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公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全
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公务员分类改
革，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
与待遇挂钩制度，健全公务员激励保
障机制，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
专业化公务员队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
别和职责设置公务员领导职务和职级
序列。

本规定所称职级，是公务员的等
级序列，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
道，体现公务员政治素质、业务能力、
资历贡献，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
待遇的重要依据，不具有领导职责。

公务员可以通过领导职务或者职
级晋升。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履行
领导职责，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
务员依据隶属关系接受领导指挥，履
行职责。

第三条 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
并行制度旨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完善中国
特色公务员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设
置办法，建立职级序列，畅通职级晋升
通道，拓展职级晋升空间，促进公务员
立足本职安心工作，加强专业化建设，
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第四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
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
派，坚持向基层倾斜，坚持严管和厚爱
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第五条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实施工作，由各级党委（党组）及
其组织（人事）部门分级负责。中央公
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职务与
职级并行制度组织实施的宏观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具
体指导本辖区内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
行制度的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章 职务
与职级序列

第六条 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
关法律和机构规格设置。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
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
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
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
级副职。

第七条 职级序列按照综合管理
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等公务员
职位类别分别设置。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序列分
为：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一级调
研员、二级调研员、三级调研员、四级
调研员、一级主任科员、二级主任科
员、三级主任科员、四级主任科员、一

级科员、二级科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

员职级序列另行规定。
第八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职级对

应相应的级别。
领导职务对应的级别，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对应的级别

是：
（一）一级巡视员：十三级至八级；
（二）二级巡视员：十五级至十级；
（三）一级调研员：十七级至十一级；
（四）二级调研员：十八级至十二级；
（五）三级调研员：十九级至十三级；
（六）四级调研员：二十级至十四级；
（七）一级主任科员：二十一级至十

五级；
（八）二级主任科员：二十二级至十

六级；
（九）三级主任科员：二十三级至十

七级；
（十）四级主任科员：二十四级至十

八级；
（十一）一级科员：二十六级至十八

级；
（十二）二级科员：二十七级至十九

级。
第九条 厅局级以下领导职务对应

的综合管理类公务员最低职级是：
（一）厅局级正职：一级巡视员；
（二）厅局级副职：二级巡视员；
（三）县处级正职：二级调研员；
（四）县处级副职：四级调研员；
（五）乡科级正职：二级主任科员；
（六）乡科级副职：四级主任科员。

第三章 职级
设置与职数比例

第十条 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按
照下列规格设置：

（一）中央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机关设置一级巡视员以下职级；

（二）副省级城市机关设置一级巡视
员以下职级，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子
设置一级、二级巡视员；

（三）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
导班子设置一级巡视员，市（地、州、盟）、
直辖市的区机关设置二级巡视员以下职
级，副省级城市的区机关设置一级调研
员以下职级；

（四）县（市、区、旗）领导班子设置二
级巡视员、一级调研员、二级调研员、三
级调研员，县（市、区、旗）、乡镇机关设置
二级调研员以下职级。

第十一条 职级职数按照各类别公
务员行政编制数量的一定比例核定。综
合管理类公务员职级职数按照下列比例
核定：

（一）中央机关一级、二级巡视员不
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12％，
其中，正部级单位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
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40％，副部级单
位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巡视员

总数的 20％；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不超过
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65％。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一级、
二级巡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
数量的 5％，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
级、二级巡视员总数的 30％；一级至四
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
量的45％。

（三）副省级城市机关一级、二级巡
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级
巡视员总数的 30％；一级至四级调研员
不 超 过 机 关 综 合 管 理 类 职 位 数 量 的
43％，其中一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至四
级调研员总数的20％。

（四）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领
导班子一级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
的 15％。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机
关二级巡视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
位数量的1％；一级至四级调研员不超过
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0％，其中
一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调
研员总数的 40％，一级调研员不超过一
级、二级调研员总数的50％；一级至四级
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
量的60％，其中一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
过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总数的50％。

（五）副省级城市的区领导班子一
级、二级巡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15％，其中一级巡视员不超过一级、二
级巡视员总数的 40％；副省级城市的区
机关一级调研员以下职级职数，按照第
四项规定执行。

