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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制度发展滞后，专业化程度不高。现有职称及职业资格系列与科技馆人员主

体工作内容和核心职责不符合，现有专业技术职称复杂、零散，没有形成全国行业内的统一规范和标准。科技
馆专业人员评价在编制管理、职务体系及聘用方式等方面要遵循行业特点，下放人事自主权，逐渐从行政管理
模式转型到公共服务采购模式。评价标准要基于规范的胜任素质模型的思想进行动态维护和发展，充分发挥行
业组织的作用，逐步完善行业管理，加强评审专家和人事管理干部的人员评价专业能力的建设，适度考虑专业
技术职务评价与职业资格制度之间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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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development and low specialization exist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professionals in China. Discrepancy presents between the main job content/core functions of S&T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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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科技馆在数量、规模方面发
展迅猛。综合科技部和中国科协分别组织的相
关统计数据，我国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约有
900 余个 [1]。在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人才队
伍建设成为科技馆发展的关键。业内专家根
据现有的统计数据估算，目前科技馆科普专
职人员约有万人，根据发展历史、自身定位和
核心职责，科技馆的主要活动是针对社会公众
的科学传播和教育活动。其从业人员主要包
括：从事科技馆决策与管理工作的高层管理者
和中层管理者，从事展览的策划、设计、展品
的策划与设计的人员，以及从事各类科学教
育活动的人员，如展厅讲解员、科技辅导员。
其中，包括科普研究和科普作品及展品的策
划、创作、设计制作人员不足 1 000 人[2]。
那么，科技馆从业人员是否具有专业化属
性呢？
一个职业成为一种“专业”，国际通行标
准是要求从业人员[3]：
（1） 经过一定时期的专业培训。
（2） 具有专门的知识与技能。
（3） 具有服务重于报酬的意识。
（4） 具有相当的专业自主权。
（5） 有自己的专业团队和明确的思想信条。
结合科技馆从业人员的核心工作职责及
其任务特征，分析其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工作
的类型，将科技馆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以及
完成其任务所需要的任职资格，与专业人员
的要求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科技馆的绝
大部分从业人员是专业人员。其完成任务是需
要独特的技术资质的，也是需要持续不断地保
持其专业能力的。应当具备专业人员的素质，
同时，其能力也应当被给予公正的、规范的、
科学的、权威性的评价。
而目前，我国科技馆乃至整个科普场馆行

业没有统一的行业主管部门，专业人才评价、
培养、激励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制度建设[2]。
科技馆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认定与评
价，是科技馆行业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之一，将对人才队伍建设起着重要的引领作
用，同时，该评价也会对科技馆专业人员的
教育、培养、发展以及其激励与保障等产生
深远影响。
我们运用了深度访谈法、问卷法、小型座
谈会等研究方法。选取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
馆、江苏省科技馆、南京科技馆、云南省科技
馆、贵州省科技馆、广西科技馆、宁夏科技
馆、合肥科技馆、内蒙古科技馆 10 家科技馆
为样本，进行实地走访，对重点科技馆馆长及
岗位从业人员进行了 37 人次的深度访谈，对
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
建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文在调研相关重点单位并访谈相关专家
意见的基础上，探讨科技馆专业人员的工作属
性，结合中国现有的专业人员评价制度的一般
特点，分析现有的科技馆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
职称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讨论科技馆专业人
员评价制度应有的原则和发展方向。结合其他
类型的人员评价和认定的经验，讨论科技馆专
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价和认定工作所需要
的制度建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制度现状及问题
2.1 专业人员评价的原则、制度特征及评价模式

