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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 masses of the society have more and more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s the users of 

government power, civil servants have an irreplaceable role and status, which is also a challenge to the quality of civil 

servants. How can we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civil servants, work efficiency, loyal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which requires a series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civil servants' human resource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ervants' 

human resources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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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在不断转变，社会广大群众对于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期望也

越来越高。公务员作为政府权力的使用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这也是对公务员素质的一个挑战。怎

么样才能够让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提高，提升工作效率，增强忠诚度和归属感，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激励

机制来达到相应效果。本文主要是对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进行研究，给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构建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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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公务员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

务的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

仆，是国家或社会的代理人，由国家或社会委托来

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受国家或社会人民的监督。对

于公务员的管理与激励是提高政府效率、转变政府

职能的关键，也是公务员制度自身的需要。[1]激励

是人力资源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能够使员工工作积

极性得到快速提升，让组织能够获得更加好的发

展。所以，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能够提升公务人

员的忠诚度，使公务员的主动性、创造性也获得更

好的提升[2]。同时，作风的转变也能提高公务人员

的办事效率，让公务人员队伍能够更加的勤政务

实，提升政府的形象，从而促使政府绩效的提高。 

2.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的内容与特征 

2.1.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的主要内容 

我国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的内容非常丰富，大

体来说是由五个方面组成的，并且这五个方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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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包括考核、薪酬、奖惩、培

训、晋升体系。他们的具体内容如下：（1）考核方

面。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制定了科学的考核方法以

及考核标准，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公务员考核，考核

结果关系到该公务员的福利、薪酬、任免等，甚至

还关系到未来的晋升等多个方面[3]；（2）薪酬方

面。薪酬制度也是最普遍的激励手段。薪酬制度构

建的是否合理，实施的是否顺利非常重要，能够保

障公务员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程度，维系着其对于工

作的积极性，因此也是提高公务员效率的重要内容

之一；（3）奖惩方面。奖惩是除了薪酬之外另一个

常见的激励手段，合理、公正的奖励，能够让公务

员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使得其能够充分的发挥潜

力，提高能力、端正工作态度，使得工作效率和质

量有很大的提升，通过工作也是其自身价值的一种

体现，更能够为政府部门完成工作目标做出更大贡

献；（4）培训方面。公务员激励体制中有着非常全

面的培训体系，我国的公务员一旦入职就享有终身

职业教育的权利。主要包括新成员的入职培训、晋

升人员的任职培训、专业的技能培训、各类知识的

更新等等；（5）晋升方面。公务员的激励机制里，

晋升制度的激励作用起着很大的作用。晋升直接表

明公务员自身的工作能力，能够激发其工作热情，

对于吸引和留住公职人员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公平

的晋升制度使得公务员的工作作为示范能够升迁的

标准，有助于公务员团队内部形成奋发向上的动

力，让大家积极的形成良性竞争，通过业绩来获得

晋升机会。其次，通过晋升机制能够将内部人才进

行再次分配，实现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最终达到

提升效率的目的。 

2.2.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的主要特征 

公务员既是制定国家政策、方针、法律的参与

者，同时也是执行者，并且还肩负着管理社会的责

任[4]。由此可知，公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行政效力

与公务人员自身素质、工作能力、工作状态等有着

很大的关系。所以，要想进一步提升工作的效率，

就应该在人力资源上采取一定的措施，在对公务员

进行招聘、培训时，需要重视公务员的道德和政治

素质，确保有关人员在职业素养、道德、思想政治

观念等各方面水平上都有更好的表现。首先，不断

提高的客观要求和自身价值表达。当前，随着信息

技术快速的发展，全球的经济也被不断的联合到了

一起，人类社会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经济时

代，国际和国家的各类事物也变得更加的复杂，这

些变化使得对公务员要求的不断提高[5]。其次，在

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政府机关应该加大对

公务人员素质培养和提升的力度，通过不断的开

发、激励等措施，确保公务人员的自身价值能够跟

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3.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的必要性 

3.1. 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激励机制在公务员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

