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务员制度》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公务员制度

课程英文名称: Civil Service System
课程号：305030033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

开课学期：秋

总学时：54 学时（理论教学 48学时，实践教学 6学时）

学分：3

先修课程：公共行政原理

面向对象：行政管理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理论教学，系统地了解和把握我国公务员管理中从录用到退出等各个环节的制

度规范，掌握国家对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知识与方法，领会其与西方不同的制度价值。

2、通过课堂模拟和实验教学，全面了解和认识我国公务员的角色和职能，培养学生自

觉遵守制度规范的态度，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从政观。

3. 以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精神为导向，促进学生思考和探索解决我国公务员现行管理

面临的难题和问题，为之后有志于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与能力训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

义、基本功能、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全面了解我国公务员的角色与职能，为人力资源与管

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外国行政制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 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务员制度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公务员制度的意义、方法

2. 公务员的概念界定和适用范围：公务员的概念；各国公务员不同的适用范围；我国

公务员的适用范围。

3．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与建立过程；我国科举制度的兴衰

过程；建国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过程。

4. 公务员制度的特征：西方公务员制度的特征；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2．掌握公务员的概念与适用范围，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不同的制度特征。

作业：

1．在干部、公务员、文官、政府雇员、公共雇员、政府职员概念中，哪个概念能够确



切地表达公务员概念？

2. 各国如何界定公务员的范围？

3．公务员制度等同于公务员法吗？为什么？

4．说明中西方公务员制度基本特征之差异，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理由。

5. 为什么说党管干部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原则？

知识单元 2：公务员考录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公务员考录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的考公热潮。

2. 初任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资格条件、考录的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状况，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所需的资格条件与基本程序。

作业：

1. 分析目前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之区别。

2．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3．请分析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的各种歧视的表现形式，并分析其成因。

4．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之区别。

知识单元 3：其它公务员录用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除考录之外，各国其它方式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介绍。

2. 我国公务员调任制度：概念、概况等。

3. 我国的公开选拔制度介绍。

4. 我国的公务员聘任制度：改革与试点。

5. 我国军队转业干部转任公务员情况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除初任公务员考试录用之外，其它多样化的公务员录入制度概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的概念界定，理解公务员聘任的意义。

作业：

1. 什么是公务员调任？与公务员考任有何区别？

2. 如何认识与评价我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

3. 请找出现实中的公开选拔案例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

知识单元 4：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职位、职级、职等、职位说明书、职等说明书、职位

管理等等。

2. 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方法与利弊比较分析。

3. 我国公务员的职位分类情况：依据《公务员法》规定而建立的职务——等级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职位设置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掌握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体系的划分。



作业：

1. 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请从职

位管理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何在？

2. 有人认为，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就是西方的品位分类制度，你是否同意该观点，为

什么？

3. 如何区分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

知识单元 5：公务员任职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选任制公务员的产生、任职与罢免。

2. 我国委任制公务员的职务任免。

3. 我国聘任制公务员的选聘与解聘。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不同类型公务员的职务任免形式。

2．掌握我国非政府组成人员中的任免权界定和选任制中的选任程序。

作业：

1. 有人认为，中国的领导干部实行的仍然是终身制，你同意这种观点么，为什么？

2．请问如何加强对干部任免权的监督与约束？

3. 从任免制度的角度看，人事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那些环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4．你认为聘任制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完善哪些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单元 6：公务员权利与权利救济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权利的概念、意义、《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权利内容，包括获得工作条件

权、身份保障权、获得报酬权、参加培训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申请辞职权、其他

法定权。

2.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的两种主要制度：申诉与控告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的基本权利，理解《公务员法》的法律意义。

2．掌握申诉与控告所适用的范围与基本程序。

作业：

1．根据权利三要素理论对公务员的各项权利进行分析。

2. 你认为公务员到底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为什么？

3. 公务员是否应该“出让”一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什么？

4. 请对我国申诉与控告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评价其权力救济作用与局限性？

知识单元 7：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工资的概念、构成；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公务员工资

