方面的投入相对数量 ，产出类指标为相应领域 实际生产或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而效果类指标则是对应领域的服务效果及影响 。这些指标均为客观
绩效指标，数据来源为国家有关部门公开出版的各类统计年鉴 、年报，保证了数据的
权威性和开放性。

3.4 数据分析方法与步骤
3.4.1 内容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有关省级官员晋升及其个人特征的变量均从官员个人简历中抽取 ，
因此需要对官员个人的简历信息进行编码 、校验和预分析。在将定性资料转换为定量
数据方面，内容分析发挥着重要作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也称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属于无干扰研究的一种，是指研究者借助各种书面出版物（如政府或企业文
15

网址为：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667/9684/6577914.html 。

16

网址为：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 -02/20/content_476046.htm。更新略快于人民网。

17

网址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simple/index.php?t238.html 。更新时间：2008-01-06。

18

1999-2005 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网络版，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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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刊、书籍等，统称为“文本”）发现和分析问题，将“文本”中的文字、图像等
“内容”从零碎和定性的形式转换为系统和定量的形式 。它和问卷法、访谈法一样，
都将零碎和定性的输入资料转换为系统和定量的输出数据 。[63]虽然这种研究方法距离
真实的问卷调查尚有一定距离 ，但它是一种“准调查研究”。相较问卷调查法，文本分
析采用二手资料，既保证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又降低成本、节省时间。更为重要的是，
如果编码（Coding）规则是一定的，那么内容分析可以多次重复实施而无需太大的成
本，这就保障了研究的信度检验 。[64]
本研究首先确定了需要分析的变量及其编码原则 ，通过抽样选取 3 个省份（东中
西三个地区的第一个省份 ：北京、山西、四川）进行试编码，然后根据编码效果调整
编码原则，并根据新的编码原则对所有省份进行全编码 。信度保证主要依靠另一位编
码员的二次编码和编码员间信度检验 。由于中国官员个人简历都是程式化的 ，我们省
却了编码员间信度检验，转而通过编码员二次编码和校对来完成 。对于两次编码出现
歧义的变量，我们重新根据简历内容和编码原则作调整 。上述程序将能较好满足研究
信度的要求。

3.4.2 频数分析
针对构造的数据库，本研究将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来了解相关变量的频数 、
频率和分布图。频数也称为频次，是指变量的每个取值出现的次数 。频率则是特定取
值出现的频数占变量所有取值的百分比 。根据频数和频率而形成的分布图（如散点图、
曲线图）将可以更加形象地展现变量的样本分 布情况。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省级官员的晋升及其决定因素 ，因此频数分析将有助于揭示
省级官员的各方面特征、晋升的基本情况，以及政府绩效等自变量的分布特点等 ，为
初步分析变量属性及变量间关系提供了依据 。

3.4.3 相关分析
相关关系或统计关系是变量之间密切关联但又无法用函数关系精确表达的关系 。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和方向的一种统计方法 ，相关系数
（r）是刻画这种相关关系强弱程度和方向的统计量 。根据分析变量的测度等级和数据
分布情况，常用的相关分析可以分为 皮尔逊（Pearson）、斯皮尔曼（Spearman）和肯德
尔（Kendall）三种。皮尔逊相关系数是最简单的相关分析，适于正态分布的定距变量
之间的相关分析；而斯皮尔曼和肯德尔相关系数是皮尔逊相关系数的非参数形式，适
合定序数据或不满足正态分布的 定距数据。对于定类变量之间或定类变量与定序变量
之间的相关系数，则需要列联分析的品质相关分析 来完成。
上述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在 -1~1 之间，绝对值越大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 ；
符号代表相关的方向。因此，相关系数的最大绝对值为 1，不相关则为 0。但是，由于
抽样误差的存在，样本中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为 0，不能说明总体中这两个变量 之间
的相关系数也不为 0。这就需要通过假设检验来予以证实 ，通常采用 t 值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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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政府绩效各个指标的测量都是连续的定距变量 ，因此选用皮尔逊相关系数
来考察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 。由于本文分析的其他变量多为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因
此采用斯皮尔曼和肯德尔相关系数。

3.4.4 基于 Logistic 回归的事件史分析
最后，本研究利用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EHA）来考察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贡献，并做因果关系的检验。事件史分析在于考察某个事件发生的方式及其决
定因素，相关称谓有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或持
续期分析（duration analysis）等，意在解决传统 OLS 回归中删截案例（censored cases）
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65]事件史分析包括连续时间 Probit 方法和离散时间 logit 方法，
后者属于二分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离散时间策略特别适
于分析官员晋升，因为中国官员的晋升通常多发生在一年年末或下一年年初 ，这一方
面是由于领导班子换届多发生在这一时段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 ，便于
新任领导在新的一年重新部署安排并开展工作 。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模型是对数线性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
量（即 y=1 或 y=0）。这种线性回归模型也称线性概率 模型，是对事件发生与否的概率
估计和解释。[66]因此，它对事件史分析而言有着天然的适应性 。其基本模型可以表述
如公式（3-1）。
ln (Pi / [1 - Pi]) = α+Σβ kxk

（3-1）

式中：Pi 为第 i 个案例发生事件的概率，取值范围为 0<Pi<1，它是一个由解释变量 x

i

构成的非线性函数，但可以转变为线性函数，不过需要估计事件的发生比 。事件发生
概率（Pi）与事件不发生概率（1 - Pi）之比为事件的发生比（odds）。将 logistic 函数进
行自然对数转换，就成为 logit 形式，即 y 的 logit，而自变量也成为对数发生比 。[66]
这样，借由该模型，我们就可以预测事件的发生概率了 。
事件史分析的数据库有别于一般的时间序列和水平截面 数据，它的基本分析单位
是分析对象/时间单位（在本研究中是人/年），变量包括动态（随时间变化）和静态（样
本期内不变）两种。目前的初步数据收集表明，5 年内共有近 120 位省级官员任职，样
本量达到 300 余个，这样形成的人年观测量将能满足事件史分析的样本要求 。
由于事件史分析的数据库是横向截面数据和纵向时间序列数据的集合 ，可称为“汇
聚截面时间序列分析”的数据，对第 t 时间发生事件的预测是基于第 t-1 时间的变量，
因此事件史分析的结果满足了因果关系的先后顺序和影响作用 ，可以被解释为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67]本研究在样本期内考察省级官员在第 t-1 年的工作绩效与其第 t 年的
职位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而确立了样本期内省级官员绩效与晋升的对应关系 。此
外还可以通过不同年份的绩效组合（如第 t-1 年的绩效与兄弟省份的移动平均值 ，或者
官员在第 t 年之前的任期平均绩效，等等）来预测基于绩效的晋升逻辑 。
此前的诸多研究已经显示了事件史分析的优势 ，表明它可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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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研究领域。如针对美国各州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就发现 ，事件史分析能够考察政策
创新扩散的内部决定因素与外部扩散因素同时发生作用的情形 ，用以解释政治行为发
生的概率，即便它们的发生是极其罕见的。[68]19更为重要的是，事件史分析尤其适用于
各种社会流动的研究，如人口的地区迁徙、社会阶层流动、职位晋升 [65]、学术晋升 [33]、
升学[66]，等等。因此，引入事件史分析，将能较好地解释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的关系 。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19

36

即便样本内事件的发生率仅为 3-5%，事件史分析也是可以实现分析效果的 ，即它对变量的变异是十分敏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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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
4.1.1 样本整体概况
2000 年至 2004 年间，中国 31 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清单 在表 附录 1-1 中已
经列示， 表 4-1 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包括官员的个人特征、省份状况、省级政
府绩效水平和官员晋升情况 等。
表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晋升