（六）县（市、区、旗）领导班子二级巡
视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10％，一
级、二级调研员不超过领导班子职数的
20％。县（市、区、旗）、乡镇机关二级调
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2％；三级、四级调研员不超过机关综合
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10％，其中三级调研
员 不 超 过 三 级 、四 级 调 研 员 总 数 的
40％；一级至四级主任科员不超过机关
综合管理类职位数量的 60％，其中一
级、二级主任科员不超过一级至四级主
任科员总数的50％。

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中个别情况特
殊需要调整职级比例的，应当报中央公
务员主管部门审批。中央机关和省级公
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可
以对前款规定中未作区分的各职级层次
的比例予以细化。

第十二条 中央和省级机关垂直管
理的机构、市地级以上机关的直属单位
或者派出机构，根据机构规格，参照第十
条、第十一条规定，设置职级和核定职
数。

直辖市的县领导班子和县、乡镇机
关，副省级城市的乡镇机关，根据机构规
格，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参照第十条、
第十一条规定，研究确定职级设置和比
例。

第十三条 职级职数一般按照各机
关分别核定。职数较少或者难以按照各
机关分别核定的职级，由县级以上地方
党委及其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

和职级晋升审批权限，分级统筹核定和
使用。市（地、州、盟）、直辖市的区、县

（市、区、旗）的领导班子与所属部门职级
职数分开统筹核定和使用。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统筹使
用若干名一级巡视员职数，用于激励少
数特别优秀的县（市、区、旗）党委书记。

第十四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职级设置方案，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
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职级
设置方案的审批或者备案程序，由省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章 职级
确定与升降

第十五条 公务员领导职务的任免
与升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务员的职级依据其德
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首次确定职级按
照有关规定套转。新录用公务员按照有
关规定确定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相当层
次的职级。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
团体和群众团体调任的人员，按照公务
员调任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其原任职务、
调任职位和工作经历确定职级。机关接
收的军队转业干部，按照国家军转安置
有关规定确定职级。

第十七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
在职级职数内逐级晋升，并且具备下列
基本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二）具备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和专
业知识，忠于职守，勤勉尽责，勇于担当，
工作实绩较好；

（三）群众公认度较高；
（四）符合拟晋升职级所要求的任职

年限和资历；
（五）作风品行好，遵纪守法，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正廉洁。
第十八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

具备下列基本资格：
（一）晋升一级巡视员，应当任厅局

级副职或者二级巡视员4年以上；
（二）晋升二级巡视员，应当任一级

调研员4年以上；
（三）晋升一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正职或者二级调研员3年以上；
（四）晋升二级调研员，应当任三级

调研员2年以上；
（五）晋升三级调研员，应当任县处

级副职或者四级调研员2年以上；
（六）晋升四级调研员，应当任一级

主任科员2年以上；
（七）晋升一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正职或者二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八）晋升二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三

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九）晋升三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乡

科级副职或者四级主任科员2年以上；

（十）晋升四级主任科员，应当任一
级科员2年以上；

（十一）晋升一级科员，应当任二级
科员2年以上。

公务员晋升职级应当根据工作需
要、德才表现、职责轻重、工作实绩和资
历等因素综合考虑，不是达到最低任职
年限就必须晋升，也不能简单按照任职
年限论资排辈，体现正确的用人导向。

第十九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所要求
任职年限的年度考核结果均应为称职以
上等次，其间每有 1 个年度考核结果为
优秀等次的，任职年限缩短半年；每有 1
个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等次或者不
定等次的，该年度不计算为晋升职级的
任职年限。

第二十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按照下
列程序办理：

（一）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事）部
门研究提出工作方案。

（二）对符合晋升职级资格条件的人
员进行民主推荐或者民主测评，提出初
步人选。

（三）考察了解并确定拟晋升职级人
选。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一级、二级巡
视员，应当进行考察；晋升其他职级可以
综合考虑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与平时考
核、年度考核、一贯表现等情况确定人
选。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职级的考
察了解方式，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结
合实际研究确定。