制度的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2. 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公务员福利的概念与福利项目；目前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改革

3. 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公务员保险的概念与保险类别；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改革与

社会保险制度的并轨。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工资福利和保险的基本状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掌握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的基本概念、区别及其在公务员保障中起到的作用与

意义。

作业：

1．请分析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对工资制定的意义和作用？

2. 你认为我国公务员工资是否体现工资体制的基本原则？并评价目前的工资制度改革。

3. 你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的福利状况究竟如何？

4. 公务员保险项目是否能够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

知识单元 8：公务员培训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培训及培训制度的概念、意义。

2.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基本原则、分类、内容与科目。

3.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管理机构与施教机构；发展历程与改革思路。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培训对公务员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各国公务员培训的情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分类、内容与公务员培训改革的方向。

作业：

1.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种类有哪些？

2. 如何看待我国对基层官员进行的大规模集训？

3.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海外培训官员的做法？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实践对我国改革公务员培训有何借鉴？

知识单元 9：公务员职位交流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位交流制度对公务员培养的意义与作用。

2. 转任的定义、意义、形式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3. 挂职锻炼的定义、意义，实践中的问题和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除调任外，转任和挂职锻炼等职务交流形式对培养公务员的意义和作用。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转任、挂职锻炼等不同形式职位交流的区别及实践情况。

作业：

1. 请详细地分析调任、转任与挂职锻炼三种交流形式各自的利弊。

2. 如何看待目前公务员职务交流中的困境？请结合改革中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解决

方案？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考核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考核及考核制度的涵义；考核的范围与原则。

2. 公务员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与程序

3. 公务员考核结果及其使用。



4. 对我国公务员考核实践的思考及考核制度改革的思路探讨。

5. 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基本状况，能深入思考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核的内容、程序及考核结果的使用。

作业：

1. 请思考公务员考核如何实现公平与客观？

2. 结合目前公务员考核的实践与改革，阐述我国公务员考核的问题与对策。

3. 如何借鉴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经验？

知识单元 11：公务员奖励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奖励及奖励制度的涵义及意义。

2.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条件与权限。

3.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种类、程序与撤销。

4. 对我国公务员奖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思考。

5. 国外公务员奖励制度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奖励制度的基本状况，思考公务员奖励中存在的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种类、应用与撤销。

作业：

1. 如何看待“廉政保证金”对公务员廉政的激励作用？

2. 如何解释现实中屡屡出现的贪官贪誉现象？

知识单元 12：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职务升降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与意义。

2. 关于公务员降职：含义、事由、程序与现实中的问题

3.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条件、程序

4.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几种途径

5．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职务升降的现状，尤其是职务晋升的现实。

2．掌握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与程序，探索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路

径。

作业：

1. 公务员降职是一种处分吗？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公务员降职？

2. 公务员实现职务晋升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3. 结合目前公务员实现晋职的途径，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职务晋升制度的激励功

能？

知识单元 13：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义务与纪律的涵义；义务、纪律、责任的区分。

2. 我国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

3. 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条件、形式、处分期间与解除。

4. 我国公务员惩戒制度中的问题与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义务、责任与纪律的主要内容；理解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的区别。

2．掌握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形式、种类、处分期间与解除。

作业：

1. 请区分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

2. 依法行政的义务和服从命令的义务是否冲突，为什么？

3. 公务员行政处分有哪些形式，处分的解除能在处分期间进行吗？

4. 如何保持公务员惩戒与权利保护的适当平衡？

知识单元 14：公务员政治、道义责任追究与回避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政治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2. 公务员道义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3. 引咎辞职制度的涵义、意义与在中国的实施。

4. 公务员回避的涵义、意义、形式及其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除行政惩戒外，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及回避制度对公务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与意

义。

2．掌握政治责任、道义责任、任职回避、公务回避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作业：

1. 请问对于违反公务员义务和纪律的公务员，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有可能追究其他

