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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ist countries’ “Revolving door” mechan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ng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into play. Unde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starting with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voiding the interference
of capital to regime, this paper gave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professional quality,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c vision. Via literature and network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id cas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iscover best
practices, and gave suggestions in realizing mechanism of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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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主义国家的“旋转门”在各领域对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能力有显著作用。根据中国国情，从实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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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术人才跨界流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入手，在控制资本对政权的干扰的前提下，提出基于中国国情的
学术人才跨界流动实现机制，以充分提高和发挥人才专业素养、实践经验和战略视野。通过文献和网络
调研，分析国内外人才跨界流动案例的先进做法，并据此给出实现中国特色学术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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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旋转门”是从美国智库起源的，可以实现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中人才身份转换的最具特色的机
制之一。体现“旋转门”机制本质的现象是通过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暂时储备各界人才力量，并适时地
向政界输送，从而为所在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在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在各界工
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更加开阔的战略视野和善于应变的综合素质。
中国特色的学术人才跨界流动与美国不同，其建设目的在于通过人才专业素养、实践经验和战略视
野的提升更好地支撑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内学术界
和产业界的发展，而非着眼于个人或利益团体的利益实现身份转换。此外，由于我国人事相对固定，人
才身份转换程序较复杂，因此不能也没有必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现多次旋转。因此，中国特色人才
跨界流动的重点在于，将学术界人才输出至政界、产业界，通过人才的专业素养提升执政和盈利能力；
同样地，支持政界与产业界人才向学术界发展的意义也在于，通过政界与产业界人才的实践经验，达到
提高学术人才专业素养、实践经验和战略视野，从而得到更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再次向政界与产业界发
展(图 1)。如此螺旋交叉上升，达到提升全社会各领域实力的目的。

2. 实现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1.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合理性
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权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精英掌握着社会前进的方向[1]。对资本主义
国家而言，国内外利益集团通过博弈和竞争进入精英阶层，从而将社会发展方向引导至对有利于自身利
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关注科学民主决策；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决策者对政
策的制定和导向作用却不能忽视。因此锻造决策者能力是提升中国政府行政效能的必经之路，中国特色
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实现具有合理性。

2.2.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必要性
2.2.1. 行政机关对高素质人才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
近年来，“公务员招考遇冷”成为热点词。由于市场规律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以及反腐和
诚信建设的结果，报录比稍有下降属于正常现象。但在 2013 年以前，对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特质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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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职位所占的比例是曲折上升的；但从 2014 年起，这个比例却曲折下降了。此外，中央国家行政机关
直属机关(省级及以下)和派出机关的招考人数虽然总体增加，但对高学历、基层工作经历等特质的要求却
远低于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水平(图 2、图 3)。说明行政机关被迫放低了对高素质人才的诉求。
2.2.2. 政、产、学合作发挥日渐受到重视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创新不仅仅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行为，更是国家行为[2]。政府在产业界和
学术界合作中起到了加速成长和规范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3]，中国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产业界
和学术界合作，并通过组织实施合作工程、出台支持政策、成立相关专项基金、成立合作促进会等方式
参与其中，逐渐形成了政、产、学合作模式[4]。在这种状况下，更加需要有政、产、学多种实践经验和
理论知识的人才推进相关工作。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improving talent’s abilities from all circles
图 1. 学术人才的跨界流动提升各界人才能力和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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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total number of posts in the central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mmediate institutions, dispatched agenc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in 2009~2018
图 2. 2009~2018 年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及参公事业单位总职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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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on the qualifications and working experience of candidates in
2009~2018
图 3. 2009~2018 年中央国家公务员对考生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2.2.3. 中国现有的进入政界的渠道相对单一导致人才流失
社会人员进入政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公务员招考；政界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主
要有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和聘任制。其中，公务员招考对报考者的条件限制可能造成某种程度上适
合从政的人才的流失；而领导干部的四种主要选拔方式中，仅聘任制为体制外人员进入政界打开通路。
进入体制的路径单一与体制内人员相对稳定，既可能使合适的人才被限定条件挡在体制外、也不利于体
制内人员与时俱进和能力提升。