专业人员评价制度，特别是专业人员的专
业素质 （technical competence） 评价制度，是
确保专业人员管理体系有效的基础所在，同
时，也是保证该行业的专业服务质量和服务对
象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范围内，规范化、标
准化、制度化成为专业人员所服务的各个领域
的共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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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测评应遵循的原则 [4]：科学性与实用
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精确与模糊相
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职位评价的原则[5]：系统原则，实用性原
则，标准化原则，能级对应原则，优化原则。
专业人员的能力鉴别和人员评价系统，应
当具有以下特征：
具有足够的客观公正性。评价内容和流程
是基于相关的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标准本身不
受其他非业务因素的影响。
评价本身是科学的，能够有效区分不同技
术素质的人。在专业人员的人员评价系统中，
被认可的从业人员，是拥有能够有效完成相
关专业性工作的基本素质和条件的。
评价本身是具有权威性的。其评价结果是
可靠的，会被从业人员的雇主、同行、顾客和
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公众采信的。评价本身的客
观公正、科学是其权威性的基础。
专业人员评价的主要模式，一般采取职业
资格认证制度和专业技术职称评价制度。
第一，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这是世界各国
普遍推行的专业人员评价制度，其大体可以分
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竞争性分权管理，由自由
竞争产生的各种非政府性证书机构来推行和
分别管理职业资格证书；另一种是非竞争性
集中管理，由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权威机构
来集中统一地推行和管理职业资格证书。西
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分权管理方式，东方大多
数国家采用非竞争性方式。
中国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自引入以来一
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我国自 1990 年以后实
施专业技术资格和 1994 年开始推行职业资格
制度以来，人事部和劳动部管理体系共有 120
多个职业实行了资格准入标准，580 多个职业
实行了一般性从业资格标准，实施的专业技
术类的职业资格，包括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
格共 58 项 （其中准入性职业资格 40 项，专业
技术职业资格 9 项）。职业资格认证呈现出多
个主管部门、多家机构、多条渠道共同进行认
证与管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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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业技术职称评价制度。这是衡量
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或专业技术水平的一种
称号。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
业技术水平而言，它也是一种对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专业胜任水平进行衡量的制度。在中国人
事制度管理体系中，专业技术职务或是专业技
术职称，在一定程度上与工资收入紧密挂钩，
因此，一定的专业技术职称还与一定的职务等
级工资相对接。
现阶段，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编制管理采
用不同的事业单位分类管理，在公益性的全额
拨款的事业单位中，出现了进一步强化专业技
术职称与岗位任用和收入决策之间的关系。一
方面，人事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为了进一步强
化对事业单位的管理，严格了事业单位的编制
管理和人事成本管理，并在事业单位工资制度
中，将专业人员的岗位薪点薪级工资与专业技
术职务的聘任情况紧密关联。而在部分以收支
两条线管理模式来界定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
的地区和领域，则更进一步地深入细化到具体
的专业人员岗位职务体系，细化到具体的不同
职务级别的编制数和岗位数的管理，以此来严
格全额拨款收支两条线事业单位人员的实际
人事费用和人员管理。在这一背景下，专业人
员的专业技术职称与其个人事业发展、岗位聘
任、收入福利的紧密关联大大提高。同时，专
业技术人员对于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也随之
大大提高。
2.2 科技馆专业人员技术职称评价现状

