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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allel system of posts and ranks is a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mall-scale civil servant career development and low wage income. It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salary system combined with duties and level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rallel system of posts and ranks below the county level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Taking Hube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 and county level system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sts and rank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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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是为解决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小、工资收入偏低出台的一项人事管理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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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县以下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取得了积极
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湖北为例，分析了县以下实施职务与职级并制度的成绩
与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职务与职级制度落实和优化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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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县乡机关公务员处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前沿，是党在基层执政的骨干，是联系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县乡公务员队伍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加强基层公务
员队伍建设，解决其发展空间小和待遇低的问题，2015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5)4 号)。本文以湖北为例，分析了县以下实施职务与职
级并制度的成绩与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职务与职级制度落实和优化的建议。

2.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湖北的落实情况
湖北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经省委常委会审定后以“两办”名义印发全省。
各市州随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党委或政府领导同志挂帅部署工作，以“两办”名义印发实施方
案，将其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项重要措施着力
抓好。该制度实施三年多来，拓展了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提升了基层公务员的经济待遇和职业
尊严，受到了基层公务员的热烈拥护，对于稳定基层队伍，提高工作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截
至 2018 年 3 底，湖北省县以下机关共有 59,250 名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实现职级晋升，晋升人数占湖北
省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总人数的 35.16%，人均增资 341.64 元(见表 1)。

3.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县以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推行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作为一个新制
度，在推进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下一步的工作中着力解决。
(一) 公务员基础管理不够规范。编制管理方面，部分机关编制类别与机关属性不符；超编进人情况
时有发生；编制未严格执行实名制。日常管理方面，部分地方对公务员转正定级管理缺失，影响职级晋
升起算时间；部分地方对公务员考核规定未严格执行；个别地方干部人事档案管理不规范，材料缺失等。
Table 1. Statistics on promotion and capital increase in Hubei Province
表 1. 湖北省晋升和增资情况统计表
正处级

副处级

正科级

副科级

科员级

晋升人数(人)

840

10,343

11,756

36,259

36

平均增资(元)

689

659

330

246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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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发放方面，部分地方对部分公务员工资发放与职务不吻合，人为提高工资待遇。日常管理薄弱，尤
其是遗留问题较多，形成一定的“地方惯性”后，基层在落实“双职并行”制度中的顾虑较多，压力较
大。
(二) 政策精神尚未完全吃透。一是混淆职务与职级。职级，既不是职务，也不是级别，而是兼具两
者属性的一条新的晋升通道。与职务体现权力以及责任义务大小的属性不同，职级体现的是年功积累及
由此而带来的物质利益以及职业尊严的提升。二是混淆“严格考核”与“到点就上”。部分公务员管理
工作者认为职级晋升是“普惠制”，就是给公务员“加薪”，而未认识到其中严格考核对于晋升职级的
刚性约束。三是混淆职级与非领导职务。调研中不少公务员管理工作者或公务员本人把职级混同于相应
层次的非领导职务。
(三) 财政保障尚有待加强。公务员晋升职级后兑现待遇所需资金，按行政隶属关系和现行经费保障
渠道解决。由于革命老区县域经济尚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部分国贫、省贫县 2014 年本应调整的规范
性津补贴尚未完全落实，要求其兑现职级晋升后的工资待遇，有一定困难。
(四) 持续激励效果不足。县以下公务员职级政策设计，因职级层级较少，任职年限较长，且晋升主
要依据是任职年限和级别，虽要求严格考核，但“普惠”色彩较重，持续激励作用有限。

4. 落实和完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建议
(一) 强力推进公务员依法依规管理。一是继续加强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建设。尤其是结合基层实
际，细化相关规定，如在公务员调任、转任等方面，细化规定，明确操作，减少人为操作空间，切实为
公务员管理法治化奠定坚实基础。二是加强公务员法及配套规定的宣传培训。大力强化公务员法的培训，
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的信仰，让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成为公务员管理者施治的根本依据，让熟知
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成为公务员管理者的“标配”。三是尝试建立违反公务员法责任倒追机制。建立
人事管理责任审计，去除“违反公务员法不是犯法”的思想，建立人事管理责任倒追机制，让违反公务
员法者切实付出代价。
(二) 加强公务员管理基础平台建设。加强全省公务员管理信息平台建议，逐步使信息系统成为覆盖
全省省、市、县、乡所有公务员的“收纳”系统，实现党政机关公务员“一网尽揽”。提高信息平台数
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使公务员管理数据能入网尽入网，成为全省公务员管理的集成大数据。丰富平台
功能，使其成为公务员登记、定级、任职、考核、培训、奖惩、升降、退出等“进、管、出”各个环节
的动态记录，帮助公务员主管部门及时掌握公务员队伍状况，发现薄弱环节，及时强化有关管理。
(三) 加强公务员管理者队伍建设。一是打造一支法治意识强烈的领导者队伍。着力培育领导干部人
事管理法治思维，为公务员管理者依法施管创造良好的氛围。二是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的公务员管理者队
伍。定期加强基层公务员管理队伍的业务培训和研讨，对全省市、县公务员管理者进行轮训，培养造就
一支懂政策、善钻研、能落实的公务员管理者队伍。三是打造一支公务员管理监督者队伍。公务员主管
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可形成合力，对同级单位的公务员管理情况进行定时监督检查，形成责任倒追机制，
让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切实成为不可触碰的红线，力促公务员规范管理。
(四 适当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据统计，部分县因公务员职级晋升每年将会增加 200 万元左右
的开支。省里可适当对国贫县、省贫县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公务员职级晋升所需财力。
(五) 优化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政策设计。一是适当突破机构规格的限制。乡镇公务员在职级上可以
设置到县处级，县(区)公务员在职级上可以设到地市级。二是降低晋升门槛，增加晋升台阶。职级目前只
有 5 个层级，明显偏少。晋升相应职级分别需在原职务或职级基础上任职满 8、12、15 年，任职年限过
长，惠及面不够大。建议职级晋升层次和台阶与职务晋升保持适当平衡[1]。三是建立职级晋升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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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参考现有非领导职数的设置比例，确保激励效用的最大化。
在职级比例设置时，也应强化重视基层的导向，向基层适度倾斜[2]。
(六) 建议统筹机关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政策。从基层实际看，因行政编制有限，一些事业单位
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但根据政策规定，此部分人员不能纳入政策范围。因此，基层在推进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中压力较大，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关、事业单位间人员流动和优化配置。建议统筹机关和
事业单位相关人事制度改革政策，使两者相衔接，促进基层干部队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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