303

0

1

.12

.324

303

1.40

1.99

1.5301

.11203

303

1.79

2.61

2.2524

.13602

GDP年增长率

303

6.50

19.40

10.7581

2.02082

年度财政收入

303

.05

14.19

2.8825

2.71941

民族

303

0

1

.12

.328

年龄

303

41

65

57.99

4.231

65岁线

303

0

1

.02

.128

60岁线

303

0

1

.38

.486

研究生及以上

303

0

1

.20

.404

大学学历

303

0

1

.79

.411

职位

303

0

1

.51

.501

任期

303

1

10

3.06

1.872

任期平方

303

1

100

12.83

15.468

5年任期

303

0

1

.20

.402

工作资历

303

1

21

8.83

4.532

党龄

303

8

44

32.10

6.732

中央关系

303

0

1

.37

.483

共青团

303

0

1

.13

.332

本地任职

303

0

1

.24

.428

人口对数

303

2.48

3.99

3.4863

.38430

人均GDP对数

303

2.43

3.74

2.9516

.25377

基本公共服务
基准评分
基本公共服务
相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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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5 年内 31 个省份的所有省委书记和省长包括的话 ，那么样本将为 310 个
（31*2*5=310）。但由于部分官员任期不满 6 个月，或者在样本估计期内存在职务犯罪
行为，我们最终获得的样本量共计 303 个。①样本中省长 150 位，占 49.3%，省委书记
154 位，占 50.7%。少数民族官员共计 37 位，占 12.2%。从年龄的分布上看，省级官
员的年龄范围主要在 56-60，并呈现出非正态曲线分布。达到 65 岁的省级官员仅有 5
位，只占 1.6%，表明 65 岁年龄线可能未必是一个很好的鉴别界限 。有报道称目前中
央提拔省部级官员的年龄界限已经降至 63 岁，甚至会继续推进干部年轻化战略。②样
本中小于 60 岁的占 62%，大于等于 60 岁的占 38%。因此，选取 60 岁作为临界值来考
察年龄阈值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将是一个更为可取的策略 。但目前正式执行的强制退
休年龄线仍然是 1982 年设定的 65 岁，因此后面的分析将仍然将此作为参照变量 。③
60

50

40

30
y
c
n
u
q
re
F
20

10
Mean = 57.9934
Std. Dev. = 4.23091
N = 303

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年 龄
图 4-1

省级官员年龄分布图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官员有 62 位，占 20.4%；大学学历最多，为 239 位，占 78.6%；

①

剔除样本的省级官员共 7 位，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云布龙，2000 年因车祸不幸殉职，属非正常终止；

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2002.10-2004.12 任福建省省长，同期任福建省省委书记（04.02—），按照周黎安等（2005）
的处理方式，仅记录其作为省委书记的信息；湖北省省长张国光，2001.01-2002.10 任职，2004 年因违法违纪被查
处；海南省省委书记汪啸风，同期兼任海南省省长，2003 年不予计算；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2001 年因受贿罪
被查处；云南省省长李嘉廷，2000 年因受贿被查处。
②

参见香港《大公报》的报道，2005。

③

本文曾按照 60 岁阈值进行后文报告的所有回归分析 ，发现其效果优于 65 岁阈值变量。但考虑到与已有研究保持

一致，且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仍然以 65 岁作为阈值来考察强制退休制度的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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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有 3 位。党龄的分布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 ，8 年至 44 年各个年
数的分布较为均衡。省级官员任期也较为短暂 ，从 1 年到 10 年，显现出逐年递减的特
征。届满 5 年任期仅占 20.1%，表明任期制并未得到很好的履行 ，但也为监测基于绩
效的晋升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因为频繁的调动是密切观察官员晋升的较佳窗口 。
工作资历的分布较为凌乱 ，难以描述。中央关系方面，有中央关系的官员达 111
位，占 36.5%。样本中有 73 位省级官员是本地任职，占 24%，且多数为少数民族自治
区，说明异地任职成为当前中国官员的主流去向 。 ④共青团系统的比例也不高 ，仅为
12.5%。晋升的概率上，36 位官员在样本期内得到晋升 ，占 11.9%。也即，超过 10%的
官员得到晋升，显现出较高的晋升概率 。这种状况表明省级官员的晋升机遇并非像人
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稀缺 ，而如此高的晋升概率也为我们应用事件史分析提供了条件 。
80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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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 3.0561
Std. Dev. = 1.87175
N = 303

0
0.00

2.00

4.00

6.00

图 4-2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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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官员任期分布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做的数据分析是以人 /年为分析单位的。因此，上述分析难
免出现与实际不符的现象 。着眼于每年状况的分析 将可以避免上述处理方式 的缺陷，
但也限制了分析的样本量。

4.1.2 省级政府绩效评估
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研究已在许多研究中 有所展现，本文不做深入分析。这
里重点对各省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进行评估和分析 。
④

不过江苏省、浙江省等长江三角洲省份的本地任职比例也较高 。
39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 4-2

40

各地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等级分布 （2000-2004）[10]

省份\领域

BE

PH

SS

ST

I

PS

EP

OPS

BPS

北京

5

4

3

4

3

3

2

5

4

天津

4

3

2

3

3

2

2

4

3

河北

3

3

1

1

1

2

2

3

2

山西

3

3

2

1

2

2

2

3

2

内蒙古

3

2

2

1

1

2

2

3

2

辽宁

3

3

2

1

2

2

2

4

2

吉林

3

2

2

1

1

2

3

3

2

黑龙江

3

2

2

1

1

2

2

3

2

上海

4

4

4

3

4

3

3

5

4

江苏

3

3

2

2

2

2

2

4

3

浙江

4

3

2

1

2

2

2

4

3

安徽

3

2

1

1

1

1

2

3

2

福建

3

3

1

1

2

2

3

4

2

江西

3

2

1

1

1

1

2

3

2

山东

3

3

2

1

1

2

2

3

2

河南

3

2

1

1

1

1

2

3

2

湖北

3

2

1

1

2

2

2

3

2

湖南

3

2

1

1

2

2

2

3

2

广东

3

3

1

2

2

2

2

4

3

广西

3

2

1

1

1

2

2

3

2

海南

3

2

1

1

1

2

3

3

2

重庆

3

3

1

1

1

2

2

3

2

四川

3

2

1

1

1

2

2

3

2

贵州

3

2

1

1

1

2

2

3

2

云南

3

3

1

1

1

2

2

3

2

西藏

3

2

1

1

2

2

3

3

2

陕西

3

2

1

2

1

1

2

3

2

甘肃

3

2

1

1

1

2

1

3

2

青海

3

2

2

1

2

2

2

3

2

宁夏

3

2

1

1

2

2

2

3

2

新疆

3

2

1

1

1

2

2

3

2

最大值

5

4

4

4

4

3

3

5

4

平均值

3.2

2.5

1.5

1.3

1.6

1.9

2.1

3.3

2.3

标准差

0.45

0.63

0.72

0.75

0.76

0.44

0.43

0.60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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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分析显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整体绩效呈现出的 “总体水平偏低、发展
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等基本特征。 [10]首先，各地区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落
后于总体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速度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 ，
而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也落后于广大公众的现实需求 ，呈现出整体水平偏低的
状态。
其次，直观地看，中国公共服务绩效地图是一幅镶着金边的 “公鸡”——代表公
共服务绩效良好和一般的蓝色和黄色仅出现在中国版图的东南沿海地带 ，而内陆地区
均为反映公共服务不足的粉色 。⑤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评比结果显示 （表 4-2），
优秀等级空缺，北京、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
而其他省份则属于不足，体现出中国各地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显著差异 。这种地区
差异在样本期内都较为稳定 ，各地排名变动较小，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涉及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开放程度、现代化程度等紧密相联 ，是
长期积累的结果，有较强的惯性，短期内差距难以扭转。
最后，各类基本服务内部的 8 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相对于备
受社会关注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问题，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
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更为严峻。上述三个领域也是当前问题较多并引发诸多突发性事
件的重点领域，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口老龄化和农民工流动、自然和社会
风险的省级和密集爆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和难以治理 ，这些都在向脆弱的政府管
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公共服务效率的“低水平趋同”表现在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产出相对效率
没有显著差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属于“投入型”而非“效率型”，而地区公共服
务差距也主要表现为投入差距。这也提醒我们，按照这种排名方式所计算的结果必然
是“矮子里挑高个”，“矮子里的高个”并不比“矮子里的矮子”高明多少，而据此设
定的奖惩措施也很可能是误导性的 。⑥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4.2.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是分析变量测量和数据获得的可重复性 ，在本文中主要是如何处理
内容分析中的编码问题。一般的解决方式是利用两名以上的编码员分别独立进行编码
处理，分项（各变量）进行编码对照，计算一致性比例，高于 85%视为通过信度检验。
然后，逐项针对不一致的编码选项进行重新编码 ，直到两位编码员一致同意编码处理
结果。这种处理方式是严格遵照一般内容分析方法的程序 ，可以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
可重复性，重测信度很高。
⑤