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国科技馆人员队伍以
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从科技馆的专业技术人员
占总人数的比例看，中国科技馆为 80%以上，
上海科技馆为 70%以上，天津科技馆为 60%
以上，广西科技馆为 75%以上，江苏科技馆
为 40%以上，武汉科技馆为 50%以上。随着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以及财政投入体制的改革
和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及工资制度的改革，科技
馆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其主要的政府财政依据
事业单位编制的财政拨付，是要求越来越多的
科技馆将大部分的专业人员聘为专业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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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而管理岗位人员可以被聘为管理岗位，且
岗位编制严格控制。在这一背景下，科技馆的
整体的专业人员都需要凭借着一定的专业技
术职称获得专业技术人员系列上的聘任。
根据科技馆现有专业人员实际的聘任情
况，主要分为工程、教育、文博类馆员、研究
员系列、群艺馆馆员以及经济师等。其覆盖的
人群如下：
第一系列：工程类。部分初级和中级的专
业人员，其实际从事策划、展品开发和维护工
作和信息技术服务工作，会申报工程系列。部
分人员也在通过多个途径，申请工程系列的副
高以上职称。
第二系列：教育类。部分科技馆鼓励从事
科学教育活动的，包括科学教育活动的策划、
开发 和具体 的科 学教育 辅导老师 和讲 解员 ，
申请教育系列职称，其中主要是教育系列中的
职业教育系列。
第三系列：文博馆员。目前，一些科技馆
如上海科技馆、河北科技馆、黑龙江科技馆、
贵州科技馆都有部分专业人员选择文博类馆
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系列：研究系列。在部分基础相对较
好、科研资源较为丰富的科技馆，也有部分专
业人员申报的是研究系列。包括社会科学研究
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技馆、上
海科技馆等。
第五系列：群艺馆馆员。部分科技馆的专
业人员，特别是从事展厅讲解的专业人员、科
普剧开发和表演、科学实验演示的人员则申请
群艺馆馆员系列。目前，江苏科技馆、浙江科
技馆以及贵州科技馆都有部分人员申请的是
群艺馆馆员系列。
第六系列：经济师或其他职业资格证书。
有些科技馆的专业人员在无法找到合适的专
业技术系列和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后，则开
始申报与自身工作无关的经济师等职称或是
人力资源管理师等职业资格证书。
2.3 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根据对行业内科技馆馆长的调研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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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机构专业人员、人事干部的重点访谈和问
卷调研，现阶段科技馆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职
称评价工作存在以下问题。
（1） 现有职称及职业资格系列与科技馆人
员主体工作内容和核心职责不符合。
我国科技馆建设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飞
速发展，但现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和职
业资格制度发展滞后，缺乏系统的能够与科技
馆从业人员的工作相匹配的专业系列以及相
应的评价标准，其后果是：
专业技术职称评价工作不但不能促进业务
能力的提高，反而会分散专业人员的精力。同
时，加大了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机构人事部
门也不得不在多个不同系列的职称专业委员
会之间多次沟通和协调。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名称本身与其实际工作
名不副实，造成了专业技术职称这一专业性的
能力评鉴系统本身的系统失灵。目前的科技馆
采用的专业技术职称评价结果是无法被岗位
聘任和薪资决策采信的，但是，现有的人事制
度却使得科技馆机构和个人不得不采信，这
样，最终扭曲了评价标准，加剧了不平等。结
果，不钻研业务、不注重与科技馆核心业务有
关的知识学习的人，却有更多时间去准备各类
职称考试，并有可能得到更高的职位、更高的
收入和福利。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评价制度无法带给专
业人员稳定的发展预期和专业技术职称晋升
的积极预期，严重阻碍了专业人员正确的职
业认知和职业态度的形成，并大大降低了提
高专业素质的意愿，最终挫伤了专业人员的
积极性。
（2） 现有专业技术职称复杂、零散，没有
形成全国行业内的统一规范和标准。
这样的情况不利于科技馆行业的科学的行
为规范的形成，不利于科技馆的业务活动的相
关标准和规范通过能力评价以及基于能力—
绩效的任用和酬劳体系来强化。同时，不利于
科技馆从业人员职业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另
外，还不利于提高与科技馆和其他科普事业有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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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主管部门的权威性和实际的影响力。

3 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的改进意见分析
3.1 科技馆负责人意见

根据对科技馆馆级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
的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科技馆对专业人员
评价工作改进方向的意见主要为：
多数科技馆希望在科技馆的专业人员评
价中更多采用专业技术职务评价制度，以保
证相关的人员评价的结果能够得到政府财政
部门、人事管理部门的采用。
部分科技馆及部分从业人员建议可以在
采用专业技术职务评价制度的同时，也考虑
引入行业性的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制度，开
展由行业主导的职业能力评鉴活动。
约有 70%的科技馆建议单独设立科学普
及类的专业技术系列，包括科技馆类、其他科
普场馆类、学校科学教育类、其他科普类，以
提高科学普及工作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投
入。也有约 10%的科技馆建议在现有的馆员
系列中单独设立科普场馆类系列。
3.2 科技馆从业人员意见

