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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吴建南 　马 　亮 3

【摘 　要 】官员晋升是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政府绩效是其决定因素

之一。论文分学科综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

关于官员晋升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特别是分析了政府绩效对官员晋升

的作用。研究发现 ,不同学科的理论预设、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不尽相同 ,

在对政府绩效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上各有侧重 ,相关结论也存在不一致之处 ,致

使该领域研究缺乏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与融合。对于政府绩效这个多维复合

概念 ,不同学科往往关注其特定维度 ,导致研究难以更好地比较和推广。据此

论文提出了未来研究框架 ,建议未来研究能综合考虑官员的个人特征、政治背

景、政府绩效、辖区和组织状况等方面的因素 ,通过事件史分析、典型案例研究

等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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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

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有效改善了干部任用

3 　吴建南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 ,教授 ;马亮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感谢西安
交通大学绩效管理研究中心同仁在针对本文的研讨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
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当然 ,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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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JJD7900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0873092)、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资助项目 (NCET - 06 - 0851)、西安交通大学腾飞人才特聘教授
项目。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2期 173　　

和激励的效果。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的“四化 ”

方针 ,官员退休制、异地交流制、任前公示制、公推公选制、干部选拔

任用制、任期制、绩效考核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使我国初步建立了

干部人事制度体系①。

绩效考核与干部选拔任用居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 ,决定着干

部的进退升黜 ,并会影响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 ( Chow, 1988)。因

此 ,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与晋升模式就成为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焦点

问题。官员晋升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是什么 ? 哪些因素决定了

官员的晋升 ? 绩效对晋升的决定作用有多大 ? 这些问题是官员晋

升的研究焦点。

作为一个十分有趣而又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中国党政领导干

部晋升的研究吸引了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

学科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 ,囿于学科局限 ,不同学科的理

论预设、研究切入点和分析方法等不尽相同 ,导致整体研究状况无

法协调 ,尚难满足学术积累、管理实践乃至人们好奇心的需求。

本文试图综述目前关于官员晋升及其决定因素的重要研究成

果 ,特别是关注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之间关联的经验分析。通过不

同学科的范式反思和方法比较 ,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框架及对应的分

析方法 ,以期指导该领域的未来研究。

本文的结构如下 :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明确定义核心概

念和关键变量 ,并简要介绍官员晋升在制度背景上的中西差异。其

次 ,分学科综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

的重要研究 ,并对相关学科的研究予以比较 ,肯定相关努力的贡献 ,

并提出值得重视的问题。最后 ,着眼于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知

识发展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未来研究框架 ,提出完善该领域

研究的相关建议 ,并形成本文的结论。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参见人民视点 :《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向全面整体推进 》,人民网 :

http: / /politics. peop le. com. cn /GB /8198 /4704631.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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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官员晋升 :绩效是决定因素吗 ?

晋升或升迁 (p romotion)指在工作组织内沿着层级序次安排的

管理职位上升的路线 ( Zhou, 2001)。在政府等公共部门中 ,晋升是

组织成员孜孜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 ,而晋升激励也成为主要的激励

手段 (周黎安 , 2007)。通过一定的考核指标和选拔标准来决定官

员的晋升 ,将官员的政绩观与发展观联系在一起 ,就可以推动官员

朝着特定的方向努力 ,从而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因此 ,确定官员

晋升的决定因素并使其发挥作用 ,就可以实现政府组织的有效管

理。对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旨在考察影响晋升的诸多因

素 ,明确各个因素的重要性和作用机理 ,为管理控制提供条件。特

别地 ,由于官员政绩和政府绩效的目标导向和中心地位 ,明确绩效

对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 ,有着至关重要的特殊意义。

由于生存和竞争的紧迫压力 ,企业往往以绩效为基础决定组织

成员的升迁和薪酬 ,借此开发和优化人力资源 ,增强企业的整体竞

争力。企业以经济利润为导向 ,利润这条“绩效底线 ”为企业考核

绩效提供了直接便利的工具 ,使基于绩效的晋升决策变得更为可

行。尽管其他因素 (如关系等 )也会对企业人员的晋升产生影响 ,

但基于绩效的晋升是其主要特征。

相对而言 ,政府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则多种多样 ,既包括官员

自身的素质、能力和努力程度 ,也涉及官员所在政府组织和辖区的

状况。但政府绩效是官员晋升的重要决定因素 ,也是我们期望发挥

作用的关键变量。干得好坏是否决定官员的晋升 ? 或者说 ,政府绩

效对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有多大 ? 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着干部人事