A 级（绿色）代表优秀，B 级（蓝色）代表良好，C 级（黄色）代表一般，D 级（粉色）代表不足，E 级（红色）

代表匮乏。A 到 E 分别以 5、4、3、2、1 表示。
⑥

后文将作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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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前文所言，考虑到中国省级政府官员个人官方简历的标准化和程式化
程度非常高，简历的结构和内容也十分规范 ，除了反映官员晋升的变量需要详加分辨
以外，其他变量都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我们仅通过二次编码校验 ，将两次编码出现
的不一致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 ，确定最为合适的判别标准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可以满
足本研究的信度要求的。

4.2.2 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考察变量操作化过程中所构造的变量测量指标能否反映研究者所想要
测量的内容，主要检验的变量为政府绩效和官员晋升 。与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
得的数据不同，本研究中采用的政府绩效数据完全来自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 ，经过科
学方法处理后整理而得，因此较之依靠主观评价的问卷调查等方式有其合理之处 。
政治晋升的界定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因为存在客观评定和主观评定两种方式 ，前
者主要从现行行政级别的升降来判断官员是否晋升 ，后者则多依赖被评官员的主观认
知。除了绝对的层级跃迁以外 ，许多职业流动都发生在差异不大的两个职位之间 ，因
此难以确定是否“晋升”。此外，由于“明升暗降”的现实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的观念的存在，从某级“一把手”晋升为上一级“副手”或虚职，或者从富裕地区升
任贫困地区官员，或者从富裕地区升任中央部门官员 ，这些都有可能被视为“明升暗
降”。不过，我们无法一一询问当事人的主观感受 ，因此只能借助文献中的已有先例，
通过客观指标来构造官员晋升指标。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该 变量的效度，但也是目
前来讲最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⑦

4.3 相关分析
4.3.1 公共服务绩效分析
陈昌盛和蔡跃洲（2007）对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的评价是对 8 个领域结果的加
权平均，其中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一般公共服务分别给予 15%的权重，
而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分别给予 10%的权重。但是，作者并未
报告上述权重的依据是什么，只是说“给各部分赋予相应的权重”⑧。公共服务效率评
价仍然采用 DEA 法来完成。为了进一步考察公共服务绩效内部各个领域的相关关系 ，
我们对不同领域的基准评分和相对效率进行相关分析 。
在公共服务绩效基准评分内部 ，除环境保护领域以外，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高度

⑦

政治晋升其实包含了官员的自我感受 ，其标准既有严格的、客观的职级上升（不考虑实权，如省委书记调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有官员的主观认识（从“清水衙门”调任“机要部门”，或从偏远省份调任国务院部长 ）。
而且，江苏省、上海市等规模大、财力富有和影响力大的省份领导人的晋升概率更大 ，因为它们是“跳板”省份，
他省的平调也应该视为晋升 ，因为这是他们未来晋升预期的最好体现 。因此，政治晋升带有一定的自我建构
（self-constructive），采用既有客观又有主观的综合方法比较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但却难以得到实证支持。上述观
点受惠于雷云的建议。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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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关系，相关度均大于 0.7，且多集中在 0.8 以上，都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仅有
环境保护领域的基准评分与其他领域存在较低的相关度 ，普遍小于 0.4，但也都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公共服务综合绩效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
但环境保护需要做个别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其他 8 个领域的综合
反映，其结构内部的相关关系也较强 。除环境保护以外，它与其他领域的相关度都在
0.8 以上。因此，以下我们重点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与环境保护的绩效 。
我们对公共服务的 8 个领域基准评分进行因子分析（抽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只
能产生一个因子，累积率为 74.7%，低于 80%的一般接受水平；成分值中环境保护得
分小于 0.4，表明该因子的代表性不好。剔除环境保护以外的 7 个领域进行因子分析，
效果较好，累积率为 83.6%，各成分均大于 0.85。基于因子值，我们获得一个与环境
保护对照的其他领域综合绩效得分 。⑨
对公共服务相对效率内部相关关系的分析没有能够观察出特定的分布规律 。整体
而言，公共服务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在服务效率方面的差 异较大，相关度不高。可能的
解释是效率的影响因素较多 ，不同公共服务领域对应于一级政府内部的不同职能部门 ，
而二者的差异可能是部门施政能力差异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公共服务与基本公
共服务的相对效率相关度为 0.501，且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内部管理的好坏
与公共服务效率关系密切 。此外，环境保护与其他领域相对效率的相关度仍然不高 ，
而且出现较多负相关，再一次说明了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异质性 。
对每个公共服务领域的基准评分与相对效率之间的相关分析显示 ，公共服务供给
效果与效率的相关关系存在差异 。相关分析结果如下：基础教育-0.061 (.289)，公共卫
生 0.253 (.000)，社会保障 0.026 (.654)，基础设施 0.195 (.001)，科学技术 0.554 (.000)，
公共安全 0.174 (.002)，环境保护 0.137 (.017)，一般公共服务 0.491 (.000)，基本公共服
务 0.157 (.006)。⑩结果显示，除基础教育的效果与效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微弱负相关外 ，
其他领域的效果与效率之间都为正相关关系 。科学技术、一般公共服务的效果与效率
的相关度较高，其他都较低，但只有社会保障领域未通过统计显著 性检验。
因此，进入回归模型的公共服务绩效数据将设置如下 ：我们首先采用基本公共服
务绩效基准评分和效率评分的数据进行分析 ，作为考察公共服务的效果与效率的变量 。
然后再采用因子值考察综合绩效中的环境与非 环境公共服务绩效，分析环境保护作为
有别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异质性 。

4.3.2 其他变量的相关分析
首先分析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以便在回归分析前规避可能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
其次，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 ，考察二者的关系是否为假设所预
期的方向。11
⑨

限于篇幅，因子分析的细节未报告。KMO 检验值为 0.897，且高度显著。

⑩

括号前为皮尔逊相关系数，括号内为显著水平，双尾检验。

11

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 。限于篇幅，相关分析结果均为报告。
43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政府绩效的所有观测变量与政治晋升的相关关系都是正向的 ，但相关度较低，且
只有基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 、除环保外绩效因子值与晋升的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 。
GDP 年增长率、年度财政收入与晋升的相关关系微弱 ，但二者与其他公共服务绩效指
标的相关关系较强，说明公共服务绩效与经济绩效存在很高的共振性 。人均 GDP 对政
治晋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相关关系 ，表明富省官员的晋升概率可能更高 。人均 GDP
与各个政府绩效指标的关系也是高度显著的（均通过 0.01 的显著性水平），除与基本公
共服务相对效率、环境保护基准评分的相关度不高外 ，其他均非常高。
个人特征与政治晋升的相关关系不高 ，仅有任期、工作资历、中央关系三个变量
通过显著性水平。学历虚拟变量内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同大学学历之间高度负相关
（-0.971），说明省级官员在二者之间非此即彼 ，即高中及以下学历尽管存在 ，但鲜有。
因此，我们在后文分析中将仅纳入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虚拟变量。本地任职与民族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职位、中央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说明少数民族官员多在本
地任省长，且中央关系不强。年龄、党龄、任期、工作资历 4 个时间变量之间存在较
高正相关关系，表明年龄较大的官员党龄较大 ，工作资历更久，任期也更长。
特定年份与政治晋升的相关分析显示 ，仅有 2002 年与政治晋升的相关度为显著正
向，其他年份均为负向且不显著 ，说明我们此前仅将换届年份纳入来控制时间固定效
应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最后，省份特征变量与政治晋升的相关度不高 ，但预测方向
均符合研究假设。分析再一次说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地区差异 ，如就人均 GDP
来讲，直辖市、东部地区与之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自治区、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
上述分析说明，公共服务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很高的 正相关关系，但环境保
护仍然是一个例外。因此，后文的分析将不会同时将二者纳入 同一个模型，以避免多
重共线性问题。