根据对行业内重点科技馆的调研，结合小
型座谈会、人员深度访谈等获得的信息，我们
归纳了科技馆从业人员对专业人员评价工作
改进的意见主要包括：
希望更多采用专业技术职务的评价制度。
其主要理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评价结果更加
具有权威性，较为容易被科技馆的主管部门、
财政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采纳，并与其职务
聘任、薪酬福利挂钩，从而使得专业人员的评
价真正起作用。
从业人员强烈希望科技馆行业有一个统
一的符合科技馆发展实际的专业技术职务的
评价，尽快解决困扰他们多年的职称晋升问
题，并给出他们较为明确的职业发展方向。
从业人员希望科技馆专业人员的专业技
术职务系列尽可能是在现有的专业技术职务
系列的馆员系列中增设科普场馆类馆员系列，
以提高该项工作推进的可行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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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希望科技馆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
职务系列的评价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大多数从
业人员，特别是资深从业人员希望该项工作是
由国家层面上的行业主管部门来组织，相关的
副高以上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由国家级的行业
性机构或是行业性主管部门组织。而初级、中
级的专业技术职务的评价工作则由省级的对
应机构或是部门组织。考虑到全国性评价的组
织成本和人员参评的成本，大多数从业人员建
议由国家组织，委托地区性的 （按照大片） 行
业性的专门评审组织来具体实施评审工作。
3.3 总体意见分析

综合科技馆及其从业人员对于科技馆专业
人员评价工作改进的意见，可以得到以下基本
结论：
专业技术职务评价制度应当是现阶段的主
流制度，可以适当考虑国家级的行业性的职业
资格制度的引入，开展行业性的职业能力评价。
科技馆的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在现
阶段设置在馆员系列内，设立独立的科普场馆
类 （或科普类） 馆员系列。在未来，则应该单
独设立科普类的大系列。
该人员评价应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可以
由国家级的行业性机构开展副高以上的专业
技术职务的评价工作。而省级对应机构则应开
展初级、中级的人员评价工作。

4 科技馆专业人员技术职务认定制度安排的
对策建议
科技馆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认定需要与
现有的科技馆相关的人事制度和人才培养等
制度进行一系统对接，同时，也需要在全国范
围内建立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认定与人员评
价的相关能力体系、资源平台以及相应的权益
维护与保障制度。
在此，我们结合相关重点单位的调研和相
关的专家意见，结合其他类型的人员评价和认
定的经验，讨论科技馆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
评价和认定工作所需要的制度建设，并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

跃跃跃

实践新知

4.1 编制管理、职务体系及聘用方式要遵循行业特点

莫

扬

沈群红

温

超 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制度研究

4.2 下放人事自主权，逐渐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型

管理制度下，确定相关职务职数和编制结构设
置、评价标准和薪酬制度的过程中，要最大限
度地倾听科技馆的建议和意见，并在人事制度
的推进过程中，给予基层单位基于自身特点和
人员现状来实施的自主权。
第二阶段：在科技馆提供公益性的科学展
示教育活动这一定位不改变的情况下，进一步
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科
技馆的关系，采用政府采购科技馆所提供的公
共科学教育活动的方式来推进公共服务采购
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的财政投入、人员编
制投入，采用以下基本方法：
（1） 根据科技馆的定位、规模、服务人群
总体数量确定政府基础性投入，包括基本维护
费用、展品更新费用和人员基本费用。
（2） 对科技馆采用公共服务数量、质量和
开展重点项目的年度绩效计划的基础上，采用
基于绩效的预算管理和人员费用投入方法，给
予基于绩效计划的年度追加投入。
（3） 在年度绩效评价中，对科技馆的实际
的公共服务数量、质量、项目的年度计划实现
情况和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
果与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和来年的补偿性的预
算投入相结合，并将此作为未来 （一般每 5 年
一次） 单位人员编制和机构规格调整的依据。

到公共服务采购模式

4.3 评价标准要基于规范的胜任素质模型的思想

在现行的科技馆的人事管理和人员评价
中，较为强调人事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行政
主管部门在科技馆的编制确定、薪资决策等
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而较为严重地忽略了
基层单位人事自主权的重要性。而科技馆和
其他类型的科普场馆都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
的专业组织，且每个科技馆都有其基于自身战
略定位和当地的科学教育的实际需要所形成
的业务模式和内部分工格局，因此，在人事管
理中要最大限度地尊重科技馆的人事自主权，
给予其在人才聘任、人才评价、人才激励和人
才绩效管理上更大的自主权。要实现此政策目
标，可以分两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在现行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人事

