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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如何管控中国公务员工资？

———评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张　 光

Ｗｕ，Ａ Ｍ （２０１４）．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Ｎ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３６ ｐｐ．

公务员工资不仅是一个有关人事和财政管理的公共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
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社会公众议题。中国也不例外。每年两会期间公务员
工资问题都会在会里会外激起波澜。然而，学术界却并未对这一重要的公共行
政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正如李应芳（Ｆａｎｇ Ｌｅｅ Ｃｏｏｋｅ）有关中国公共部门工资
问题的回顾性研究所言：尽管有关中国的公共部门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已有大量
重要成果，但是，那些能够增进我们对中国公共部门工资政策理解的研究仍处
于严重不足的状态（Ｃｏｏｋｅ，２００４）。

因此，吴木銮（Ｗｕ，２０１４）于２０１４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公务员工资
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ａ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不无填补学术空白的意味。该书由
九章组成。第一章导论强调中国公务员工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劳动补偿和行政
效率的问题，而且还事关收入分配和政府合法性。第二、三章考察了中国公务
员工资制度的演变。第二章描述了１９５６年的工资体制、１９８５年的体制和１９９３
年的体制；第三章集中探讨了沿用至今的２００６年体制。第四章使用作者在福建
省和湖北省的四个县所做的调研个案，研究了地方基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公务
员工资政策———特别是２００６年体制的执行过程。第五章分析了中国公务员工资
决策体制的集权（１９５６年体制）、分权（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９３年体制）、再集权
（２００６年体制）的嬗变。第六章考察公务员绩效在中国的公务员工资体制中的
作用问题。第七章研究了与其他职业相比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问题。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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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公务员工资与腐败的关系问题。第九章总结全书。
中国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公务员队伍。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公司的话，那么，

它的工资账单无疑是世界最大的工资账单（或之一）。中国究竟是如何管控公务
员工资的？这是吴著试图回答的问题。下面，我将按“谁管控、如何管控、管
控效果如何”的顺序展开我对该著的评述。

一、谁来管控？

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由谁决定？在近代之前的君主制国家中，通常由最
高统治者说了算。例如，清朝州县官挣多少银两，就由满人皇帝决定。所以，
才有了雍正皇帝导演的“耗羡归公”的大戏（曾小萍，２００５）。在近代以来兴
起的代议制国家那里，国会作为国家“钱袋子”的看守者，掌握公务员工资决
策的最终审批权。当然，国家公务人员的报酬问题之复杂，绝非皇帝一人就可
搞定，也非国会就能包办到底的。在清帝国，有吏部和户部负责操作。在当代
西方代议制国家，通常有专门管理公务员的行政部门，如美国联邦政府的人事
管理办公室、日本的总务省。公务员可组织工会，参与工资协商谈判。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由谁决定？吴著指出“工资决策系于行政部门一端”乃
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之一。他写道，“工资谈判体制在中国的公共部
门不存在。尽管立法部门审查经常预算，而在后者中工资开支占有很大比重，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层次，立法部门从未否
决过工资预算。因此，薪酬问题决策完全局限于政府的行政部门”（Ｗｕ，２０１４：
３０）①。

由国会审查批准公务员薪酬的制度，一是为了权力制约，由行政部门自己
决定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薪酬，与会计跟出纳由同一人担当相似，做得好不好，
全凭决策者的良心；二是为了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中国的各级人大审查批准同
级政府年度预算，同样也是为了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面
临的问题是人大的橡皮图章化。那么，在人大橡皮图章化的情况下，中国还有
可能制约行政官僚的利益扩张吗？如果有的话，又是通过哪些渠道？