4.4 事件史分析结果
4.4.1 官员特征与政治晋升
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我们采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作为主要统计软件 [69]，
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 12 Logistic 回归分析报告了回归方程的似然函数值 （-2 Log
likelihood，-2LL），回归系数的估计值（B）、标准误（S.E.）、Wald 统计量、自由度（df）
显著性水平（Sig.）和幂值（Exp(B)）等。似然函数值是对整体模型的检验 ，该值越小
意味着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 。Wald 检验值越大表明该自变量的作用越显著 ，但当回归
系数很大时会导致 Wald 检验值变小。[70]为简便起见，我们在回归模型中仅列出 回归系
数、标准误、似然函数值、卡方值和显著水平，用于反映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和各个
变量的作用强度。
本文首先将官员的个人特征变量作为自变量送入回归模型，将政治晋升作为因变

12

44

我们还用统计软件 SAS for Windows 进行了检验性分析，但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未报告。感谢杨子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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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初步检验。然后送入省份控制变量和地区 、年份虚拟变量，控制固定效应（如
表 4-3 所示）。
表 4-3

官员个人特征对政治晋升的影响

协变量

M1-1

M1-2

M1-3

职位

-1.539*** (.492)

-1.539*** (.497)

-1.530*** (.530)

民族

-.550 (.820)

-.552 (.832)

-1.063 (.905)

年龄

-.042 (.052)

-.039 (.053)

-.058 (.057)

65岁线

-19.785 (17676.4)

-19.755 (17633.8)

-18.922 (17429.90)

研究生及以上

.384 (.517)

.400 (.516)

.323 (.563)

党龄

.018 (.037)

.025 (.039)

.025 (.044)

任期

.797* (.417)

.817* (.424)

.706 (.470)

任期平方

-.082 (.050)

-.087* (.052)

-.088 (.058)

5年任期

1.036 (.763)

1.033 (.773)

1.195 (.829)

工作资历

.157*** (.053)

.153*** (.056)

.190*** (.067)

中央关系

1.036** (.450)

.995** (.497)

1.167** (.560)

共青团

-.094 (.672)

-.018 (.684)

.052 (.728)

本地任职

-1.323** (.667)

-1.292* (.674)

-1.031 (.728)

人口对数

-.299 (.564)

-.204 (.697)

人均GDP对数

.310 (.847)

1.900 (1.496)

东部虚拟变量

-1.166 (.816)

西部虚拟变量

.037 (.678)

2002年虚拟变量

1.921*** (.437)

常数项

-2.857*** (2.710)

-3.128 (4.542)

-7.385 (6.752)

-2 Log likelihood

182.180

181.696

160.439

卡方（Chi-square）

38.738***

39.222***

60.479***

自由度（d.f.）

13

15

18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a. *. =0.10; **. =0.05; ***. =0.01（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b. 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c. 自变量中，职位的参照组为省长，民族的参照组为汉族，学历的参照组为本科及以下，中央关系的参照组为无 ，
中国共青团的参照组为无 ，本异地任职的参照组为异地任职 ，东部、西部虚拟变量均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组 ，2002
年虚拟变量以其他年份为参照组 （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M1-1 的结果显示，样本的 89.1%得到了正确的估计。其中职位、任期、工作资历、
中央关系和本异地任职的影响是统计显著的 。职位的影响最大，但是负向的，表明省
长的晋升概率更高。交叉列联表的分析也显示如此 ，149 位省长中有 20 位得到晋升，
而 154 位省长中仅有 16 人得到晋升。因此，下一步分职位的回归模型是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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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对晋升的正向作用较高，但任期的平方与晋升呈现负相关关系，尽管不显著，
但接近于 0.1 的显著水平（=.102）。这说明任期与晋升的倒 U 型关系是存在的，只不过
分布为右偏。任期 5 年虚拟变量的预测方向为正 ，但不显著。工作资历对晋升的影响
也是显著正向的，显示出政治资本的累积效应。
领导干部的关系网络对其晋升有显著影响 ，特别是中央关系的影响最大 。本地任
职变量的预测方向为负，说明异地任职的晋升概率大于本地任职 ，与民族的预测方向
一致。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省级官员（尤其是省长）多由少数民族担任，与汉族干部相
比，其晋升的概率较低。此外，年龄、学历、党龄等的预测方向与假设一致 ，但不显
著。年龄 65 岁的预测方向为负，但其标准误较大，Wald 值为 0，说明由于年龄分布上
的非正态性，导致该变量的影响微弱 。最后，出身共青团系统不会对政治晋升产生显
著影响，反而会带来负向影响。
在 M1-2 中，我们加入人口对数和人均 GDP 对数，结果几乎不变，但任期平方开
始显著，表明任期与换届的关系在模型中得到了体现 。此外，人口对数和人均 GDP 对
数的影响一负一正，均不显著，说明大省官员的晋升机会未必多 ，而富省官员的晋升
概率可能会较高。
在 M1-3 中，我们在 M2 的基础上加入地区和年份虚拟变量 。任期及其平方的作用
都变为不显著，共青团的作用方向变为正 ，但仍然不显著。本地任职也变为不显著 。
地区虚拟变量的预测方向刚好相反 ，东部地区为负，西部地区为正。20002 年换届作用
明显，反映了该年对晋升的显著正向作用 。交叉列联表的分析结果相似，即在 2002 年
的 61 位官员中有 20 位得到晋升，其他年份则均不超过 6 位，充分显示出换届选举的
作用。
上述分析显示，年龄 65 岁的标准误太大，对模型的解释力不够。而将年龄 60 岁、
任期 5 年纳入模型后，整体模型拟合较好，没有出现以上模型出现的问题 ，模型解释
力和显著性也更强。

4.4.2 省份状况对官员政治晋升的影响
单独将人口对数和人均 GDP 对数纳入模型（如表 4-4 所示），人口对数不显著，
但人均 GDP 对数显著正向（M2-1）。在 M2-2 中，单独送入地区虚拟变量，作用不显
著，但方向预测正确。在 M2-3 中，将省份类型变量单独送入模型 ，作用不显著，但预
测方向正确。上述两个模型的似然函数估计值也偏高 ，表明这些省份状况变量对官员
晋升的解释力较低。在 M2-4 中，将所有省份状况变量纳入模型 ，发现人均 GDP 对数
仍然显著，但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在省份类型变量的预测方向上 ，直辖市和自治区均
为负向；东部地区变量为负值，西部地区为正值。
最终的回归结果显示，省份虚拟变量的显著性都很差 ，作用方向也十分混乱，无
法解释。很可能是省份虚拟变量与省份类型变量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需要分别进入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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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 4-4

省份状况对官员政治晋升的单独影响

协变量

M2-1

人口对数

.035(.511)

-.411(.759)

人均GDP对数

1.702**(.710)

2.781*(1.675)

M2-2

M2-3

M2-4

直辖市虚拟变量

.531(.504)

-.666(.915)

自治区虚拟变量

-.410(.540)

-.658(.934)

东部虚拟变量

.375(.470)

-.484(.666)

西部虚拟变量

-.406(.511)

.096(.712)

2002年虚拟变量

2.027***(.388)

1.961***(.380)

1.951***(.379)

2.065***(.393)

常数项

-7.888***(2.985)

-2.674***(.415)

-2.670***(.293)

-9.195*(5.134)

-2 Log likelihood

189.349

191.890

192.973

188.325

卡方（Chi-square）

31.569***

29.028***

27.945***

32.593***

自由度（d.f.）

3

3

3

7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303

4.4.3 绩效—晋升假设的检验
经济绩效与政治晋升
以下分析政府绩效与领导干部政治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表 4-5 所示）。首先，
将 GDP 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单独送入模型 ，作用方向均为正，但不显著，整体模型也拟
合不好（M3-1）。其次，将两者与官员个人特征变量 变量一同送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M3-2）。结果显示 GDP 增长率与财政收入的作用仍然不 显著，但财政收入的作用方
向为负。统计显著的变量仍然只有 职位、任期 5 年、工作资历和中央关系。最后，我
们在 M3-2 的基础上，将省份特征变量纳入模型，分析结果基本相同。从回归系数来讲，
GDP 增长率远大于财政收入，说明前者对政治晋升的影响更大一些 。
总体而言，经济绩效对政治晋升的整体显著作用未能得到验证 ，说明 2000 年以来
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开始显示出对以 GDP 增长率和财政收入为核心指标的政府
绩效考核体系的抵制。
表 4-5

经济绩效与政治晋升

协变量

M3-1

M3-2

M3-3

人均年GDP增长率

.101(.109)

.181(.118)

.144(.131)

年度财政收入

.008(.087)