制度能否健康运转 ,也决定了干部激励机制能否奏效 ,是学者们关

注的热点问题。

政府等公共部门有别于企业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缺乏一个有序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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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市场 ,且由于产出和结果难以测量和比较 ,使绩效考核常常

流于形式 ,并导致基于绩效的晋升难以奏效。因此 ,对于政府官员

来说 ,由于关系、政治路线等的深远影响以及绩效本身的模糊性 ,是

否能够依绩效用人或擢升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

尽管在公共部门施行基于绩效的晋升似乎较为困难 ,但公共经

济学的研究业已指出 ,政府官员也同样面临着“政治市场 ”上的激

烈竞争 ,而民主制度下的选民是其绩效评判者。正如企业通过市场

和顾客来评价其绩效 ,政府官员也往往经由公众 (选民或服务对

象 )获得绩效评价。公众的喜好和意愿能否通过民主制度传达和落

实 ,是决定官员晋升是否为绩效导向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

中国官员晋升模式显著有别于西方国家。官 (政治家或政务官 )僚

(文官或事务官 )不分、上级而非公众 (及其代表 )在官员晋升中起

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党管干部等是目前中国官员晋升制度的最大特

色 ,也是其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点。① 这种鲜明的制度背景或

环境特色 ,是我们在讨论官员晋升问题时需要首先予以澄清的地

方 ,也是甄别该领域中西实践与研究的差异的关键。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 ,政府官员晋升的路径、模式

及决定因素等不尽相同。尽管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但有别于东欧和

前苏联以职能和专业化“条条 ”原则为基础的单一形式的组织结构

(“U”型经济 ) ,中国的政府层级制是一种以区域“块块 ”原则为基

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 (“M”型经济 ) (钱颖一、许成钢 , 1993)。

这种“M”型组织结构有利于各地区独立发展并展开竞争 ,而中央权

威则通过纵向的财政和人事管理等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激励

(B lanchard & Shleifer, 2000)。因此 ,正是在这种组织结构的背景

下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枢纽 ,将激励与控制、

地区竞争与发展联系在一起。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这一点上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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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performance)是一个普遍概念 ,所有的对象或系统都

存在绩效 ,而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改进绩效。从字面上理解 ,

政府绩效指“政府所做的成绩和所获得的效益 ”,但其内涵却十分

丰富 ,既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产出与结果 ,也包括政府

行使职能的过程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 2006)。政府绩效是

评判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 ,是一个由经济绩效、社

会绩效、政治绩效综合而成的多维复合概念 (臧乃康 , 2001)。政府

绩效是政府实现其组织目标的相对表现 ,涵盖了从政府获取资源到

组织内部运作 ,再到社会感知政府行政成果的全过程 (吴建南、阎

波 , 2004)。尽管政府绩效代表一级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组织绩

效 ,但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决定了官员政绩与政府绩效的

同构性 ,特别是对党政“一把手 ”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的文献检索产生了十余项围绕官员晋升及其决定因素的

实证研究 ,并按照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样本量、样本期、自变量、

控制变量、因变量和研究发现等维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见表 1)。

从我们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

取向尽管略有差异 ,但都关注官员晋升的特定影响因素 ,而政府绩

效是诸多学科都予以强调的核心变量之一。①

政府绩效是一个多维构念 ,存在多个维度或构面 ,很难用一两个

维度或指标来概括 (Boyne, 2002)。但不同学科的研究由于学术传统

和研究范式的差异 ,往往针对政府绩效的特定维度 (如经济学的经济

绩效、政治学的政治稳定与财政绩效、社会学的个人业绩等 )进行研

究 ,很少能从多维的视角予以分析。因此 ,有必要将政府绩效作为一

个整体概念来把握 ,从全面综合的角度分析其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理论述评

①我们在文献检索中发现 ,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差异较大 ,而同一学科内
部的分歧则较小 ,因此按学科综述和行文似乎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策略。
本文对已有研究的学科划分依据是研究者的学科背景 ,但跨学科的研究逐渐
增多 ,我们的划分也只是基于一定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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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学 :民主制度与政治精英