吴著没有鲜明地提出这些问题。但从他的论述中，似可整理出如下线索。
一是最高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自觉。例如，毛泽东对收入平等和精神奖励的执
着，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前乃至１９８０年代的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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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的工资体制无疑承续了毛的影响。在这个体制下，“平等主义获得了胜
利。国家干部的最高和最低工资比例大幅下降。部级官员和普通职员的工资比
在１９５６年为１２ ２７，在１９８５年为６ ８３”（ｐ ３９）。邓小平虽然在改革之初就倡
导“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但很显然，在他心目中，这部分人不应当包括国家公
务人员。他在主政期间一再强调，为了实现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目标，军费必须
控制。在１９８０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有限的军费应当“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
的装备，……（而）现在我们人头费花得多”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１９９２：９８ － ９９）。按照同样的精神，在邓小平那里，党政机关的人
头费也属于必须严格控制的对象。

其次，中共作为执政党构建了一套复杂且高度制度化的国家公务员管理系
统。系统中的构件及其关系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互相制约平衡的制度设计意图。
然而，遗憾的是，吴著在讨论“工资决策系于行政部门一端”的原则时，没有
从这个角度讨论。它只约略提到了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和财政部的作用
（ｐｐ ３０ － ３１）。事实上，至少有四个职能部门涉及公务员的管理和任用，从而或
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公务员工资。它们是组织部、机构编制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即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劳动与人事部、财政部。值得指出的是，吴著仅
在个案研究中提及组织部和机构编制委员会。

这四个职能部门是如何介入公务员的管理、任用和工资待遇等事务的呢？
它们的介入是否体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互相制约平衡官僚利益扩张的制
度设计意图呢？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因此我在此没有多大动机责
备吴著没有探讨这个问题）。这里不妨稍加讨论。

首先，组织部负责操作各级领导干部（包括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企）
的选拔和任命，因而掌握了哪些人能够获得相应干部待遇的权力。当然，如众
所周知，领导干部的任命权，按照中共“下管一级”的规则，最终掌握在从中
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常委乃至第一书记手中。

其次，机构编制委员会是四类部门中唯一既是党的又是政府的机构。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按规定由国务院总理出任。目前，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主
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主任为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
委刘云山，另外六个委员包括现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
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三人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两人为政治局委员）、中
央机构编制办公室主任张纪南、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部长尹蔚民（三人均为中央委员）。从这个成员构成看，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是
决定公务员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最高的专门协调机构。根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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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网，它的主要职权包括审核审批党、政、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群团
组织以及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①

再次，据财政部官网，它的职能中涉及公务员工资管理的有：“负责编制年
度中央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组织制订经费开支标准、定额，负责审核
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下辖的国家公务
员局的职能包括“拟订公务员职位分类标准和管理办法”③。

从这四类机构的职能来看，组织部只管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但有哪些机
构存在，每个机构有多少个领导岗位，每个领导岗位定为何级，享受什么工资
待遇，都不在它的主管范围之内。机构编制委员会则握有机构设置或撤废、领
导职数配备、公务员编制分配的权力。公务员职位的分类管理权包括其工资待
遇的分类管理权归属公务员局。财政部门则因负责“组织制定经费开支标准、
定额”，从而从财政上与公务员局分享了决定公务员职级工资水平的权力，与编
制委分享了定岗、定员、定编的权力。四类机构似乎各司其职，形成一定的平
衡制约的关系。

另外，对于任何领土和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而言，公务员工资决策过
程中的政府间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决策及其执行问题，
始终是我们回答“谁来管控公务员工资”的问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人口
规模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名列前茅，而且绝大多数公务员都在各级地方政府特
别是县级等基层政府工作，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决策究竟
是由中央政府来做，还是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或者，如何在中央集权与地方
分权决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些问题实际上正是吴著的着力所在。甚至不妨
说，它的大多数章节都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公务员工资决策上在中央集
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摇摆。而这些摇摆又往往同中共的最高决策者在公务员工
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价值观和政策目标相关。

二、如何管控？

无论用哪种国家观看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专政说也罢，公共经济学的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罢，政府的运转资金，包括公务人员的工资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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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都来自强制性的税收。因此，公务员的报酬与从事其他职业特别是生
产部门的工作者的报酬的可比性问题，乃是一个可能事关政权合法性的价值问
题。马克思（１９７９）在《法兰西内战》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工资不
得高于熟练工人的规定赞不绝口，体现了一种对平等价值的追求。然而，平等
不是唯一可能影响公务员工资水平设置的价值变量。效率、清廉也是值得追求
的价值目标。如何在不损害平等的情况下追求效率和清廉，或者使三者可以彼
此相容，就成为公务员工资制度设计的理想。