-.028(.106)

-.030(.145)

职位

-1.487***(.519)

-1.491***(.521)

民族

-1.207(.892)

-1.201(.899)

年龄

-.078(.058)

-.073(.058)

研究生及以上

.065(.566)

.087(.569)

党龄

.017(.043)

.01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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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经济绩效与政治晋升（续）
M3-2

M3-3

任期

.279**(.121)

.245*(.130)

工作资历

.176***(.066)

.181***(.067)

中央关系

1.294**(.563)

1.262**(.565)

共青团

-.226(.722)

-.198(.731)

本地任职

-1.035(.745)

-.985(.745)

协变量

M3-1

人口对数

-.147(.898)

人均GDP对数

.855(1.808)

常数项

-3.753***(1.200)

-2.477(3.123)

-4.279(7.668)

-2 Log likelihood

190.932

165.189

164.718

卡方（Chi-square）

29.986***

55.729***

56.200***

自由度（d.f.）

5

15

17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a. 控制了地区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4）公共服务绩效对政治晋升的影响
既然经济绩效对政治晋升的影响不显著 ，那么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是否显著 ？它
们的作用是否开始显现？这些问题是本部分的任务（如表 4-6 所示）
。首先，单独将基
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BPSB）、基本公共服务相对效率（BPSE）送入回归模型的分析
显示，二者的作用方向均为正，但仅有基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通过 =0.1 的显著性检验，
且作用强度远大于相对对效率 。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公共服务绩效对领导干部的政治
晋升有显著影响，但作用不够明显。
然后，我们将官员个人特征变量纳入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仍然显
著，但仅是效果而非效率，表明在政府绩效的维度中 ，效果的重要性远大于效率 ，干
好事情是首要的，花多少钱则是次要的。其他控制变量均保持如前状态 ，无需赘言。
最后，我们将省份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 和基本公共服
务相对效率都不显著，但基准评分的影响接近 0.1 的显著性。表明，随着省份变量的引
入，由于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作用 ，导致公共服务绩效的解释力 下降。
表 4-6 公共服务绩效对政治晋升的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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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变量

M4-1

M4-2

M4-3

BPS基准评分

3.508*(1.963)

3.063*(2.351)

2.237(4.775)

BPS相对效率

.792(1.788)

.734(1.992)

1.030(2.107)

职位

-1.424***(.515)

-1.426***(.516)

民族

-.967(.893)

-1.004(.911)

年龄

-.072(.056)

-.070(.057)

研究生及以上

.159(.551)

.14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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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表 4-6
协变量

公共服务绩效对政治晋升的作用（1）（续）
M4-2

M4-3

党龄

.020(.043)

.021(.044)

任期

.242**(.119)

.230*(.128)

工作资历

.178***(.066)

.181***(.066)

中央关系

1.147**(.556)

1.203**(.566)

共青团

-.280(.726)

-.224(.732)

本地任职

-.963(.724)

-.901(.736)

M4-1

人口对数

-.343(.753)

人均GDP对数

.317(2.718)

常数项

-9.711*(5.826)

-7.138(7.178)

-6.399(7.586)

-2 Log likelihood

188.792

165.749

165.525

卡方（Chi-square）

32.125***

55.169***

55.393***

自由度（d.f.）

5

15

17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a. 控制地区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表 4-7 公共服务绩效对政治晋升的作用 （2）
协变量

M4-4

M4-4

M4-5

除环保外绩效因子值

.403*(.214)

.311(.246)

.222(.495)

环境保护基准评分

-1.418(2.282)

-.155(2.567)

-.497(2.687)

职位

-1.425***(.516)

-1.430***(.518)

民族

-.991(.891)

-1.025(.904)

年龄

-.072(.056)

-.070(.057)

研究生及以上

.163(.554)

.150(.557)

党龄

.021(.043)

.021(.044)

任期

.241**(.119)

.231*(.128)

工作资历

.176(.067)

.177***(.067)

中央关系

1.127**(.559)

1.161**(.565)

共青团

-.299(.727)

-.256(.734)

本地任职

-.977(.724)

-.939(.732)

人口对数

-.264(.736)

人均GDP对数

.354(2.658)

常数项

-.381(3.496)

-.571(5.125)

-.264(9.637)

-2 Log likelihood

188.317

165.802

165.657

卡方（Chi-square）

32.601***

55.116***

55.261***

自由度（d.f.）

5

15

17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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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除环保外绩效因子值和环境保护基准评分同时单独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
发现除环保外绩效因子值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为正向，而环境保护基准评分的作用方
向为负，但不显著（如表 4-7 所示）。这似乎说明了环境保护不受重视 ，其对官员晋升
的影响也是反向的，即那些致力于环境保护的 “保守”官员受到了上级的惩罚 。当我
们将其他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时 ，除环保外绩效因子值的显著性下降至不显著 ，但
接近 0.05；环境保护基准评分仍然不显著 。最后将绩效排名纳入模型的分析发现影响
虽为正向，但强度微弱。13可能是由于绩效排名采用 5 年平均值进行回归分析所导致的 。
5）政府绩效与政治晋升
最后，我们将 GDP 增长率与财政收入也一同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考察经济绩
效与公共服务绩效分别对政治晋升的作用（如表 4-8 所示）。单独将两类绩效指标纳入
模型，仅有基本公共服务基准评分是显著正向的 ，其他均不显著。
表 4-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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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绩效对政治晋升的作用

协变量

M5-1

M5-2

M5-3

BPS基准评分

3.528*(1.831)

2.868*(2.570)

4.569(5.145)

BPS相对效率

1.108(1.567)

1.067(2.028)

1.218(2.166)

人均年GDP增长率

.064(.111)

.159(.122)

.185(.139)

年度财政收入

-.033(.090)

-.061(.113)

-.050(.157)

职位

-1.476***(.523)

-1.469***(.525)

民族

-1.084(.906)

-1.038(.913)

年龄

-.077(.058)

-.082(.059)

研究生及以上

.125(.561)

.123(.562)

党龄

.021(.044)

.026(.045)

任期

.257**(.122)

.282**(.137)

工作资历

.183***(.067)

.178***(.068)

中央关系

1.246**(.567)

1.250**(.573)

共青团

-.200(.723)

-.193(.729)

本地任职

-.944(.750)

-.949(.756)

人口对数

-.082(1.053)

人均GDP对数

-1.310(3.048)

常数项

-11.246**(4.913)

-9.026(7.537)

-8.023(8.920)

-2 Log likelihood

188.752

163.948

163.761

卡方（Chi-square）

32.166***

56.970***

57.157***

自由度（d.f.）

5

17

19

人年（Person Years）

303

303

303

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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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仅有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 ，且回归系数最高。这就证实了进
入 2000 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转型 ，特别是经济绩效指标的衰微和公共
服务绩效的崛起。将官员个人特征纳入模型后 ，发现结果依然如此，但绩效指标的解
释力在下降。最后，当把省份控制变量纳入后 ，绩效指标仍然不显著，而个人特征中
若干变量显著性较高，如职位、任期、工作资历、中央关系，说明它们的影响远大于
政府绩效，其较强的变异性使绩效变量的影响减弱 。
此外，由于其他公共服务绩效指标之间存在较高的显著相关关系 ，我们没有对它
们进行回归分析。14不过，分别单独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 ，考察基础教育、公共卫生、
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一般公共服务等对政治晋升
的作用，并分析效果与效率在各个绩效指标上的分布 ，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最后，还
可以通过逐步回归和交叉项回 归等完成更为复杂的分析 ，以便考察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等的不同影响和交互作用 。

4.4.4 分职位样本分析
上文指出，职位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存在显著作用 ，因此需要将省委书记和省长
两个样本组进行分别检验 （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样本分组
协变量

按职位分组回归分析

省委书记样本组
M6-1a

省长样本组
M6-2a

M6-1b

M6-2b

BPS基准评分

4.721***(1.787)

.814(2.009)

BPS相对效率

.198(2.100)

.609(1.794)

人均年GDP增长率

.023(.144)

.024(.125)

年度财政收入

.154*(.087)

-.038(.099)

常数项

-2.925**(1.496)

-9.948*(5.344)

-2.013(1.307)

-4.488(4.764)