在政治学领域 ,对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从政治权力和民主制度

的角度予以展开。学者们认为 ,政治权力的争夺是官员晋升的核

心 ,而基于代议制民主制度的选民偏好和选举行为则影响着民选官

员或政治精英晋升的概率。①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下 ,政治精英

是否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 ,是其能否获得连任的关键因素。经济增

长、社会发展等是选民最为乐见的成果 ,也是政治精英获得民主支

持的重要砝码。探察这些因素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评价民主制度是否有效运转。而在间接民主制度下 ,政府官员的

晋升尽管受到选民代表的影响 ,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意

愿。在这种情形下 ,官员能否得以升迁 ,主要取决于他或她为上级

输送的资源 (比如财政收入 ) ,以及稳定和发展辖区乃至为其获得

政治声誉的能力。由此可见 ,两种政治体制下的官员晋升方式是不

同的 ,相关研究也因此而有别。

美国州一级政府可以说是政治学者关注较多的一级 ,关于州长

连任的研究也由此发轫。西格尔曼 ( Sigelman)和罗兰 ( Roland)很

早就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 ,从个人、组织和州三个角度予以

考察 ,认为州长个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经历、州政府的组织结构和

权力配置、所在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多样性等是美国州长绩效

的决定因素 ( Sigelman & Roland, 1981)。② 多元分析显示州长绩效

不是任何单个因素或因素集合所能决定的 ,因此他们建议找出作用

最强的变量并形成变量组合 ,对州长绩效进行预测。后来的许多研

◆理论述评

①

②

我们主要关注选任官员的晋升 ,略去委任官员的分析 ,这也是学者们较
多采取的分析策略 ,因为如此就回避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比较分析 ,但并非后
者的晋升不重要。

他们从“伟大的时代 ”出发 ,将之引申为“伟大的人 ”、“伟大的组织 ”和
“伟大的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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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州长声望 ( Gubernatorial Popularity)的决

定因素 ,考察影响州长连选连任的因素。如赫曼 ( Hamman, 2004)

的研究发现 ,拥有特殊职业背景的州长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表明

州长的政治经历会对其声望产生影响。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干部管理模式有着

特殊的地位 ,它既不乏神秘色彩 ,又敦实有效。这种“中国特色 ”吸

引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注意 ,并积累了对中国地方政府“一把手 ”

或政治精英晋升模式的大量研究。薄智跃较早以中国省委书记、省

长 (1949 - 1994年 )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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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1996)。在《1949年以来中国省级领导人的政绩与升迁 》一书中 ,薄

智跃分析了中国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和副省长政治升迁的

影响因素 ,包括官员的年龄、党龄、籍贯、性别、民族、学历、原籍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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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税收上缴或国家补贴等 10余个变量 (Bo, 2002) ,是目前最为完

备的一项研究①。

国外政治精英研究有两种理论模式占主流 ,分别是“派系主义

模式 ”和“地方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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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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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年增长率与任期平均增长率 )与上缴税额

(包括年缴税与任期平均缴税 )对留任和晋升的决定作用。他发现

税收上缴比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贡献更大 ,表明中央更加关注各

省上缴的税收 ,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 (Bo, 2002)。

兰德里 (Landry)对中国 104座城市市长 (1990 - 2000年 )进行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也见 :薄智跃的《经济绩效和省级领导人的政治升迁 》一文 ,北京天则经
济研究所第 222次双周记录 , 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网 : http: / /www. cuhk.

edu. hk /gpa /wang_files/Bo% 20Zhiyue.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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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分析了城市绩效 (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生活质量、环境保

护 )、市长特征 (任期、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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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ry, 2003)。研究发现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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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晋升。任期、年龄等市长特征也