进行动态维护和发展

在科技馆的人员管理中，人员编制的确定
要最大限度地遵循科技馆的行业规律和行业
特点，采用科学的职务体系，推进该行业的人
事制度创新，要做到以下三点：
加大人员构成中专业人员系列的编制数，
同时，适当提高中高级专业人员的专业编制
数的比例。
在横向的职务分类的名称采用上，尽可能
体现科技馆行业的特色，可以分为科技馆展览
策划与设计系列、科学教育系列、业务管理系
列、技术服务与维护系列。
充分考虑到科技馆专业人员工作本身的
综合性，以及科技馆工作多以项目管理模式
采用跨业务部门组织的特点，允许人员的聘
用可以采用复合型聘用的方式，也就是可以
采用一个专业人员，以某一子系列为主要岗
位，以另一子系列为辅助岗位的这一模式。这
本身符合科技馆工作的特点，同时，也是未来
事业单位，特别是公益性综合性服务提供类型
的事业单位的基本特点。因此，人事管理部门
和科技馆的主管部门应当推动这一人事制度
创新工作的推进，从而为科技馆以及整个科
普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人员评价标准和人员评价是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指引，对于科技馆事业的人
才队伍建设和科技馆专业人员的个人生涯发
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人员评
价标准要尽可能科学合理。为了保证人员评价
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建议加强人才管理中
的胜任素质模型思想的运用。
一方面，基于胜任素质模型思想，确定人
才评价的要素、指标体系，设定相应的标准。
另一方面，运用胜任素质模型对现有人才队伍
进行实时动态评价，及时发现从业人员的战略
性差距，并在人员评价标准中及时调整和强化
与这些战略性差距有关的评价指标，以促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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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发展与业务需要之间的匹配。
4.4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逐步完善行业管理

我国的科技馆以及整个科技类博物馆行
业的行政主管是跨系统、跨部门的，其建设
及行政管理分别由不同级别的科协、科技管
理、文化、教育等多个部门实施，而科技馆行
业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文博、教育、科研、文化
机构甚至不同于其他科技类博物馆的独特理
念、社会服务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
的行业管理体系。这种状况也直接影响到科
技馆行业专业技术职务认定的制度安排、组
织实施。
科技馆专业人员有行业独特的职务特点
及素质要求，必须遵循行业规律建设专业人
员评价体系。在目前行业管理缺位的情况下，
必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及专业委员会
等行业组织的作用，遵循行业规律科学地制
定全国性的科技馆专业人员评价标准和规范，
并且承担组织实施、监督的职责。相关工作也
是建设完善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4.5 加强评审专家和人事管理干部的评价能力建设

基于规范的胜任素质模型思想的科技馆
行业专业人员评价标准、科技馆行业专业技
术人员评价制度是理顺、规范行业管理、培养
发展行业队伍的新事物，科学的专业人员专业
技术职务认定对评审专家和人事管理干部有
较高的行业人员评价专业能力要求，为此，应
同样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加强评审专家资源库
建设及评审专家和人事管理干部的人员评价
专业能力培训等工作，以有效实现科学的科
技馆行业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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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管理信息系统。在规范的职务分类体系的
导引下，基于胜任素质模型进行动态评价，并
在此基础上，对全国科技馆从业人员的素质现
状、职称评价情况、收入报酬情况进行有关的
监测，以及时发现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所存在问
题与挑战，并从行业战略发展的高度及时给予
行业制度和政策支持，以保障基层科技馆的人
才队伍建设。
4.7 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与职业资格制度的对接

根据现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现状以及科
技馆从业人员的需求，现阶段主要采取专业人
员专业技术职务评价制度来进行人员评价工
作。但是，可以适度考虑专业技术职务评价与
职业资格制度之间的对接。
在初级和中级层次上，可以尝试使用国家
级的职业资格考试评价的方法与单位内部的
专业技术职务评价方法并轨使用，国家职业资
格考试合格者可以得到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的等级，并拥有相关职务的聘任申请资格。
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地将此延伸到副高和
正高层次的从业人员，举办国家层面上的专业
能力评价，以进一步发挥国家层面上的专业性
的科技馆专业人员能力评鉴机构的作用。
为此，需要做好下述准备：
加强科技馆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研究。
培育国家层面上专业能力评鉴的相关组织
及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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