-2 Log likelihood

98.904

96.380

117.360

117.197

卡方（Chi-square）

3.832

6.357**

.926

.318

自由度（d.f.）

2

2

2

2

人年（Person Years）

154

154

149

149

对省委书记样本组的分析结果与上述分析一致 ，但公共服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明显
和显著。但是，对省长样本组的分析则相反 ，不仅所有政府绩效变量的作用不显著 ，
而且 GDP 增长率的作用方向变为负向，且影响微乎其微。
这种回归结果表明省委书记与省长的晋升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它们的政治晋升
也遵循不同的轨迹，但互补性的回归结果最终使总体模型的解释力提高 。由此，我们
也可以看出省委书记作为省级政府“一把手”的作用，即正是对他们的基于绩效的晋
14

对此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 、因子分析等，但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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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激励才导致了政府绩效的改善 ，从而实现了党管干部和中央控制的双重目的 。

4.4.5 分地区样本分析
由于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差异较大 ，我们对两个地
区进行分组回归分析，以期发现中央人事管理上的可能的地区差异性 （如表 4-10 所
示）。对公共服务绩效的分组回归分析显示 ，公共服务基准评分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
显著正相关，而公共服务相对效率在东部地区显著 ，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公共
服务绩效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重要性基本一致 。
另外，我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发现人均年 GDP 增长率仅在中西部地
区显著正相关，且系数较小。其他绩效变量的方向不变 。这说明，中央政府在考核地
方政府时可能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方式和参照依据 ，而并没有“一刀切”。
表 4-10
样本分组

按地区分组回归分析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M7-1b

协变量

M7-1a

BPS基准评分

10.826*(5.544)

17.207*(9.22)

BPS相对效率

16.465**(8.238)

1.267(2.556)

M7-2a

M7-1b

人均年GDP增长率

.415(.291)

.268*(.147)

年度财政收入

-.155(.157)

-.181(.337)

职位

-2.054(1.523)

-2.027(1.346)

-1.882***(.687)

-2.071***(.716)

民族

-.019(2.320)

-.213(1.852)

-1.401(1.270)

-1.872(1.296)

年龄

.079(.191)

.087(.155)

-.285**(.113)

-.276**(.113)

研究生及以上

.744(1.16)

.602(1.139)

-1.867(1.267)

-1.790(1.222)

党龄

-.123(.122)

-.127(.102)

.089(.063)

.126*(.068)

任期

.007(.381)

.070(.337)

.329**(.164)

.367**(.166)

工作资历

.420**(.192)

.382**(.169)

.044(.104)

.014(.104)

中央关系

3.619(2.212)

3.285*(1.777)

-.063(.872)

.015(.875)

共青团

-19.958(8594.502)

-18.837(9176.650)

.768(1.121)

.763(1.105)

本地任职

1.320(1.77)

.116(1.681)

-2.239(1.092)

-2.354*(1.128)

常数项

-67.517**(31.006)

-13.859(9.227)

-17.189(15.120)

7.027(5.439)

-2 Log likelihood

41.267

45.497

98.679

99.237

卡方（Chi-square）

52.768***

48.537***

25.891**

25.334**

自由度（d.f.）

13

13

13

13

人年（Person Years）

108

108

195

195

其他变量方面，职位变量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十分显著 ，省长的晋升更多一些，
而东部则没有这种现象，尽管预测方向一致。其次，年龄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
著，且为负值，而东部地区的影响则为微弱的正值 。这或许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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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崛起的迫切期望，因而选派较为年轻的官员成为首选 。15任期的影响都为正，但中
西部地区的官员通过显著性检验 ，且系数更高，说明该地区官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时
间成本）才能有晋升的希望。最后，中央关系上，东部地区的官员受到的影响更大一
些，且有一个为显著的，很可能是已有历史积累的原因 。

4.5 小结
4.5.1 假设检验结果总结
本文的假设在基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事件史分析中均得到了检验 ，总体结果报告
如下。首先，在官员个人特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职位、任期和工作资历，以及
关系网络（尤其是中央关系）。这表明，上级更加看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 业务能力和
政治资本，那些工作资历久、任期更长的官员得到了特别的观照 ，他们此前的长期任
职也证明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其绩效表现也更加不会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干扰 。因此，
他们是上级最看重的后备干部队伍 。
在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中 ，关系网络的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 。曾在中央任职或现
为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的省级官员 晋升的概率更大，
“朝廷有人好做官”的常识性认识也
在这里得到了检验。从而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研究对 “关系网络还是经济绩效 ”的
论断。[27]这种晋升安排未免是对多数领导干部工作积极性的挫伤 ，因为拥有雄厚或“管
用”的关系网络的官员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难以获得稀缺的社会资本 ，
而基于关系网络的晋升则会打消他们 “向上爬”的念头，基于绩效的晋升激励也因而
无法发挥其应用的作用。
其次，结果显示省份状况变量并未显示其理论假设的作用 ，绝大多数都不显著。
但是，经过有选择的筛选处理后，一些省份状况变量开始发挥显著影响 ，但总体作用
仍不明显。这表明，尽管上级擢升下级时会考虑其 所在辖区的规模、经济实力等，但
由于水平职位流动的频繁发生 ，使得这种省际差异开始缩小 。上级更加看重那些曾经
在多个不同类型的省份工作的领导干部 ，而这与官员任期和工作资历的显著影响一致 。
就政府绩效对政治晋升的影响而言 ，此前研究所发现的经济绩效对政治晋升的显
著影响没有发现，而公共服务绩效的显著作用则得到了 部分证实。这个结果说明了 2000
年以来中央政策的调整和政策作用的发挥 ，它们已经改变了政府绩效评估的结构以及
领导干部人事管理的实质 。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收入的影响始终是负向的 ，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经济
高速增长和财政收入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 ，中央并不缺少资金 [71]，中央对地方政府财
政上缴的关注已经开始下降 ，而由中央政府担负的财政支出职能和转移支付等反而增
加，这种影响也愈加弱化。另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必然带来税负的提高 ，而这是
辖区居民和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央政府如果对此有所察觉，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中

15

这与此前的描述性分析一致 ，即目前较为年轻的省级官员多在中西部地区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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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与选举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可以应用 。[45,46]
本文比 Opper 和 Brehm 的研究更加关注于 2000 以来的相关关系，而他们未能像薄
智跃或周黎安等那样分期考察 ，观察社会变迁和制度改革的可能影响 ，因而其结论也
需要鉴别。另外，本文的发现表明，并非如他们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 ，经济绩效不发
挥作用，之所以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未能全面考察政府绩效 。所以，绩效与网络都
在发挥作用，而资历、任期等也应该是个人素质和关系网络的体现 ，因为任期越久，
编织的关系网络可能就会越加厚实和宽广 。这些都是自变量。