对晋升产生了影响。兰德里对政府绩效的界定较为全面 ,有别于此

前学者单纯考虑经济绩效或财政绩效 ,但其结果却显示绩效对市长

晋升的影响不大 (Landry, 2003)。

有学者对全国县级领导人 (县长或县级市长、党委书记 ) (除重

庆、西藏 , 1995 - 2002年 )的晋升进行了研究 ,仍然考察经济绩效和

财政绩效的作用 ,发现财政收入增长对晋升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增长

( Guo, 2007)。此前的许多研究都以省市政府领导人为分析对象 ,

但该文认为中国各省内部的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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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层政府官

员任期的不确定性和调动的频繁程度 ,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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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财政

绩效显著影响官员晋升 ,官员任期与职位变动之间存在倒“U”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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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财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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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期望的 ,但收入增

长才能为上级政府提供真正有形的利益。此外 ,所有绩效指标都没

有对外地晋升产生显著影响 ,表明外地晋升远比本地晋升复杂

( Guo, 2007)。

上述政治学研究分别从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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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了经济绩效 (特别是财政收入 )

对官员晋升的决定作用。这说明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并为上级提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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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量财政收入的地方官员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其晋升机会也更

大。这也表明政府绩效的经济维度的确会对官员晋升起一定的决

定作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民主制度对于甄别官员优劣的积

极作用。研究还发现官员的年龄、民族、学历、关系等特征会对其晋

升产生影响 ,表明特定的干部选拔标准的确存在。不过 ,这些研究

的分期、分地区考察不够 ,忽视了转轨时期的快速变化和地区之间

的显著差异 ,其结论可能会出现偏差。此外 ,多数研究仍然集中在

经济绩效 ,而没有考虑政府绩效其他维度的影响 ,因而限制了研究

的进一步发挥。①

三、经济学 :晋升激励与经济绩效

探寻“经济增长的源泉 ”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而政府及

其提供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相当于市场经济

的看不见的“无形之手 ”,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有形之手 ”。政府

向市场经济伸出的是“掠夺之手 ”,或是“援助之手 ”,这是决定经济

发展的关键因素 (安德烈 ·施莱弗、罗伯特 ·维什尼 , 2004)。因

此 ,如何通过设计和实施一系列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控制手段 ,实现

政府官员与经济绩效的激励相容 ,是问题的关键所在。② 以往的研

究主要关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钱颖一、许成钢 , 1993) ,

最近的研究开始将干部人事制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

增长的一个解释 ,而不再局限于财政分析的单维分析 (王永钦、丁

菊红 , 2007; 张军、高远 , 2007)。经济学者们认为 ,中国特殊的政

绩考核和干部晋升机制 ,实现了对地方官员的强力激励 ,使晋升激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

②

即便兰德里也仅提及了政府绩效的其他方面 ,如人力资本、生活质量和
环境保护等 ,但实证分析中仍然沿袭此前研究 ,并未完全纳入。

无独有偶 ,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莱昂尼德 ·赫维奇、埃里克 ·马
斯金和罗杰 ·迈尔森这三名美国经济学家 ,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
计理论 ”(特别是激励相容和信息显示 )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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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发挥出了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

周黎安对中国省委书记、省长 (1980 - 1993年 )的较早研究 ,分

析了 GDP增长率 (年度、任期平均、周边地区比较、前任与现任比

较 )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发现任期平均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不明

显 ,但现任与前任之间的相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却十分显著 ( Zhou,

2002)。周黎安等 (2005)延长了该研究的样本期 (1978 - 2004年 ) ,

结果仍然一致。他们的研究更多地是在分析以 GDP增长率为核心

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意在证明“绩效 ∃ 晋

升 ”假设的成立。这种研究也是对雷瑟 (Lazear)和罗森 (Rosen)所

提出的“相对绩效考核 ”的实证检验 ,表明这种激励合约在实践中

的普遍适用性和有效性 (Lazear & Rosen, 1981)。

奥珀 (Opper)和布雷姆 (B rehm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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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策权。然而 ,中国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破碎的“M”型组织 ,

各省 (也即“M”型公司的各个事业部 )仅掌握有限的权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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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合作 ,以

便确保组织内部的融洽。因此 ,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而

不是经济绩效 (Opper & B rehm, 2007)。奥珀和布雷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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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明显 ,从而证实了“人际关系假设 ”