般由考核、晋升、奖励、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和培

训等制度构成[6]。有竞争就有活力，完备的激励机

制一定蕴含着竞争。在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中就缺少

了这种由竞争带来的作用，这也是导致我国公务员

激励机制中行政效率不高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公务

员激励机制中注入竞争是非常有必要的，恰当的竞

争会激发出公务员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出他们的工

作潜能,使公务员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锻炼自我突破

自我实现自我，达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3.2. 有利于勤政廉政建设 

对公务员考核其实是对其思想、工作的一种考

核和评价。这种考核和评价对公务员的晋升起着很

大的作用，如果考核不规范则制度形同虚设。对于

公务员的考核内容有很多，主要是检查公务员的行

为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尽职尽责为人民服务,是否尽

到了人民公仆应尽的责任。这种考核合评价其实是

对公务员的一种监督和督促,使其行使权力时考虑各

方因素从而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把自己塑造成更优

秀的公仆形象。此外，还可以通过考核的方式对公

务员评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等级对公务员的晋升、

奖励、工资福利等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考核结

果较差的公务员会激发其向上的动力，对于考核结

果较好的公务员则会竞争压力，迫使其更加努力工

作，使社会形成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良好氛围。 

3.3. 有利公务员队伍建设 

当前政府改革的目标是把政府塑造成服务型政

府,因此对于公务员要奉行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7]为人民服务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落实

到实处。要想建设高素质队伍就要从制度根源解

决，通过完善晋升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考核，对

于考核结果较好的人员可以进入领导层次,对于考核

结果较差的公务员进行惩罚，奖励先进,惩罚后进,

使得公务员队伍层次越来越合理，素质越来越高，

通过对制度根源的改革，有利于公务员队伍建设。 

4.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存在的问题 

4.1. 激励理念相对陈旧 

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影响着我国公务人员人力资

源管理的机制。传统“官本位”的思想使得大多数

公务员把心思放在职位的晋升方面，而没有发挥人

民公仆的示范效应，成为了“形式上”的公务员。

同时由于这数千年的封建思想，在激励的方式上没

有过多的创新，通常仅仅在精神上进行激励，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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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公务人员的物质激励[8]。很明显在当前的经济

状况下，仅仅的精神激励已经无法满足公务员的日

益复杂的需求，所以在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的过程

中，应该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增加全新的激励措

施，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采

用多元化的模式使公务员保持更好的状态，确保公

务员充分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4.2. 人才流动机制僵化 

在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影响下，我国的公务员人

力资源流动化程度比较低，首先表现在流动机制比

较僵化，通俗的解释是公务员队伍进去容易退出

难，在横向流动上缺乏合理的进出规则；第二是增

项的僵化，就是没有合理的升迁规则，通俗来说就

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这种人才流动机制的僵化

严重影响我国行政的发展，对于这种问题应从公务

员体制改革入手，把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突破口，改革最难改的地方，改革最顽固的地方，

改革最传统的地方，破除身份地位间的界限，最终

出激发制度活力。 

4.3. 晋升激励制度不健全 

晋升制度可以提高公务员工作积极性,也可以让

他们他们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可从晋升

方面来看，公平晋升的力度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表

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对干部的任职要求过分强调

“德”的表现，而忽视其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其

次是任人唯亲的现象仍大量存在。在我们生活中,血

缘关系是最坚实、最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基于血缘

关系的权利直接成了破坏行政激励机制,成为进一步

影响行政效率的重要因素。[9]行政效率低下严重影

响政府形象，导致公众与政府关系恶化。而在公务

员队伍中职位较低的人员中,由于职位层次很少,竞

争的人却很多，形成人多粥少的局面,很多人争取有

限的职位,出现内卷躺平等不良现象，这种恶性竞争

也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导致

其失去对于努力工作的兴趣和热情。 

5. 公务员人力资源激励问题解决措施 

5.1. 努力更新激励理念 

第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这里所说的

“以人为本”,就是将人力资源放在首位，借鉴企业

中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在公务员队伍中融入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10]这最重要的就是就是