4.5.2 对统计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本文对绩效—晋升假设的检验表明，政府绩效的确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产生
影响，而且这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在政府绩效的内部，不同的维度的重要性及其对
政治晋升的影响不尽相同 。我们发现了公共服务绩效这个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变量
的显著作用，但却否定了经济绩效的显著作用 ，从而对已有文献做了补充和深化 。这
种状况说明，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内部，
“结构性变化”已经发生并将持续下去，GDP
开始“走下神坛”，[72]而以社会民生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开始进入政府
绩效评估的视界，并得到逐步的重视。经济绩效与公共服务绩效在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中的地位开始出现变化，天平已经偏向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导向的政府绩效
评估和领导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晋升在组织中发挥资源配置和激励的双重作用：首先，它有助于将人员安排到他
们对组织绩效贡献最多的职位上 ；其次，晋升可以作为激励和薪酬来使用 。 [50]如何发
挥和调和两者的效应，是公共部门管理的核心命题 。彼德原理即是对晋升的双重作用
的诠释，表明将晋升作为激励的手段必然导致其资源配置功能（在这里是稀缺的人力
资源）的失灵。[2]晋升在多数组织中都被作为主要 的激励手段加以使用，但与基于红利
的激励计划相比，基于晋升的激励计划劣势较多 ，优势较少，因为晋升的两种作用可
能会发生冲突。[73]然而，尽管晋升的激励作用会与高效安排雇员工作发生冲突 ，但组
织为什么还会选择晋升而不是货币红利去激励成员 ？Fairburn 和 Malcomson [74]提出这
个问题，并通过建模推理对此作出了解释。
当绩效难以证实时，利用晋升能减少管理者受到势力活动的影响 ，这些活动会钝
化货币红利的效果。当雇员是风险中性时，利用晋升激励就不需要扭曲任务安排 。而
当雇员是风险厌恶时，如果条件充分，它就会扭曲任务安排。这种扭曲要么会使更多
雇员得到晋升，以致造成低效（彼德原理的效应开始发挥）；要么就是导致晋升更少，
但这同样低效。[74]可见，尽管彼德原理在各种个样的组织中不断上演 ，但基于绩效的
晋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仍然是目前采用最多 的手段。这种状况是有其合理性的 ，即绩
效评估的困难和晋升的监测作用同时存在，也在二者之间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
“搞对政
府的激励”是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一 [8]，也是公共管理实践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之一。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绩效的晋升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 ，即它激发了政府官员
的工作积极性，并为他们树立了适应发展要求的战略和绩效目标 。不过，这种基于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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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晋升激励也并非无懈可击 ，如经济学者已经揭示的那样 ，它也导致政府之间和官
员之间的过度竞争和合作无效，[75]以及可能的绩效目标替代。[76]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
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绩效评估和领导干部人事管理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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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工作与理论贡献
5.1.1 本文工作总结
本文以 2000-2004 年中国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了中国各
省 2000-2004 年的政府绩效和省份特征数据，以及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个人特征和政治
晋升资料，采用基于 logistic 分析的事件史分析方法，考察了各省政府绩效对省级官员
政治晋升的影响。从事这项研究目的是为了深入探察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和领导干部晋
升激励的内在逻辑，分析基于绩效的晋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所存在的问题 。
本文考察了辖区政府绩效对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的决定作用 ，相关的工作和结论如
下。首先，省级官员的任期和工作资历 对其政治晋升存在显著作用 。上级更加看重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政治资本 ，那些工作资历久、任期更长的官员得到了更
多的晋升机会。
其次，在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中，关系网络的作用十分显著 。曾在中央任职或现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的省级官员 的晋升概率更大，从而证实了“基于关系网
络的晋升”假设。
再次，研究发现政府绩效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晋升产生影响 ，但在政府绩效的内
部，不同维度的重要性及其对政治晋升的影响不尽相同 。我们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这
个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变量的显著作用 ，但却否定了经济绩效的显著作用 。
最后，不同职位的官员的绩效与晋升关系不尽相同 ，省委书记和省长两个样本组
的模型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但二者的互补却使总模型的效果较好 。
此外，不同地区也显示出差异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
上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不同 ，比如两个地区的官员晋升都受到公共服务绩效的影响 ，
但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一些；经济绩效则对中西部地区的官员晋升影响更多一些 ，表
明中央考核地方的尺度并非 “一刀切”，而是有其战略考虑的。

5.1.2 本文的理论贡献
本文在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上具有三点 贡献。首先，本文是对已有关于“绩效—
晋升”假设和“绩效—选举支持”假设的进一步验证，将该理论纳入中国这样一个中
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体制背景中进行考察 ，并分析了典型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
和政治单一制的混合体下该套理论的适用性和变化趋向 。研究肯定了已有关于经济绩
效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并将公共服务绩效引入研究框架中，从而丰富了已有的实证研
究，并进一步澄清了相关实证结论 。
由于中国处于转轨时期 ，各种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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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体制，对官员晋升的考察也需要分阶段进行 。目前关注最多的就是将 1978 年作
为分界点，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和政治晋升标准的延续和变
迁（如周黎安等，2005；周雪光，2001；Bo, 1996）。进入 21 世纪，科学发展观等一系
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主导思想的 提出、贯彻和落实，已经悄悄改变着中国政治和行政
体制的运行轨迹，党政领导干部晋升的内在逻辑也开始发生转向 。因此，本文对 2000
年至 2004 年间中国省级官员政治晋升与省级政府绩效的关系研究 ，填补了该阶段的研
究空白，从而进一步延伸了“绩效—晋升”的因果关系逻辑，并赋予二者全新的内涵，
充实了现有理论。
最后，从公共管理和政府绩效评估的视角对 “绩效—晋升”假设进行研究，考察
基于绩效的晋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并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予
以检验，本文丰富了国内公共管理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了国内政府绩效研究 。它表明，
融汇其他集成社会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探察公共管理基本议题的研究是可取的 ，也是
能够产生更加坚实和有意义成果的 。

5.2 政策建议
5.2.1 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有待于进一步的创新和完善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绩效已经进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之中 ，并且开始发挥
其显著的作用，尽管与官员个人特征相比其作用并不明显 。这就表明，政府绩效评估
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探索性创新以及上级和中央政府对成熟
创新的制度化，都有利于政府绩效评估活动的积极效应的发挥 。因此，未来的研究仍
需要积极探索可行的创新方式 ，使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更具包容 性，更加体现科学发
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和要求 。目前各地纷纷探索和试点的 绿色 GDP、和谐指数、
幸福指数、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等 ，尽管尚未成熟和推广，但却
都是有益的尝试，值得鼓励和推广。

5.2.2 基于晋升的激励作用有待于更为合理的发挥
如何发挥基于绩效的晋升和基于晋升的激励机制的积极作用 ，消除其消极影响，
这项任务还需要很多研究 。尽管在本文中我们发现彼德原理的影子 ，基于绩效的晋升
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并不表示它在现实中没有 问题。已有文献已经揭示了它的
诸多负面影响，而在领导干部人事管理中 ，这种问题仍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促
进激励手段的效果发挥。

5.2.3 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需要扩大和深化
在上下级政府和公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 ，但公众的广泛参与、透明公开
等却是促进政府绩效评估 制度创新，推进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良的重要手段 。公
众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直接消费者 ，也是政府的直接委托人 ，因此公
众对于政府活动和官员工作有着重要的发言权 。邀请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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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能进一步扩大政府绩效评估的积极影响，使基于绩效的公众问责落到实处 ，而公共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将得到推动 。

5.3 研究不足及改进思路
5.3.1 研究不足
本文的研究尽管弥补了此前实证研究的若干缺陷 ，并提供了针对“绩效—晋升”
假设的新的经验证据，但仍然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囿于数据采集的困难，本文的样
本分析期被显著在了 5 年以内，而此前研究无论是在样本规模还是纵贯时期上都优于
本文。样本分析期的短暂也决定了样本规模的窄小 ，无法开展更深入的分析 ，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挥 。
其次，虽然本文提出了各种绩效构造和组合对政治晋升的假设和验证方法 ，但仅
对相对绩效考核进行了检验 ，其他假设和理论未能得到证实 。政府绩效的不同构造方
式需要更为细致的分类和比 较，以便考察已有文献的其他方面 的假设。
最后，本文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完成事件史分析的有关工作 ，由于该回
归模型本身的问题，一些结论的获得和比较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而更为复杂的统计
分析方法，比如交叉项、嵌套模型的分析等。

5.3.2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针对“绩效—晋升”假设验证的实证研究可以在本文的研究不足方面予以展
开。首先，根据政府绩效测量与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重新构造新的政府绩效截面 —时
间序列数据库，使之能够贴近现实，并充分反映现实政府绩效评估的实际 。在此基础
上完成有关研究，将会深化本文的若干分析 。
其次，针对省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的研究已经开始 ，但仍然少见且不够
深入和系统。基层政府组织和党政领导干部的行动逻辑虽然引起了财政管理 、绩效管
理等领域研究的关注，但在本文触及的研究领域中还未能得到 全面的考察。未来的研
究如果能够收集到基层政府组织的有关数据 ，聚焦特定区域和区域间比较的研究将是
十分富有价值的，尽管它们十分困难。
再次，政府绩效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得到了许多检验和验证 ，但二者
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尚未得到更为深入的剖析和验证 。按照组织管理的研究方
法和路径，未来的研究可以选取可能的中间变量 或干扰变量，探察绩效与晋升之间的
内在关系和中介环节，并分析绩效与晋升因果关系的前因后果 ，为管理实践提供更有
实际操作性的研究发现。
Equation Chapter (Next)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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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录 1-1 样本期省级官员列表
序号