(Opper & B rehm , 2007)。

奥珀和布雷姆的分析样本期与周黎安等 (2005)接近 ,但得出的

结论却相反。导致这种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两项研究对自变量

的处理不同 ,控制变量的选取也存在差别。周黎安等也未发现年度

GDP增长率和任期平均 GDP增长率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这一点与

其他研究都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他们构造的工具变量———现任与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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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相比的 GDP增长率对官员晋升有正的显著影响 ,表明基于

GDP增长率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的存在。奥珀和布雷姆更加关注

官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晋升的影响 ,因此他们构造了更为复杂和

全面的社会网络指数 ,用来考察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 ,结果证实了

其假设 (Opper & B rehm, 2007)。因此 ,他们的研究并未驳斥周黎

安等人的结论 ,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将其他研究操作化过于简

单的社会关系延伸为社会网络 ,从而实现了研究的进一步丰富。这

种研究取向的差异体现的是不同学科视角的碰撞 ,而如何实现各个

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乃至整合 ,是今后一段时期该领域研究的首

要挑战。

由于处于基本相同的人事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

的晋升模式与地方政府官员极为相似 ,因此针对国企负责人的研究

可以作为政府官员晋升研究的一个补充和参考。宋德舜对 346家

国有控股企业董事长 (1993 - 2003年 )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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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德舜 , 2004)。董事长的晋升受到公司绩效、与上级关系、任期

等的影响 ,并且政治激励对公司绩效的改善大于金钱激励的作用

(宋德舜 , 2006)。因此 ,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与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得

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 ,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绩效 -晋升 ”假设。

上述研究均期望打开干部人事管理的“黑箱 ”,借由地方官员

的晋升激励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或企业绩效改善。后续的研究分

析了地方官员异地交流、任期制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都在说

明干部人事制度的特殊作用 (王贤彬、徐现祥 , 2008; 徐现祥等 ,

2007)。此外 ,围绕政绩考核和地区竞争 ,学者们发现了地方保护主

义、市场分割等负面影响 (周黎安 , 2004) ,以及“为增长而竞争 ”导

致的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数字造假和“政绩工程 ”等其他后

果 (张军 , 2005; 张军、周黎安 , 2007)。这些研究均从公共部门的

激励机制出发 ,考察政府竞争与官员晋升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丰富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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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也为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之谜 ”

奠定了基础 (王永钦、丁菊红 , 2007)。不过 ,这些研究仍然局限于

政府绩效的经济维度 ,在将研究结论延伸到政治、社会、环境等其他

维度时并未加以验证 ,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此即彼。这种逻辑推

理思维值得质疑 ,而相关结论也还有待于更为丰富的构建和验证。

四、社会学 :晋升模式与职业轨道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和量变过

程的分析和描述 ,对处于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 (陆学艺 , 2004)。职业发展和职位晋升是社会流动的

一种重要形式 ,因此得到了社会学者的广泛研究 (A llison, 1982)。

社会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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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演进的

一个切口 ( Zhou, 2001)。组织内的晋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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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沃尔德

(W alder, 1995)提出的“双轨模型 ”( dual2path model)中表现得十分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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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导致专业技

术专家 ;另一条路径强调政治忠诚 ,引致有影响力的领导职位。即

一条职业路线是政治或行政的 ,另一条职业路线则是专业或技术

的 ,它们属于两条不同的职业阶梯 ,影响两条路径的晋升的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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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 & W alder, 2001)。

学者们对中国官员的职业模式和晋升模式倍感兴趣 ,但由于缺

乏基层组织的数据 ,多数研究都是针对国家或省级政治领导人的 ,

很少有对低层官员的系统研究。基于中国 20座城市代表性样本的

生活史调查数据 ( 1949 - 1994年 ) ,周雪光考察了官僚组织官员的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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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和晋升模式 ( Zhou, 2001)。他对官僚组织的界定较为宽泛 ,包

括政府机关、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等 ,因为它们都在地方党委派出机

构和工作行政部门的双重权威下运转。官员则包括行政人员和政

治干部 (如党委书记 )。研究显示 ,官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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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ou, 2001)。

周雪光等人认为 ,晋升模式是理解中国组织制度变革的关键 ,

制度环境的变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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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ao & Zhou, 2004)。结合 6省 14座城市

居民的工作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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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扩展了沃尔德的双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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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改革