3.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的实现机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旋转门机制是在政治竞争和博弈中暂时处于下风的利益集团将人才力量暂时分散到
学术界和产业界，通过暂时在政界的沉寂积聚力量、谋取来日崛起；同时也是利益集团中非政界人员对
集团既得利益的“分赃”[5]途径。
由于中国国体、政体以及旋转门建设目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明显不同，人才跨界流动的建设和实现过
程有显著不同(图 4)。并且对中国而言，政界与学术界人才的交叉流动对社会所起的影响与作用相对更大。

3.1. 增进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互相了解的交流平台
建立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互相了解的交流平台是中国人才跨界流动机制实现的基础和先行条件。
中国各界的人员相对稳定，很多人才一旦踏入某个圈子终生不再变更身份、只在本圈沉浮，对别的圈子
及其精英人才知之甚少。而人才的流动首先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交流平台为这种了解和学习创造
了条件。人才得以认识不同圈子的人才或是推销自己、学习自身立足的圈子和别的圈子的理论或实践知
识，从而为身份的旋转奠定基础。
立足提升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个人发展，交流平台应由政府牵头建立。无论是交流会、参观学习
或是人才交换培养，通过详述利弊，使各界人才主动、自愿参与，真正地交流理论与实践成果。

3.2. 提升执政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政界–学术界的人才跨界流动
对于学术人才而言，进入政界是将专业知识与政策融合、推广的最直接途径。“学而优则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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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Politics-led and academic-led mechanism of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图 4. 以政界主导的和以学术界主导的人才跨界流动机制

“学者型官员”有理论水平高、专业素养好、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的特点。对于政界人才而
言，进入学术界是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与水平、宣传执政理念并获得更多学者支持的有效方式。近年来政
界人员“回炉”重新学习，或参与如信息素养等各类专业培训的也越来越多。
不涉及人事调动等手续，聘请为顾问、名誉领导、客座教授等职，在提升执政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层
面上并未发挥最大的作用。直接的调任，以及退休后返聘，是深度参与和切实提高双方素养与能力的基
本方式。

3.3. 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的产业界–学术界的人才跨界流动
产业界在政界和学术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有一定的被动性。通过进入学术界，可以直接告知
本行业诉求、基于现实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学术界的理论产品如果已经通过产业界的实践检验，也将大
大提高被政界采用的可能性。
现阶段增强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人才的联合培养、交换培养或基于某一方的“订单式培养”，
以及产业界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界科研机构的合作，是两种主要的交流模式。通过进行更深度和彻底的身
份转换，使得人才真正站在对方立场上发挥能力，用实践而不是二次文献或基于实验室的脱离实际的资
料支撑理论，或是将先进前沿的理论结合现实条件推进实践。

3.4. 体察和满足实践需求的政界到产业界的身份转化
中国国体和政体决定了中国应当绝对避免资本控制政权的状况，因此产业界人才进入政界任职的情
况不应发生，只可能通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诉求。
政界人员进入产业界有一定的优势，包括对政策的了解、预测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等。中国规定，
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公务员，领导干部退、离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
商会兼职。因此从政界到产业界的身份转化，主要出于自愿。离岗创业、辞职下海是主要的两种途径。