姓名

任期

职务

贾庆林

97.08－02.10

北京市市委书记

刘淇

02.10－

北京市市委书记

贾庆林

96.10－99.02

北京市市长

刘淇

99.02－03.01

北京市市长

孟学农

03.01－03.04

北京市市长

王歧山

03.04－07.11

北京市市长

张立昌

97.08－07.03

天津市市委书记

李盛霖

98.05－02.12

天津市市长

戴相龙

02.12－07.12

天津市市长

王旭东

00.06－02.11

河北省省委书记

白克明

02.11－07.08

河北省省委书记

钮茂生

98.11－02.12

河北省省长

季允石

02.12－06.10

河北省省长

田成平

99.06－05.07

山西省省委书记

刘振华

99.07－04.01

山西省省长

张宝顺

04.01－05.07

山西省省长

储波

01.08－

内蒙古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乌云其木格

00.08－03.04

内蒙古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杨晶

03.04－

内蒙古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闻世震

97.08－04.12

辽宁省省委书记

张国光

98.01－01.01

辽宁省省长

薄熙来

01.01－04.02

辽宁省省长

张文岳

04.02－07.12

辽宁省省长

王云坤

98.09－06.12

吉林省省委书记

洪虎

98.09－04.10

吉林省省长

徐有芳

97.07－03.03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

宋法棠

03.03－05.12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

宋法棠

00.01－03.04

黑龙江省省长

张左已

03.04－07.12

黑龙江省省长

黄菊

94.09－02.10

上海市市委书记

陈良宇

02.10－06.09

上海市市委书记

徐匡迪

95.02－01.12

上海市市长

陈良宇

01.12－03.02

上海市市长

韩正

03.02－

上海市市长

回良玉

00.01－02.12

江苏省省委书记

李源潮

02.12－07.10

江苏省省委书记

季允石

98.09－02.12

江苏省省长

梁保华

02.12－08.01

江苏省省长

张德江

98.09－02.11

浙江省省委书记

习近平

02.11－07.03

浙江省省委书记
63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 附录 1-1（续）
序号

64

姓名

任期

职务

柴松岳

97.04－02.10

浙江省省长

吕祖善

03.01－

浙江省省长

王太华

00.01－04.12

安徽省省委书记

许仲林

00.01－02.10

安徽省省长

王金山

02.10－07.12

安徽省省长

陈明义

96.10－00.12

福建省省委书记

宋德福

00.12－04.02

福建省省委书记

卢展工

04.02－

福建省省委书记

习近平

99.08－02.10

福建省省长

卢展工

02.10－04.12

福建省省长

舒惠国

97.04－01.04

江西省省委书记

孟建柱

01.04－07.11

江西省省委书记

舒圣佑

95.04－01.04

江西省省长

黄智权

01.04－06.10

江西省省长

吴官正

97.04－02.11

山东省省委书记

张高丽

02.11－07.03

山东省省委书记

李春亭

95.02－01.12

山东省省长

张高丽

01.12－03.01

山东省省长

韩寓群

03.01－07.06

山东省省长

马忠臣

98.03－00.10

河南省省委书记

陈奎元

00.10－02.12

河南省省委书记

李克强

02.12－04.12

河南省省委书记

李克强

99.02－03.01

河南省省长

李成玉

03.01－

河南省省长

贾志杰

94.12－01.01

湖北省省委书记

蒋祝平

01.01－01.12

湖北省省委书记

俞正声

01.12－07.10

湖北省省委书记

蒋祝平

95.02－01.01

湖北省省长

张国光

01.01－02.10

湖北省省长

罗清泉

02.10－07.12

湖北省省长

杨正午

98.10－05.12

湖南省省委书记

储波

98.11－01.08

湖南省省长

张云川

01.08－03.03

湖南省省长

周伯华

03.03－06.09

湖南省省长

李长春

98.03－02.11

广东省省委书记

张德江

02.11－07.11

广东省省委书记

卢瑞华

96.02－03.01

广东省省长

黄华华

03.01－

广东省省长

曹伯纯

97.07－06.06

广西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李兆焯

98.01－03.04

广西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陆兵

03.04－07.12

广西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杜青林

98.02－01.08

海南省省委书记

白克明

01.08－02.11

海南省省委书记

王歧山

02.11－03.04

海南省省委书记

汪啸风

03.04－06.12

海南省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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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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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啸风

98.02－03.10

海南省省长

卫留成

03.10－07.01

海南省省长

贺国强

99.06－02.10

重庆市市委书记

黄镇东

02.10－05.12

重庆市市委书记

包叙定

99.06－02.10

重庆市市长

王鸿举

02.10－

重庆市市长

周永康

00.01－02.12

四川省省委书记

张学忠

02.12－06.12

四川省省委书记

张中伟

99.06－07.01

四川省省长

刘方仁

93.07－01.01

贵州省省委书记

钱运录

01.01－05.12

贵州省省委书记

钱运录

99.01－01.01

贵州省省长

石秀诗

01.01－06.07

贵州省省长

令狐安

97.08－01.10

云南省省委书记

白恩培

01.10－

云南省省委书记

李嘉廷

98.01－01.06

云南省省长。

徐荣凯

01.06－06.11

云南省省长

陈奎元

92.10－00.10

西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郭金龙

00.10－04.12

西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列确

98.05－03.05

西藏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向巴平措

03.05－

西藏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李建国

97.08－07.03

陕西省省委书记

程安东

94.12－02.05

陕西省省长

贾治邦

02.05－04.10

陕西省省长

孙英

98.04－01.01

甘肃省省委书记

宋照肃

01.01－03.08

甘肃省省委书记

苏荣

03.08－06.07

甘肃省省委书记

宋照肃

98.04－01.01

甘肃省省长

陆浩

01.01－06.10

甘肃省省长

白恩培

99.06－01.10

青海省省委书记

苏荣

01.10－03.08

青海省省委书记

赵乐际

03.08－07.03

青海省省委书记

赵乐际

99.08－03.10

青海省省长

杨传堂

03.10－04.12

青海省省长

毛如柏

97.08－02.03

宁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陈建国

02.3－

宁夏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马启智

97.12－07.05

宁夏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王乐泉

94.10－

新疆自治区区党委书记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93.12－03.01

新疆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

03.01－07.12

新疆自治区区政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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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1] 吴建南, 马亮, 杨宇谦.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奖”的多案例文本分析[J]. 管理世界, 2007, (8): 43~52.（摘录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8年第1期）
[2] 榆林政府创新项目课题组（执笔人：吴建南、马亮）. 积极推动政府创新 全面提升政府绩效
——关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回顾与前瞻 . 榆林市政府决策咨询, 2007-6-25（转载于《绩效管
理动态》，2007年5月第2期）
[3] 吴建南, 马亮, 杨宇谦.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基于多案例的文本分析[C]. 第三届全国行政哲学
研讨会暨“行政发展观研讨会”会议论文, 上海, 2006-11.
[4] 吴建南, 马亮, 杨宇谦. 地方政府创新及其属性：引入绩效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C]. “政府绩效
评估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 ”会议论文, 兰州, 2006-9.
[5] 吴建南, 马亮. 测量政府绩效，亦需解释政府绩效——兼评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
[C]. “治理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 北京
200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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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1）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系在导师指导下本人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文中依
法引用他人的成果，均已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 。论文内容未包含法律意义上已属
于他人的任何形式的研究成果 ，也不包含本人已用于其他学位申请的论文或成果 。
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愿意承担以下责任和后果 ：
1．交回学校授予的学位证书；
2．学校可在相关媒体上对作者本人的行为进行通报 ；
3．本人按照学校规定的方式 ，对因不当取得学位给学校造成的名誉损害 ，进行公
开道歉。
4．本人负责因论文成果不实产生的法律纠纷 。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2）
本人声明：研究生
所提交的本篇学位论文已经本人审阅 ，确系在本人指
导下由该生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
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愿意承担以下责任和后果 ：
1．学校可在相关媒体上对本 人的失察行为进行通报；
2．本人按照学校规定的方式 ，对因失察给学校造成的名誉损害 ，进行公开道歉。
3．本人接受学校按照有关规定做出的任何处理 。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
我们声明，我们提交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 ，知识产权归属学校。学校享
有以任何方式发表、复制、公开阅览、借阅以及申请专利等权利 。学位论文作者离校
后，或学位论文导师因故离校后 ，发表或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
文或成果时，署名单位仍然为西安交通大学。
论文作者（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日期：

年
年

月
月

日
日

(本声明的版权归西安交通大学所有 ，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及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