这些问题，同样摆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面前。具体
而言，有四个层面的平等问题或迟或早必定需要中国公务员工资的决策者做出
抉择：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差距，在①不同的级别之间、②不同的部门之间、
③不同的地区之间、④与其他职业工资相比，究竟应该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
借助吴著，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依次在１９５６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和
２００６年建立的四个公务员工资体制，就上述问题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实施的
效果如何，以及为什么前一个体制被后一个体制所取代。吴著认为，在这过程
中，中国逐渐形成了除“行政部门做主”之外的三个公务员工资决定原则：按
劳分配、基本工资与可变工资并存、薪酬对等原则（即公务员工资与国企职工
和中小学教师工资对等）（ｐｐ ４ － ６）。

（一）１９５６年体制

１９５６年６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国务院，１９５６），结束了
战争时代延续下来的党政干部供给制，形成建国后的第一个公务员工资体制。
这个体制把国家干部的工资分成３０级，每个级别对应一定的货币工资，全国统
一不分地区。另外，它还根据生活成本地区差异把全国分为１１类地区。在同级
工资上，生活成本最高的第１１类地区（多位于西北）比最低的第１类地区（多
位于西南）高３０％。显然，这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没有留给地方政府多
少独立操作的余地。但它把公务员的工资级别细分作３０个等级，甚至同一个职
务可以对应若干个工资级别（如科长的工资级别可以从第１４到１８级），反映了
当时的中央决策者重视按劳取酬，并以适当拉开公务员收入差距以提高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的用心。

然而，１９５６年体制很快遭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
一是不平等，高级别和低级别之间的差距太大；二是依靠物质刺激而非政治热
情激励公务员（ｐ ３３）。从１９５６年底起，高级别的干部收入被多次削减。到
１９６０年工资级别差距比１９５６年的减少了３８％。在１９６３年涨薪中，４０％的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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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下的行政干部增加了工资，而１０级以上的干部则没有涨薪。结果，从１９５６
年到１９８５年，平等主义占据上风（ｐ ３５）。第１１类地区的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
的工资之比，在１９５６年为２２ ４，１９６０年为１４ １，１９８５年为１０ ２。

在１９５６年体制下，公务员工资地区差距极小。１９８０年２９个省级行政区的
公务员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不到０ ０６ （图１）。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同
所有的国有部门职工的工资结构一样，毛时代的公务员工资由全国统一的级别
工资加地区类别工资构成，两者标准均完全由中央控制。
１９５６年体制是如何处理公务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的问题的呢？

吴著没有提供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料。《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最早的分行业
职工平均工资数据为１９７８年的数据。这一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的“国家机
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为６６１元，是所有职工平均工资６４４
元的１０２ ６％。在当时的１２类行业大分类中排名第６。比它高的５个行业按自
高到低排序为：地质勘探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工业、科研和综合服务业。
比它低的６个行业按自高到低排序为：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管理业等、卫生福
利业、教育文化业、商业和农业。可见，在毛泽东时代，除了科研工作者的例
外，脑力劳动者和从事服务业者的工资通常要低于除农业之外的体力劳动者。
但在脑力劳动和服务业行业中，公务人员又属领先者。毛时代的公务人员工资
水平接近于马克思的不高于熟练工人的理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
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１９８５年体制