（四）对拟晋升职级人选进行公示，
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审批。中央机关公务员晋升职
级由本机关党组（党委）及其组织（人事）
部门审批，一级、二级巡视员职级职数使
用等情况按年度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
备案。省级以下机关公务员晋升职级的
审批权限，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提出
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定。

各级机关中未限定职数比例的职
级，其晋升程序可以适当简化。

第二十一条 公务员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得晋升职级：

（一）不符合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
定的；

（二）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处分
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三）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
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四）影响晋升职级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公务员职级实行能上

能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
定降低职级：

（一）不能胜任职位职责要求的；
（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

的；
（三）受到降职处理或者撤职处分

的；
（四）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章规定，按
照落实好干部标准、从严管理干部和树
立鼓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导向的要求，

结合实际细化公务员职级升降的条件和
情形。

第五章 职级与待遇

第二十四条 领导职务与职级是确
定公务员待遇的重要依据。公务员根据
所任职级执行相应的工资标准，享受所
在地区（部门）相应职务层次的住房、医
疗、交通补贴、社会保险等待遇。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职级的公务
员，按照就高原则享受有关待遇。

第二十五条 公务员晋升职级，不
改变工作职位和领导指挥关系，不享受
相应职务层次的政治待遇、工作待遇。
因不胜任、不适宜担任现职免去领导职
务的，按照其职级确定有关待遇，原政治
待遇、工作待遇不再保留。

第二十六条 公务员因公出国出差
的交通、住宿标准以及办公用房标准等
待遇，不与职级挂钩。

第二十七条 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
成员因换届不再提名、机构改革等原因
免去领导职务转任职级的，保留原待遇，
不改变干部管理权限。

第六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担任领导职务且兼任
职级的公务员，主要按照领导职务进行
管理。

不担任领导职务的职级公务员一般
由所在机关进行日常管理。公务员晋升
至所在机关领导成员职务对应的职级，
不作为该机关领导成员管理。

第二十九条 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
职务与职级的对应关系，公务员担任的
领导职务和职级可以互相转任、兼任；符
合规定资格条件的，可以晋升领导职务
或者职级。

第三十条 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
类、行政执法类等不同职位类别公务员
之间可以交流，根据不同职位类别职级
的对应关系确定职级。

第三十一条 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公
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不得违反规
定设置职级，不得超职数配备职级，不得
随意放宽职级任职资格条件，不得违反
规定提高或者降低职级待遇标准。对违
反相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党委或者公
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
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
处理或者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机关（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
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组
织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2006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实施方案》附件四《综合管理类
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管理办法》和
201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同
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中办印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

一个学习活动心得，写两页半不
过关，凑足三页才算“深刻”。这多出
的半页纸非但与“深刻”相去甚远，反
显出形式主义的荒唐，更表明中央发
专文为基层减负的必要性、重要性和
紧迫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手

中小小的笔记本成为如山重负。凡
有活动必有“专属”笔记，凡是笔记
必要“严格”检查。一些乡镇干部手
头甚至备着十多个笔记本，专本专
用，应付不同检查事项。在农村，一
些年纪大的党员眼花手慢，为了凑
够整个支部的笔记本数量，只能让
年轻党员挑灯夜战换着字迹多抄几
本。而所谓“严格”检查，无非就是
看字迹、数页数，走过场。一名干部
反映，写了两页半的学习心得被批

评不够“深刻”，得再“划拉”半
页才能过关。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不
断增强干部的学习本领是事
业发展的要求，营造干部学习
环境的努力确实应该提倡。
但如果仅仅“为活动而学习”

“为检查而记笔记”，就是我们
在各类学习中反复批评的形
式主义了。检查乡村“生态宜
居”，不在村里转，却一头钻进

办公室查乡村振兴学习笔记；同
一个文件，省、市、县各传达一
遍，基层干部就得连抄三遍；有
的地方，笔记好坏甚至影响干部
考核升迁。笔记越来越厚，干的
事却越来越少。

形式主义歪风的根子在错误
的政绩观，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为百姓实干，这样的工作越努力
越勤奋，与我们奋斗的目标就南
辕北辙。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好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各项任务艰巨繁重，需要的是
撸起袖子、扑下身子去奋斗；需要的
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半页纸的“深刻”远不如迈入群
众的门槛、坐上老乡的炕头、聊进百
姓的心坎。基层检查要多往群众中
间跑，听口碑而不是查笔记，让跑腿
干活的脱颖而出，为干部创造实干
环境。

