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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职能部门绩效考核创新
鹿

林

( 山东交通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摘要： 在社会运行中，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组织定位。由于外部需求的变化、相互竞争等因素的作用，组织本身
也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在高校绩效考核实践中，有些指标的考核是常态的，有些指标的考核则是相对模糊和
难以操作，如对职能部门的考核。摒弃常态熟悉的评先进等办法，建立一套考核体系，确定组织目标，对整体目
标按类别分解为不同职能部门的任务，对完成任务程度进行分数认定，按照每个职能部门的得分，对职能部门
任务进程进行排队，得出名次。当任务分解清楚，不同的职能部门以专业化的形式传达和运行着组织的目标任
务时，当考评的指标与组织的整体发展目标要求相吻合时，其积极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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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如政府 、企业、医院、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组织。 在社会运行中，不
同的组织由于从业领域不同，提供了不同的产品或服务，有了不同的组织定位，承担着不同社会的分工。
组织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规模可大可小，规模小时，是以“人”为单位进行分工，具体到某一个人干
什么事情。如规模不大的高校的专业教研室可能仅有几个人组成 ，根据课程的安排，每一个教师具体分
工上哪一门课，由每一个人的工作形成了教研室的整体功能 。当组织不断地扩大，就由以“个人 ”为单位
的分工，上升到以“人群”为单位的分工，那就是部门。 如： 大型或巨型大学的二级学院、职能处室，大型
企业的生产车间、管理科室等，形成了组织规模较大的部门分工。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分解为部门的任
务，部门的任务最终会变为每一个人的分工 ，即岗位的工作目标实现。由于组织的目标是在不断变化的，
职能部门的形态、任务也就会随之变化，职能部门分工必然是动态的、不断地变化的。法律赋予政府规范
社会运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变服务的功能； 由于外部需求的变化、相互竞争等因素的作用，
组织本身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 ，或壮大、或衰亡、或转型等。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市场的力量不断地
［1］

评价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绩效，如： 今天的优强企业，明天就可能衰退。

1

必要性
随着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市场的力量也一定会强化着对高等学校的绩效评价 。任何组织的绩效虽

然表现在外部，其本质是由内部价值链活动的绩效所决定的 ，强化组织内部的绩效管理是组织发展的关
键。如何彰显组织的绩效？ 考核是必须的手段。 在高校绩效考核的实践中，有些指标的考核是常态的，
如对二级学院教学、科研等等的指标容易考核，有些指标的考核则是相对模糊和难以操作 ，如对职能部门
的考核。无奈之举，许多对高校职能部门的考核往往是年底相互投票评先进 、或是与一线部门捆绑考评、
［2］

或是笼统评价。

绩效考核不清，激励就不当。考核成为人人都有的普遍性的激励，激励往往就变成了福利。 不能实
现真实有效的绩效考核，就可能诱发职能部门工作偏离组织的战略意图 。
由于职能部门掌握着许多资源的配置权 ，会不自觉地产生官僚习气，显然，这不利于组织的整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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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长期以往，渐渐地职能部门的工作更多的是依赖于人治 ，机制创新动力不足，机制运行失去活力。
实质上，职能部门在组织发展中的作用极其重要 ，有效地确立高校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内容、方式和方
法，既是真实、客观地反映职能部门绩效的过程，也是发现组织的优势、不足和新的增长点的契机，这是本
文的探索点。

2

意义
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来源于哪里 ？ 组织确定了工作目标，对整体目标按类别分解到职能部门，就形

成了各自的任务； 由于组织的目标任务是按专业化分解的，就使得职能部门的工作内容不同。 如高校的
教务处负责教学管理，科研处负责科技研发管理，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管理，后勤管理处负责后勤服务管
理等等。如果按工作内容来考核，显然，职能部门间很难有可比性，不可简单类比。
但是，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处于中心地位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都是要共同紧紧围绕着提升人才培
养水平和质量这一组织目标来展开 、并进行管理和服务的。 当组织目标的实现，分解为不同职能部门的
任务时，是有完成任务的要求的，也就是说要对完成任务的程度进行认定，即： 对每一个职能部门的绩效
是应该考核。完成任务程度的认定，不是指职能部门间对组织相对贡献的认定，而是对职能部门自我工
作进度的认定，如果对其绩效的认定用分数表示，就有了每个职能部门的得分，又由于职能部门得分不
同，就有了职能部门任务进程的排队 ，就产生了名次。正是由于各个部门工作的努力推进 ，才使得组织的
整体绩效不断提升，这就是绩效考核的意义所在。 如果不能使每一个部门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就可能产
生木桶的短板现象。