经过多年的酝酿，１９８５年６月国务院颁布《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国务院，１９８５），标志改革开放后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全面
启动。这个体制在引入结构工资制的同时，保留了１９５６年体制的地区分类制
度。结构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组成。基
础工资“以大体维持工作人员本人的基本生活费计算，现行六类工资区定为４０
元。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工龄津贴亦执行全
国统一标准，每工作一年每月发给５角。职务工资根据公务员“职务高低、责
任大小、工作繁简和业务技术水平确定”。职务工资标准由中央统一规定，但地
方可在不超过中央规定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增长范围内制定本地标准。奖励工资
用于奖励工作绩效较好的员工，其资金来自于所在单位行政经费的节余。这一
体制确立了吴著所说的“基本工资与可变工资并存”的中国公务员工资原则。
而且，如其所指出的，与１９５６年集权体制相比，１９８５年体制转向地方分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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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视效率（ｐ １２３）。
然而，如吴著所言，１９８５年体制的实施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目标。首先，与

１９５６年体制相比，公务员内部不同级别、职务之间的差距依然保持原状，如果
不是更加缩小的话。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的收入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５年的
０ １７微降至１９９０年的０ １６ （ｐ ３９）。其次，公务员工资的地区差距也继续保持
在很低的水平，尽管与１９５６年体制下的状况相比有所增加（图１）。再次，在
这个体制下，与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的相对工资水平进一步降低。在１５个大
分类行业中，按国有经济单位统计口径计算，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党政机关
和社会群体职工平均工资仅高于批发零售餐饮业和农业，居倒数第三。而在
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除了后两个行业外，党政机关职工平均工资仅再略高于教育
文化业，变成倒数第四。这构成了１９９０年代初党政机关干部纷纷“下海”的
背景。

为什么在１９８５年体制下，公务员的相对工资水平竟然低于毛时代？吴著没
有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①毛时代的平等主义、群众
路线遗产仍旧保持着强烈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首先见于当时中央的决策者，
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如上所述，邓小平公开要求军队
必须控制人头开支，为现代化建设腾出财政资源。对军人的要求必然传导到公
务员。②尽管有１９８５年的工资体制改革，但对公务人员的工资的计划管控，仍
旧显著地强于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其他行业。③尽管１９８５年体制给予地方政府
一定的公务员工资决策自主权，但１９８０年代财政包干制运行的结果之一是财政
收入占ＧＤＰ比重逐年下降，大多数地方政府缺乏财力以超出经济增长的速度提
高本地公务员工资水平。

（三）１９９３年体制

１９９３年８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１９９３），并于同
年１０月实施，标志中国公务员工资进入１９９３年体制。《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
工资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组成。同时，它还规定，“公
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津贴和其他津贴”，地区津贴取代了建国以来已沿用
３０余年的地区分类制。此外，公务员“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
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和发给奖金”。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
与国有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的薪酬对等原则。但它对公务
员工资水平的提升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它给予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远远大
于１９８５年体制。吴著注意到，１９９０年代初由人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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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研究小组提交的报告指出，地方政府可以使用它们自己的财政资源，通
过调整地区津补贴改善公务员工资待遇，地区补贴的增长率应当与各地的生活
成本和经济增长水平相匹配（ｐ １２８）。从更高的层次看，１９９３年体制的出台，
与中共十四大产生的新一批领导人密切相关。这批领导人不再有如邓小平、陈
云、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职业革命家经历，他们大都出自技术官僚背景
（Ｚａｎｇ，１９９３）。黄亚生（Ｙａｓ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２００８）认为，１９８０年代的
中国领导人有浓厚的农村情结，而１９９０年代的领导人则明显偏向城市。
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为１９９３年公务员工资体制的实施提供了财力

上的支持。分税制改革使财政收入增长率显著大于ＧＤＰ增长率，导致财政收入
占ＧＤＰ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持续增加。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到
２００３年为止，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的大力推动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全国
公务员进行了五轮加薪。力度之大、密度之强，可谓空前绝后。在这五次加薪
中，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的系基础工资普遍上调，２００１年７月的系基础工资和级
别工资均上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３年的为职务工资上调。在这过程中，中央
政府对除了东部几个富裕省份或地级市之外的所有省份，都提供了调整工资转
移支付。这个做法也给予地方政府（特别是东部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财力，通
过地区津补贴等渠道增加本地公务员工资收入的权力。结果，根据官方数据，
全国公务员工资中非基本工资所占的比重，到２００５年达到５０％。而非官方的资
料包括吴本人的访谈表明，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非基本工资所
占比重可能高达６０ － ７０％ （ｐ ５３）。