什么形式的责任吗？

2. 什么是公务员的政治责任？其追究方式有哪些？

3. 公务员回避分哪几种？你认为回避的制度设计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

4. 什么是引咎辞职？请结合近年来我国引咎辞职的实践，分析其实质性意义。

知识单元 15：公务员退出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2. 我国公务员退休的概念、种类、条件与管理。

3. 我国公务员辞职的涵义、特点、原因、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4. 我国公务员辞退的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意义以及各种退出途径的现实状况。

2．掌握公务员辞职与辞退的条件与法律后果；公务员退休养老社会化改革的意义。

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建立与完善公务员退出制度的意义？

2. 请举例说明公务员辞职的原因？

3. 结合实际阐述如何完善改革公务员退出制度，优化退出机制？



知识单元 16：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美国等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动因与背景。

2. 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3. 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趋势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2．掌握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大趋势。

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动因？

2. 结合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实践，评述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 个，共 6 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我国公务员考录。组织学生从发布招考公告到进行公务员笔试、面试、

录用等全过程进行模拟。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规范；研究如何实现公务员考录的公开、公平与

择扰；初步体会公务员考试笔试与面试。

实验 2：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公开选拔的全过程。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对公开选拔公务员的一系

列过程进行模拟体验。

实验要求：熟悉公开选拔公务员的过程；研究公开选拔公务员的制度设计；掌握除初任

公务员考录进入公务员系统外，其他的进入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公务员的基本概念及适用范围；公务员制度的概念及中外公

务员制度发展历史与特征比较。
3

2.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一：公务员考录的原则、条件、程序等相关制度

规范；国内外公务员考录制度借鉴。
3

3. 实践教学：初任公务员考试包括笔试、面试的模拟演练 3

4.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二：调任、公开选拔、聘任、军转等其它录用制

度的相关规范；探讨现实中的公开选拔与聘任制改革。
3

5. 实践教学：模拟公开选拔的全过程，体验与研究该制度设计的利弊。 3

6.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一：职位分类。公务员职位分类的意义、基本原

理、种类及利弊比较；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具体规范及方法。
3

7.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二：任职制度。对除考任制度外的公务员任职制 3



度的介绍，包括选任、委任、聘任等；对公务员兼职的讨论

8.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一：公务员权利与救济。权利的概念与特征；我

国公务员权利规定；申诉与控告等权利救济
3

9.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二：工资福利保险。分别介绍工资福利保险的概

念与适用范围，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4

10.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一：培训制度。培训的概念；公务员培训的原则、

程序、结果；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实践；中外比较。
3

11.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二：调任、轮岗与挂职锻炼。重点介绍轮岗和挂

职锻炼的意义、概念、规范及我国的实践与改革
2

12.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一：考核。考核的概念、意义、原则、分类、程

序、结果及使用，现实中考核面临的问题。
3

13.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二：奖励。奖励的条件、种类、形式等相关规定；

现实中奖励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分析。
3

14.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三：职务升降。关于职务升降的原则、条件、形

式、结果等制度规范；对现实中的公务员职务升降存在问题探讨。
3

15.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一：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公务员

义务、纪律的概念、相关规定；公务员惩戒的条件、种类、形式、

程序、结果等。

3

16.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二：公务员政治与道义责任追究。政治责任

与道义责任的涵义、责任追究方式和途径；重点在领导干部辞职制

度。领导干部辞职的原因、种类，尤其是对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三：公务员回避制度。有关回避的概念与适

用范围、意义、现实中回避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3

17.
公务员退出制度：公务员退出制度建立与发展的意义；退休、

；退 ； 、 式“义 度制度 途义
定轮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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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角色扮演和模拟

教学手段：

1. 口头讲解，多媒体、视频音频和网络技术等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桌子的座位能自由移动的教室、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依据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学习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教材选用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教学选用教材和参考书，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结合教

学实践和经验，自主编写出版《中国公务员制度：理论与实践》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如海著《公务员制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俊生著《中国人事制度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

2. 舒放、王克良主编《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3版

3. 李德志著《公务员制度》，科学出版社，2013 年 6 月 第 1版

4. 张旭霞、包法宝编著《公务员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执笔：王丽莉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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