4. 国内外人才跨界流动案例分析
4.1. 政界–学术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1) 学术界至政界的旋转
学术人才兼任，或被选任、聘任为政府官员或顾问的情况并不稀缺，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共中
央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2014~2018 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6] (以下简称《纲要》)中首次
明确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后，近年来，中国由学术界进入政
DOI: 10.12677/ass.2018.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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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学者型官员”数量逐渐增多，如胡和平、路甬祥、张育林等，通过了从高校、研究所旋转至党政
军的“学而优则仕”的人才跨界流动(表 1)。
以上三位是在《纲要》颁布时间前后正式入仕的学者型官员，体现出学者型官员进入政界的一般路
径：高学历毕业–教学岗任教–累任至学术机构高层领导–调任或兼任政界领导。
实际上自十六大以来，从高校进入政界的学者即屡见不鲜，仅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就有 8 名校长走入政界。此外，近年来中央、
省部级学者型官员的专业领域体现出从自然科学领域为主，转变为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并重的
趋势。由于对高级领导人的专业能力需求越来越高，学者入仕成为便捷又双赢的途径。
2) 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
在中国，与学者进入政界的顺风顺水不同，政界领导调任学术机构管理者或从事教学工作常被认为
是“贬官”。如纪宝成等学者，出于对官员精力、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考虑，对政界领导调任学术界领
导、甚至官员在职攻读学位都持反对态度[7]。
中国从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大都是在政界人士在退休或卸任以后。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
院长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曾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担
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幼军受中山大学聘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卸任的政界领导不会对政界关系造成很大影响，又为学术界带来前
沿资料，也有利于官员学者的个人发展。
3) 资本主义国家政界–学术界的双向旋转
与中国状况不同的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基于选举政治，将学术界作为政治力量储备库：在野时，
利益共同体内的人才暂时到学术界任职。比较著名的有基辛格、赖斯等。基辛格在离开政府后，任乔治
敦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
员等职。赖斯 1988 年离开斯坦福的教学岗位，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1991 年老布什
任期结束后，赖斯重返斯坦福，后被任命为教务长；1998 年再次离开斯坦福，开始担当小布什的私人幕
僚；2001 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后出任国务卿；2009 年小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后，供职于智库机构美国外
交关系协会。资本主义国家从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由利益共同体的发展驱动，存在很明显的逐利特性。
Table 1.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entering politics circle from academy circle
表 1. 中国“学者型官员”由学术界进入政界的过程
姓名

学历

时间节点

胡和平

1990 年，获得清华大学水利学及河流动力学
专业硕士学位。
1995 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河川与流域环境
专业博士学位。

1997 年前曾在清华大学承担研究与教学工作。
2008 年累任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2013 年任浙江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2015 年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路甬祥

1965 年起曾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曾任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
1959 年进入浙江大学，先后获得水力机械专
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及流体传
业学、硕士学位。
动及控制研究所所长等。
1979 至 1981 年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
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 年
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并获工程科
累任至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
学博士学位。
2003 至 2013 年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张育林

1978 年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先后获得液体火
箭发动机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
1988 年获浙江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后赴加拿
大滑铁卢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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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起曾在国防科技大学承担研究与教学工作。
2008 年任国防科技大学校长。
2011 年调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2016 年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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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业界–学术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1) 产业界至学术界的渗透
产业界人才兼任学术界职务、或进入学术界深造，有助于巩固在产业界的地位。因此，产业界人才
常兼任学术界职务，形成人事关系在产业界、兼职在学术界的渗透现象。如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创始
人、总裁王璞为中国著名管理专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等 25 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
MBA 导师等职；紫金传媒智库公司主任周晓虹，亦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2) 学术界至产业界的旋转
基辛格离开政府后，一直以学者的身份活动，后于 1982 年创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并担任董事长。中国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也是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史正富夫妇在 2017 年的胡润富豪榜居第 368 位。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裁、党委书记、总工程师陈景河，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誉为“有色金属的李
四光”。