3

思路
理解绩效考核，首先要明确考核的基础和边界。 高等学校组织结构一般可分为二级学院和职能部

门，由于历史的轨迹，形成了学院、处室等组织的基本构架。绩效考核是基于现状的对职能部门绩效的考
核，至于职能部门的设置是否恰当，这些部门的形式是否都是合理的和必须的 ，部门的人员构成是否合理
等，
是机构设置、定岗定编的问题，不在本文作探讨。 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是对其应承担的任务和完成
任务程度的认定，是对职能部门集体绩效的考核，而没有深入到对每一个人的绩效考核 ，或单位人力资源
［3］

成本的绩效考核，此类考核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应该由职能部门自身完成。

如何对职能部门进行考核，熟悉的办法是评先进，每到年底组织相关人员投票，以得票多少定先进，
简便易操作，也无需由谁承担责任，因为是大家投票决定的。 实际上，这种考核很难做到真实，会由于信
息不全、评价尺度掌握不一、人际间的情感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其结果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客观实际。
另一种方式是建立一套体系，就像一把尺子，对部门的绩效进行度量，虽然职能部门的工作范围、任务不
同，但对于完成工作的程度是可以度量的 ，不同的职能部门就像不同的管道组合 ，以专业化的形式传达和
运行着组织的目标任务，其管道高度相同 （ 级别一致 ） 而流量和介质不同。 考核体系应该努力做成流量
计，来度量各个管道介质的流量，但这种度量是否能够合理，需要深入的探讨和建设的过程，但其进步性
应该在投票之上。如果能够将考评的指标与组织的整体发展目标要求相吻合 ，任务分解清楚，毫无疑问
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高等学校职能部门一般都会有 20 个左右，从教学科研的组织管理，到事无巨细的学生服务、吃喝拉
撒的后勤保障，要建立一套合理的考核体系，考核的指标选择就至关重要。
高校职能部门的工作内容、方式方法等虽然不同，需要考核的指标很多，但面面俱到就会使得考核的
成本过大，如果能够选择几个带有共性的重要指标形成考核体系 ，就会简化考核过程，并带动高校整体绩
效的提升。从高校职能部门工作的逻辑关系分析 ，无外乎保障学校的日常工作运行、突出阶段性的重点
工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等方面，如果以此四个方面组成考核体系，每一个职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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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绩效就可以实现统一丈量，由个性的工作转化为共性的考核。 其中，重点工作区别于二级学院考核
的一个重要方面，可根据高校发展需要确定由职能部门组织完成的年度重点工作 ； 部门根据学校发展要
求和自身优势申报并经学校批准的年度重点工作 ； 创新工作是组织行为创新的重要体现，如： 工作创意、
实现方式、流程改变等对工作绩效的促进等等 ，其目的是为了鼓励各部门大力开展创新工作的研究与实
践，促进学校快速发展，提升办学综合实力，其特征具有先进性、应用性、成果性和综合性。 至于如何设计
体系的构成，各自工作的占比结构，每一个方面的指标细化等等的问题 ，可以依据高校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确定。
只要有了明确的绩效考核结果，也就有了激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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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novation of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U Lin
( Shandong Jiaotong University，Jinan 250357，China)

Abstract: In the social operation，there are different locations for various organizations． Due to external changes
and mutual competitions，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are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their structures． In 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some evaluation indexes are normal and some are
relatively vague and difficult to be dealt with，just like the 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 is shown． The
normal and traditional way for selecting the models is deserted and a whole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is established
to define the target of organization，break down into the tasks of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the general goal，determine the scores by means of the extent of task completion，and finally make
the rankings of functional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ir scores and task process． When the tasks are decomposed
clearly，the task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are conveyed and operated by differ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in the
form of specialization，and the evaluation indexes go with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the
positive effects will be immeasurable．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nctional depart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al goal; task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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