正是在１９９３年体制下，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地区差距，到２００５年达到了历
史最高水平（图１）。而且，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公务员，也因他们服务的部门
或单位的权力的大小而有工资的高低之分。与此同时，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
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从１９９０年代的倒数第三、第四的排名，上升至１９个大行业
的第十名（２００３年起），并在２００８年达到排名的最高点第八名。也是在２００８
年，公务员平均工资比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多了１９％，比事业单位平均工资多了
１４％ （游宇、张光，２０１４）。公务员工作稳定，退休金优厚，而且工作要求大多
无须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因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其工资水平通常要比具
可比性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低２０％。中国公务员工资待遇过于优厚，乃是近十年
公务员招考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０８１

◆书评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图１　 各地区公务人员平均工资基尼系数（１９８０—２０１２）
注：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根据公务人员职工平均工资计算，２００８年之后根据公务员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计算，这不影响地区之间公务人员收入差距的比较。由于海南省与重庆市没有成为省
级行政单位，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的分组为２９组；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则未包括重庆，故相应分为３０组，
其中１９９３年云南的数据缺失，１９９７年及其之后的数据均分为３１组。

资料来源：（游宇、张光，２０１４）；１９８７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１９７８—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及之后的数据来源于１９８９—２０１３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２００６年体制

以《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２２号）（国
务院，２００６）下发为标志，中国公务员工资体制进入了２００６年体制时代。吴著
认为，２００６年体制意味着平等主义的复归（第３章），公务员工资决策的再集
权（第５章），是对基于绩效的工资制度的反动（第６章）。此轮工资改革，取
消了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保留职务和级别工资。公务员的工资级别从１９９３年
体制的１５级调整为２７级。工资级别增加，给了职务低但年资长的基层公务员
增加工资的机会。该文件还要求在清理现行的津补贴的基础上，完善地区附加
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它承诺中央政府将出台三种津贴制
度的实施方案，承诺中央将为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提供财政资金，要求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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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自行建立岗位津贴项目或调整岗位津贴实施范围和标准。
２００６年体制确实扭转了１９９３年体制下出现的公务员工资地区差距扩大（参

见图１）、且相对其他职业工资上涨太快的局面。就后者而言，首先，在这个体
制下，仅在２００６年有一次公务员工资普调，之后８年没有调整，到２０１５年才
为了配合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化养老保险并轨政策而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普调。和
其他职业一样，公务员个人按年资和职务变动调整工资。其次，从宏观数据上
看，在１９个大职业分类上，公务员平均工资排名在２００８年之后，逐年下降至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的第十三名。公务员平均工资对所有职业平均工资的比例在
２００７年达到最高点（１１２％）后，逐年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９６％ （ｐ １６９）。再次，
如吴著所观察到的，从微观上，在１９９３年体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同一个地
区或城市的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单位，因权力或占有财政资源不同而有不同的工
资收入的现象，在２００６年体制中基本不复存在。

三、管控效果如何？公务员工资与腐败

中国对公务人员的工资管控制度产生了什么效果？吴著没有系统地考察这
个问题。但它的第八章讨论了中国公务员的收入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
面展示了作者对中国公务员工资管控制度的效果的思考。在这一章里，作者考
察了高薪养廉的主张在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遭遇。中共在建政后曾长期倡导
党员干部要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但在１９９０年代，官方或半官方媒体
开始宣传论证合理的公务员工资水平是保证公务员清廉的必要条件，为１９９７年
以来的公务员调薪做舆论准备。然而，公务员工资薪酬待遇大大改善的时代，
也是官员腐败来势凶猛的时代。“薪酬增加、腐败恶化”是作者的判断。为什么
新加坡、香港成功的经验在中国大陆无法复制呢？原因自然多重。吴著仍旧从
公务人员待遇入手，以“相对剥夺”假说予以解释（Ｇｏｎｇ ＆ Ｗｕ，２０１２；Ｗｕ，
２０１４），颇有新意，值得在此一说。