年代 ,较晚进入组织的高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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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ao & Zhou, 2004)。

随着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 ,近来关于职业流动与职

位晋升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

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格拉诺维特 ( Granovetter, 1973)的弱关系力量

假说、林南 (Marsden & L in, 1982)的社会资源理论、罗纳德 ·伯特

(2008 [ 1992 ] )的结构洞理论、边燕杰 ( 1998 [ 1997 ] )的强关系力量

假说等。① 这些研究均强调 ,尽管个人的禀赋和努力至关重要 ,但其

所具有的“关系 ”资源和社会资本是获得职业机遇和谋求职位晋升

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视角还没有在

政府官员晋升领域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应用。有学者研究了职位升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及文献 ,可参见罗家德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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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中干部对社会资本的使用及社会网络资源对职位提升的作用机

制 (周玉 , 2005) ,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 ,社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于不同部门的精英晋升轨道

的差异 ,以及改革前后职业路线的变迁 ,以便在组织社会学的角度

拓展和深化已有理论。由于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官员晋升 ,社会学者

不会将宏观的政府绩效纳入分析 ,而是考察个人的受欢迎程度、获

奖经历、社会网络等 ,这就限制了将此类研究进一步阐发的可能。

明确变量间的作用关系 ,建立清晰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中层理论

(m iddle2range theory) ①的融入或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

更为重要的是 ,社会学者多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 ,深入挖掘社会

个体的生活和工作历史 ,从中探究晋升事件的决定因素 ,并基于

因果模型论证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 (A llison, 1982)。这种研究方

法十分适合对官员晋升进行研究 ,特别是当有关的身份资料和统

计数据易于获得时。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个人简历几乎是程式

化的 ,规格一致且篇幅相似 ,因而为提取晋升事件及其决定因素

提供了便利。

五、公共管理学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

晋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也是组织实现人员激励

和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别地 , 组织高层领导人的离职

( turnover)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现象 ,针对他们的绩效、声望、支持

率等的分析 ,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多从政府绩效的

信息公开及其对选民的影响出发 ,考察绩效问责对政府官员支持率

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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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绩效信息的公开使选民能够利用它们来影响官员的

◆理论述评

①中层理论由罗伯特 ·默顿提出 ,詹姆斯 ·科尔曼集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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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率并实施奖惩 ,从而弥合了选民与政府之间的问责链条。

詹姆斯和约翰考察了地方政府绩效信息公开对官员选举支持

率的影响 ,研究英国地方政府“综合绩效评估 ”( Comp rehensive

Performance A ssessment, CPA )的引入所带来的影响 ( James & John,

2007)。CPA总结地方政府各个公共服务领域的综合绩效信息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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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发现 ,在控制了未公开的政府绩效指标、政府税收收入、辖区经济

增长率以及政府官员的政党特征等变量以后 ,政府绩效信息公开的

影响存在负向偏差①。绩效低下的政府官员的选举支持率会随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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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信息公开方式将会对选举产生不同的影响 ,博伊恩等

(Boyne et al. , 2007)对英国 148个地方政府 (1999 - 2006年 )的分

析 ,考察了绝对分数制、等级制、高低极端制等三种政府绩效信息公

开模型对现任地方政府选民支持率的影响 ,并将之归为比例型

(p roportionate)、认知型 ( cognitive)、条件型 ( conditional)。“责任 ”

假设或“奖惩 ”假设指出 ,选民通过时刻注意政府绩效的升降并随

之作出行动 ,从而达到监督统治者的目的。经济投票是关注最多的

领域 ,政府通常要对宏观经济绩效负责 ,并根据其相对水平得到奖

惩。此外 ,人权、外交政策、公共服务质量、教育绩效、公众满意度等

非经济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显示 ,绩效并不能预

测选举 ,但对公众满意度却可以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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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发现也较好地支持了

绩效评估的认知模型 ,即按照等级制来公布政府绩效的影响最大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①负向偏差 ( negativity bias)在对候选人的政治感知、公众舆论和经济投票
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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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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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ne et al. , 2007)。

西方学者对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的研究 ,将选民对官员的问责

置于首位 ,考察政府绩效信息的公开对选民关于官员政绩的感知的

影响 ,从而在政府绩效信息公开、选民感知与投票、官员留任之间建

立了联系 (Boyne et al. , 2008)。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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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员大会或党委常委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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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w, 1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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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官员晋升的不同逻辑。