把公务员自身的追求与政府的工作目标有机结合起

来,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公务员在实现自我价

值的同时也实现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目标。对于公务

员的激励要采取灵活科学的教育方式，不能一刀

切，更不能只是做做样子。通过科学的方式引导公

务员树立责任感，激发出其对工作的热情，使其真

正热爱这份工作，帮助公务员树立正确的服务观

念，端正服务态度，克服争权夺利、争权夺势的现

象，以真正热爱为公务员工作的内部动力。对此我

们要创造令其满意的工作环境，同时根据自身情况

制定自身的发展方向,使公务员清晰的认识个人发展

目标并实现自身发展需求，挖掘出公务员的个人价

值。在对公务人员进行激励的同时要注意采用与时

俱进的方法，不能始终依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激励，

要将以人为本的激励理念作为基础，重视公务人员

的基本需求，并且针对不同层次的需求，选择不同

的激励措施，深刻意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意义，在

培训和教育上也加大重视力度；同时，要树立法制

化观念。根据宪法的要求以及公务人员的具体工作

内容，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真正使激励体

制更加的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同时，坚决对

违法行为进行纠正，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

任，以此来确保激励的合法进行。 

5.2. 完善人才动态管理 

首先，对竞争淘汰机制进行完善，建立末位淘

汰制，通过竞争的形式上岗，增强公务人员工作的

紧迫性和积极性，让公务人员加大力度投入到工作

之中。对于工作能力较差、业绩不足的公务人员要

进行脱岗培训，通过适当的形式来增强其办事能

力，进而能够胜任本岗位的工作。试岗期间暂停奖

金发放，并且领导对试岗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试岗期过后，才能够进行正式的工作安排；对于试

岗不合格的人员，需要根据规定进行辞退或者解

聘。通过一系列完整的淘汰机制，加强公务员危机

感，进而提升工作水平和动力。其次，要构建灵活

的人才晋升机制。晋升对于公务员来说是非常重要

的，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形式，既具有精神效果

又有物质效果，通过晋升可以加强公务员对其工作

的热爱，同时完善的制度也会给与制度奖励。科学

的构造人才晋升机制，有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此我们需要对人才晋升机

制进行改革，主要要实现以下三点：第一、晋升的

主要依据是绩效，通过科学的晋升步骤，通过竞争

上岗制度和职位任期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制止官官

相护现象出现，也避免了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使

公务员晋升的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第二，通

过制定规范且明确的标准，逐步加强晋升的制度化

和法制化，在晋升的监督上制定完善的体制，让公

务员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了解晋升的全过程。第

三，要加强对年轻公务员的培养，对于工作能力较

强的年轻公务员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让其感受到

自身的价值，进而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通过

对人才晋升机制的改革，完善人才动态管理。 

5.3. 完善激励制度 

要完善晋升制度,首先应该将晋升与绩效考核有

机的结合起来。将晋升的各种程序步骤全部公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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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务员都了解晋升的程序。同时,通过在晋升中

增加考试的办法使结果更加客观,增加考试并不是完

全依赖考试，而是通过考试的方式使结果更加客

观。其次,要加强对晋升负责人的监督，把责任落实

到具体个人上，同时加强对其工作程序与方法等的

监督,使其工作公开透明，避免发生贪污受贿等腐败

徇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应加强与纪检部门的

合作,使整个晋升过程更得到监督。最后,将公务员

职务晋升信息通过媒体透明化,对公众反映加以重

视，使公务员晋升制度在阳光之下。相信通过对于

晋升制度的完善,可以使公务员对激励机制产生足够

的信任感,促进激励机制度的有效运行。 

6. 结论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公务员更

需要积极合理的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来服务于社会,

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和期望。但是,目前从我国公务

员队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公务员制度与国外

发达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一些

地方还有制度上的缺陷，但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和完

善已经逐渐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在我国公务

员制度中激励制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充分认

识到它的缺陷与不足，相信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弥

补不足，根据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具体情况，最终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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