以“相对剥夺”理论解释腐败出自社会学家。当人们感到他们被剥夺了他
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即产生相对剥夺感，并以非法的或者不合
规的方法，对他们所认为失去的东西进行补偿。公务员的相对剥夺感可产生自
“职场内部或外部关系”（Ｍａｈｍｏｏｄ，２００５：７０）。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官
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衡量自己收入的一个重要参考系是私人企业主。
许多官员因腐败遭处置后，会检讨搞腐败起因于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和财富相
比，感到自己所得甚少而不平衡。吴著着墨更多是公务员职场内部，因高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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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普通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造成的相对剥夺感。
官方所报告的工资，不是公务员可能享受的待遇的全部。根据中国统计当

局，“工资总额的计算原则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依据。……不
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均包括在工资总额内”（国家统
计局，１９９６：１３３）。公务员的公车消费、住房分配等福利待遇显然就没有纳入
工资统计。吴著参考他人的研究（苏海南、杨燕绥，２００８），估计公务员工资外
的福利，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和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分别相当于正式工资的１００ －
２００％和３０ － ４０％。吴认为，在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间，即便按照非工资福利待遇
相当于正式工资的３０％的下限计算，加上非工资福利待遇，公务员的实际收入
在１９大类职业的工资排名的顺序上，能从第十名上升至第四名。因此，“尽管
纸面上是低工资，但中国的公务员实际上获得了很好的报酬，处境优越”。否则
无法解释２０１０ 年有１４１ 万人报考１ ６ 万个国家公务员岗位之类的现象
（ｐ １７１）。

中国公务员职场内部的相对剥夺感与非工资福利待遇息息相关。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党政高级官员一直享有大量的非工资福利待遇。职务升迁是公务人
员生涯发展的关键，因为只要人在公务员行内，唯有升迁，才能带来较高的工
资收入和大量的现金或非现金的额外好处。但是，由于行政体制的金字塔结构，
事实上获得升迁的人总是少数。大约９２％的公务员的行政级别为科级及其以下。
高级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的待遇悬殊，在前者那里易产生骄纵感，在后者那
里易导致挫折感，而这两种气氛对公务员的行为影响都是消极负面的，容易导
致大官大贪、小官也贪的恶果（ｐ １７７）。

四、结语

在这篇书评中，我以“如何管控中国公务员工资？”为题，按照“谁来管
控？如何管控？管控效果如何？”的顺序，概括评介了吴著的主要论证和发现，
并做了一些延伸性探讨。新中国在公务员工资管控体制变迁上的作为，在很大
的程度上，是由她的领导人在受到国家财力约束的条件下，在平等主义价值观
和行政效率的目标上做出选择的结果。在这过程中，中国特有的“公务员工资
决策系于行政部门一端”的政治体制安排，参与公务员工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
四大党政部门———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党的组织管理部门、公务员人事管理部
门和财政管理部门———之间的横向性的制约协调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的纵向
政府间关系制度安排，合力影响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公务员工资决策及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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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变迁及其成效，成为影响中共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的一
个重要的变量。由此观之，吴著概括的中共管控公务员工资的四个原则确实抓
住了关键：按劳分配（效率）、公务员工资水平对等原则（平等）、基本工资与
可变工资并存（以协调平等和效率原则）和“公务员工资决策系于行政部门一
端”。

毋庸讳言，吴著不乏可批评需改进之处，如前述它对中国公务员工资的横
向管控机构基本是一笔带过。另外，全书结构不够紧凑，许多章的内容颇多重
复。但总的看来瑕不掩瑜。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大力反
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出台了整顿公务员的工资外收入和消费行为的廉政
建设八项规定。２０１４年底宣布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并轨路线图。为配合这一
改革，２０１５年７月为止全国各地完成了２００６年之后的首次公务员工资普调。
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吴著，来的正是时候，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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