由于决定政府官员任免升黜的主体不同 ,考察的主要内容和研

究的方法也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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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和社会公

众都能对政府绩效作出感知 ,并会依据感知予以投票。但由于上级

党委控制着下级党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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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采用最多的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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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门使用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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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蔡志洲 , 2006)。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 ,若干省份已经开

始试点新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新体系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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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和社会内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变化表明 ,政府正逐

◆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评论 2009年第 2期 189　　

步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社会全面发展转变。① 因此 ,已有研

究对政府绩效的测量存在不足 ,未能将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指标

纳入考察 ,分析结果也受到影响。

六、讨论与未来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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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差异的关键因素 ,并延伸出不同的

理论旨趣和学术取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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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乃至谬误。然而 ,将所有因素同时纳入却是许多研究所无法满

足的条件。多数跨学科综合考察的学者都处在这种权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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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才是最需要关注

的因素。这导致相关研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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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科差异来看 ,经济学更加偏重辖区状况和官员个人特征 ,

尤其是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 ,以期发现晋升激励机制的作用。政治

学较多涉及政治组织状况和官员政治背景 ,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角

力和民主制度的运转逻辑是其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视角的开阔

性 ,社会学在其他领域的学术积累为此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

究方法。最后 ,公共管理学更为关注不同类型的政府绩效评价指标

及其组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 ,相关研究为调整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

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是一个涉及众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有待于

学科交叉和方法集成。上述学科多局限于政府绩效的特定维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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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针对该问题的详细报道 ,参见 2004年 7月 21日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
道 》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新革命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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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 ,而且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较低。因此 ,有必要将政府

绩效作为一个多维复合的概念 ,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研究。而且从目

前的研究来看 ,该领域也逐渐体现出一种学科融合和殊途同归的趋

势。因此 ,结合各个学科的已有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

框架 (图 1) ,用于指导未来的研究。

图 1　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 :一个综合分析模型

不管学者们关注的因素是哪一类 ,都需要综合考虑官员的个人

特征、政治背景、政府绩效、辖区状况、组织状况等多方面因素 ,以便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予以考量 ( Sigelman & Roland, 1981)。这

个分析框架将官员个人、所在组织与辖区的相关因素都考虑在内 ,

可以更为全面地分析上述因素的贡献以及相互的关系。特别地 ,它

将政府绩效置于一个全面分析的视角下 ,从多维复合的概念出发进

行研究 ,为识别关键绩效指标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

探讨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及其组合的不同作用强度 ,分

析不同政绩观和发展观对官员执政理念的导向性 ;还可以考察效

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以及上级考核与公众评价的不同影响。

针对官员的个人状况 ,未来研究需要分析官员的个人特征 ,如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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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民族、籍贯等 ,以及官员的政治背景 ,包括职

务、任期、从政经历、关系网络等。官员的组织状况包括组织 (部

门 )的规模、结构、资源禀赋等 ;辖区状况可以从总体规模、综合发展

水平、地理位置、历史遗产、政治重要性等方面考察。最后 ,针对官

员晋升这个核心因变量 ,为了探讨其内在机理 ,需要综合采用分期

考察和分地区比较等方式 ,而不是笼统分析。

就研究方法而言 ,可以将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官员总体作为

研究对象 ,将一系列官员晋升事件作为考察对象 ,通过事件史分析

识别上述因素的作用 (A llison, 1982)。此外 ,针对某类官员的典型

案例研究 ,深入探究成功的 (政治精英、伟人或明星 )或失败的官员

(特定事件分析 )的职业轨迹 ,以类似最佳实践或最差实践的研究

策略 ,为经验研究提供更为具体的素材和证据 (刘俊生 , 2008)。

七、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官员晋升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关键内容 ,而政府绩效是其决定因

素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 ,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管理体制

和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改革的宏大背景和历史纵深为学者

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和反思的平台 ,有关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的研

究也不断涌现。本文分学科综述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

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关于官员晋升及其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重点