新华社太原3月27日电

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的笔记本成为如山重负——

多写半页显“深刻”不如炕头去坐坐
直击时弊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7日电（记者罗江） 我国中央
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已全面完成，已有83家央企建立了规范
的董事会，有 46 家央企对 3300 多名经理实现了契约化管
理，在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行了股权激励。在此间召开
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如是表示。

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国资委大力推进外部董事
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有83家中央企业已经建立了规范的
董事会；针对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完善，着力在市场化选人用
人、强化中长期激励上下功夫，有46家中央企业对3300多
名经理人实现了契约化管理，在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行
了股权激励；针对国资监管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取消、下放、
授权了一批监管权力，另一方面，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的监
督，加大违规责任追究力度，不断提高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83家建立董事会

肖亚庆：

央企公司制改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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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
在上述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taobao.
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其中动产于2019年4月15日10
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于2019年4月29
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现公告如下：

一、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北区银河湾第一城2幢乙单元1803（实

际门牌号为2003）室（建筑面积147㎡）
二、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
（1）常州市新城首府2幢1703室不动产（建筑面积

187.12㎡）
（2）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88号丰隆城市生活广场3

幢723室（建筑面积136.27㎡）
（3）机床设备5台（详见标的页面）
三、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其中不动产于

2019年4月30日10时起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
竞价：

（1）常州市春江镇圩塘新村五村10幢丁单元301室
不动产（建筑面积125.36㎡）。

（2）福田时代驭菱载货汽车一辆(详情参见淘宝页面)。

（3）常州市天宁区工人新村北27幢乙单元不动产（建
筑面积375㎡）。

四、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拍卖标的：不动产于2019
年4月30日10时至次日10时止（延时除外）展开竞价：

（1）常州市凯凯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集体土地使
用权、部分厂房及围墙等附属设施

（2）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乐路6号高桥新村4座602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68.1平方米）

（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乐路6号高桥新村4座601
室不动产（建筑面积：96.7平方米）

（4）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枫叶花园9号101室不动产
（建筑面积140.75平方米）

（5）常州市天宁区江南公寓5号1502室不动产（建筑
面积：36.36平方米）

五、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卖须知、拍卖
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网址：sf.taobao.com）和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
查询。

六、联系电话：0519-83980990
监督电话：0519-85579358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司 法 拍 卖 公 告

新华社银川 3 月 27 日电（记者艾福梅）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宁夏建
立教师退出机制以来，符合条件、自愿申请的
6155名教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腾出的编
制全部用于补充年轻教师。

据了 解 ，宁 夏 从 2011 年 起 建 立 教 师
退出机制。根据相关办法，对年龄偏大、
长 期 有 病 且 不 适 应 教 育 教 学 要 求 的 教
师，由相关部门做好分流工作；对 3 年内
工 作 年 限 满 30 年 ，或 距 退 休 年 龄 不 足 5

年且工作年限满 20 年的，可申请提前退
休。

老 教 师 退 出 腾 出 的 编 制 用 于 补 充 新
鲜血液。近 10 年，宁夏累计补充教师 2.5
万余名，占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 37％，
教师队伍平均年龄比 10 年前降低了 4 岁
多。2013 年，宁夏开始实施地方公费师范
生 项 目 ，累 计 定 向 培 养 中 小 学 教 师 1400
多名，重点解决了音体美等学科教师短缺
问题。

宁夏还多举措稳定乡村教师队伍，一方
面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乡村教师的补贴
标准，山区人均达到 900 元，川区达到 500
元，最高的补贴标准能达到 1800 多元；另一
方面对连续在农村中小学工作 15 年、25 年
且目前仍在岗的6674名教师，不设门槛和职
位限制，直接晋升中、高级职称。此外，宁夏
实施了乡村骨干教师支持计划，各市、县（区）
每年按 10％的比例评选认定乡村骨干教师
并给予奖励补助。

腾出编制全部用于补充年轻教师

宁夏实施教师退出机制——

六千余名教师提前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