4.3. 政界–产业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为了防止资本干扰政权，中国政界与产业界的人员交流较少，多存在于官员、学者与国有企业之间，
实质并未完全脱离体制。
1) 政界至产业界的旋转
中国公务员法[8]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
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
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因此，官员只能选择“辞官下海”。这种现象近年来也受到社会的关注，
如曾任山东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于 2015 年离职后，加盟深圳华大基因；曾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
处长的陈伟才于 2013 年辞去官职而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在离职的官员中，技术型官员
占较大比例。
但自 2017 年 3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9]，中国各地逐步开始支
持事业单位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担任社会兼职、在职创办科技型企业甚至离岗创业，也支持和鼓励
事业单位设置创新型岗位，将大大增强政界与产业界的联系。
2) 产业界至政界的旋转
在资本主义国家，商人借助自身的资本实力，在竞选资金上占据很大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知名
的由产业界进入政界的人士。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马尔克姆·特恩布尔、泰国前总理他信、韩国前总统
李明博、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等著名政府首脑都出身产业界。

5. 总结与建议
5.1. 总结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本动力，而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个
人可以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实现总体前进的上升的螺旋式进步。人才跨界流动机制为个人
提供机会，在政界和产业界积累实践经验和政策理解、在学术界总结提升专业素养，不断通过以上过程
实现个人发展。通过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推动政产学各界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机制不够灵活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学”与“学–政”两个方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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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直接受益人不同：对政界而言，引进学术人才是为了提高执政水平；对学术界而言，吸引政界人士
的加入是为了提供实践经验。此外，中国学者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和“告老还乡、颐养天年”
的思想，推动了图 3 中左侧旋转而阻碍了右侧流动。
然而长期来看，单向的旋转并不能持续、迅速地提高政界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即使是交流平台与定
期的座谈会等方式也不能使有能力的人才长期、深度地参与政策过程，实际上阻碍了政界、甚至政、产、
学三界的提升和发展速度。因此，人才跨界流动的双向流动都十分必要。

5.2. 建议
5.2.1. 将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作为政府招纳、培养和评价人才的方式
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核心在于政界–学术界的互相旋转。通过提高公务员的专业素养和学者在
政界对政策的理解实践，提升“旋转”经历在个人考评体系中的比重，推动个人对参与人才跨界流动制
度的热情；通过完善回避制度，避免学者的师门关系影响公务公正执行；将政界领导的专业素养纳入个
人考评，提升到与基层工作经历相仿的地位。
鼓励政界人才向学界渗透，可不局限于必须改变现有身份。鼓励政界人员在职通过自学提高学术素
养、支持退休和卸任的政界人员到学术界去，通过交流和传递政策理解和实践经验，开拓学者视野，培
养下一代学术人才同时为政界人才储蓄后备力量。
切实贯彻《纲要》相关精神，推动学术人才调任政界官员。学者调任前应对其行政能力进行完备的
考察，选择专业和能力对口的岗位。设立任期届满后的退出机制，如回归原岗，或调整工作单位和职位，
从而充分发挥学者型官员的专业能力在相关执政领域中的作用。
5.2.2. 通过各界交流活动发掘和培养精英人才，增强各界的深度互动
产业界–学术界的互相旋转是中国人才流动的重要手段。现阶段，通过政府牵头组织政、产、学各
界的交流会、培训班等交流活动，增进对各界现实状况和前沿、热点课题的掌握，也利于发掘和了解其
他领域人才，奠定人才流动的基础。
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界建立深度人才合作，通过互换调任或职务兼任，促进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
流互通；进一步完善“订单式培养”，除业务熟练度，更着重培养人才的专业能力；提高产业界与学术
界在科研项目上人才、设备、资金等各方面合作的良性互动。
5.2.3. 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同时，防止资本对政权的干扰
政界至产业界的身份转变是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途径。不论是政界人才辞职下海、离岗创业，或是
离、退休后加入产业界，都为产业界带来一种新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新方式。
在此过程中，通过专家论证等方式，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回避制度，防止在各界交流过程中形成
的利益团体对政治权力的控制。防止产业界人士通过学术界控制政治权力，就要制定完善的审核机制、
选择恰当的考评人，对进入政界的学术界人士的德、才和利益关系全面地考评与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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