考察了政府绩效对官员晋升的作用。本文发现 ,不同学科的理论预

设、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不尽相同 ,相关结论存在不一致乃至矛

盾之处 (详见表 1) ,致使该领域研究缺乏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与融

合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发展。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框

架 ,建议未来研究能综合考虑官员的个人特征、政治背景、政府绩

效、辖区和组织状况等方面的因素 ,通过事件史分析、典型案例研究

等方法进行研究。

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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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对官员晋升的理解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实证研究

对相关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还略显粗糙 ,深入的挖掘还远远不

够。围绕该领域研究的下述关键问题是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的

地方。

目前对官员晋升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将官员的个人简历予以完

全挖掘 ,比如 ,对晋升事件的分析还只是考察样本期内的发生 ,而没

有做更进一步的追溯。例如 ,在考察省级官员时 ,学者们已经注意

到了中央对干部培养的安排和部分省份的“跳板 ”功能 (徐现祥、王

贤彬 , 2008)。因此 ,有必要追溯官员任前的政治经历 ,尤其是上下

级和不同地区之间干部交流的情况 ,以作更为深入的剖析。国外学

者曾尝试对官员的政治经历予以测量 ,将不同类型的职位经历进行

加总 ,作为反映其政治经历多样性的指标 ( King et al. , 2005)。显

然 ,还有其他处理方式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操作化 ,以捕捉到微妙的

影响。

实证分析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官员的领导特质难以刻画 ,特别

是反映其性格、态度等方面的主观因素无法测量 ,导致这方面的分

析较为缺乏。个人特质与领导魅力是影响官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因

素 ,这方面的分析可能要依靠调查研究的支持。另外 ,单一制政府

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差异较小 ,但组织层面的因素仍然需要考

虑 ,如领导结构与关系、权力配置等 ,这些因素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值

得关注 ,特别是分部门比较的研究 ( Zhao & Zhou, 2004)。

目前的研究尽管已经涉及省以下政府 ,但主流的做法仍然是针

对省级官员展开的 ( Guo, 2007; Landry, 2003)。省在中国五级政

府体系中处于较高级别 ,官员晋升的概率较低且影响因素十分复

杂 ;但另一方面 ,省级层面数据的可及性和公认性是最完备的 ,也是

考察地区差异时学者们最常使用的策略。因此 ,就研究条件而言 ,

选取省级官员进行考察是合理的。不过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以特定

地区为范围 ,考察省以下政府官员的晋升模式 ,相信可以获得更多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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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发现。①

组织的发展需要成员的新陈代谢 ,将稀缺的人力资源配置到称

职的工作部门和岗位上 ,而晋升是其主要途径 ;晋升代表着权力、声

望和物质奖励 ,因而是激励的重要手段。所以 ,资源配置和激励是

晋升的两个主要目的 ,但二者可能会因工作任务和激励对象的不同

而形成矛盾或一致的关系 (姜树林等 , 2002)。“彼德原理 ”指出 ,层

级制组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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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瑞斯 ·彼德 , 1992)。基于晋升的人员激励

与资源配置功能能否抵消“彼德原理 ”的负面影响 ? 如何通过晋升

实现激励和资源配置的双重目的 ? 这些是未来应予以研究的问题。

对官僚组织的分析往往落在官员个人身上 ,特别是等级框架的

上下级。对包括官员晋升在内的若干问题的研究 ,或许是打开“官

僚制内幕 ”的一把钥匙 (安东尼 ·唐斯 , 2006)。但不容忽视的是 ,

官员晋升等人事决策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 ,影响因素较

多 ,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有调查显示 ,影响干部职务升迁的因素

依次是政绩、机遇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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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有可能被提升 ”(谢志强、青连

斌 , 1999)。我们期望“基于绩效的晋升 ”能够发挥激励的积极作

用 ,并尽量规避“基于关系的晋升 ”所可能引致的问题。这就需要

考察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绩效评估和晋升激励 ,为改善政府绩效评

估制度和领导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提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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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that many of them, especially those at local levels, are trapped in a dilemma of

being unsustainable.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is thus p roposed as

a structural concep t in the study of determ inants of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The concep t is a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what really impacts on

government reform in China.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 t and design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path to app roac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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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future studies could be conducted in a multi2dimensional manner that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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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tate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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