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第 5期 

晤面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总第 244期 ) 

转型期事业单位成员的组织认同研究 

李 升 叶 霁 苗大雷 

摘 要： 从计划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改革意味着事业单位组织进入转型期，以此引发 

了事业单位组织与成员之间关系的转变。该研究基于组织认同的分析视角，采用个案 

研究的方法，从组织权威与组织依附两个维度探讨 了事业单位改革下的成员组织认同 

的特征表现。研究表明，尽管存在事业单位的组织权威延续以及成员对事业单位的路 

径依赖惯性 ，但 由于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改变，行政弱化导致组 织权威下移，成员的组织 

依附由全面依附转向有限依赖，因而事业单位成员的组织认同开始向价值多元化转变， 

这体现了事业单位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改变，表征 了单位组织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制度 

转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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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事业单位就业通常被视为体制内的“铁饭碗”，由于工作稳定性与福利保障性等特征，长久以来 

成为人们选择就业的“热点”领域，体现出人们对其单位制组织的“强烈”认同。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机 

制的导入及发展 ，单位组织进入到从计划走 向市场 的改革转型期 ，事业单位也变得不再是稳定的“铁板 
一 块”。十九大报告也已明确提出，需要深化事业单位改革 ，强化公益属性。改革转型期的事业单位需 

要破除的是制约公益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势必面临单位组织与成员的关系重组问题。那么，事业 

单位改革会如何影响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又将对转型期事业单位的组织成员发展产生怎样的 

结果? 

在单位组织与成员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早期通过对单位组织中的资源与交换分析，指出了组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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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资源获得与服从认同上对单位组织的全 面依赖性结构特征 ，①既表现为行政权力上 的政治性 与强 

制性 ，也表现为资源获取上的全面性与依附性。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发展 ，单位组织与成员 

之间的全面依附关系发生改变，有学者将单位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概括为，个人对单位组织的全面强制性 

依附转变为“利益型依赖”。② 后有研究指 出，事业单位改革 的主要结果就是改变 了事业单位与 国家的 

关系 ，改变了组织成员与事业单位的关系，单位组织的权威不足 以及成员对组织依附的弱化 ，使单位组 

织对组织成员形成了“有限依赖”的治理逻辑。③ 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单位组织转型，已引发单位组织的 

内部结构发生改变 ，并以此引发 了学者们对 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讨论。④⑤⑥ 

关 于单位组织与成员关系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源机会配置变动下 的单位组织结构及制度变动 

方面，而从组织成员的主体出发，基于成员的心理或态度的微观研究仍然有限。在此方面，对成员组织 

认同的研究，为探讨单位组织与成员关系开拓了可行的分析路径。组织认同是个体自我对从属于某个 

组织的同一性感知，是在与所感知的群体组织特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认同模式，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 

形成对组织发展具有积极 的功 能作用。④ 组织认 同强烈且 鲜明的组织成员会更 高地评估 组织成员 资 

格 ，会形成加倍努力的意愿并不易离开组织。⑧ 组织认同表现 了组织成员 的心理归属感 ，反映了组织成 

员与组织在心理上的联结程度。⑨ 可以认为，组织认同体现了组织成员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表 

现在组织成员 的心理与组织行为方面。组织认同关联了认知 、情感 、评价等价值性 内容 ，对成员与组织 

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到重要的功能性作用。⑩ 

从组织认同角度研究中国的“单位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组织认同重构已成为单位组织变迁背 

景下一个真实且急需解决的社会 问题 ，其意义是深深嵌入在 中国特有 的制度设 置与社会结构转型之 中 

的。⑩ 在单位社会 ，单位不仅作为国家分配社会资源 、进行社会 管理的主要方式 ，也决定了组织成员的 

身份地位。学者将单位组织社会成员的形式称为单位制，⑥单位制下的成员组织认同表现为鲜明的“单 

位人认同”或“单位认同”，就业与生活都被印上了鲜明的“单位烙印”。由于国家通过单位对资源进行 

全面且严格的配置，因而“国家 一单位 一个人”是一种全面的、单向的依赖关系，这使得单位成员对单位 

的组织认同是强烈的且无条件 的。@ 或者说 ，单位社会 中成员的“单位认 同”表现为一种“个人 一单位 一 

国家”纵向向上且单一维度的强烈价值性认同，其认知、情感、评价等都立足于“单位”而形成。然而，随 

着单位社会开始向市场社会转型，“国家 一单位 一个人”的联结关系发生改变，这将意味着单位成员对 

单位的组织认同或将发生改变。那么，对于改革的事业单位而言，其成员的组织认同会发生怎样的改 

变?或者说会表现出怎样的特征?为此，本文从组织认同的视角出发，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事业单 

位改革对成员组织认 同的影响表现 ，以此探讨单位社会转 型对单位成员 的影响结果 。 

① 李汉林、李路路 ：《资源与交换—— 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4期。 

② 吴晓刚：《从人身依附到利益依赖》，北京大学 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苗大雷：《事业单位的制度变迁与基层治理：京院的工作环境与权力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78—183页 。 

④ 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社会}2oo8年第 3期。 

⑤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 4期。 

⑥ 李路路：《“单位制”的变迁与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 1期。 

⑦ B．E．Ashforth＆ F．Meal，“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Organization，”The Academy ofManagement Review，Vo1．14，No． 

1．1989．PP．20—39． 

⑧ Van Knippenberg，D．，& Van Schie，E．C．M．，“Foci and correlates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Vo1．73，No．2，2000，PP．137—147． 

⑨ Dutton，J．E．，Dukerich，J．M．，&Harquail，C．V．，“Organizati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1．39，No．2，1994，PP．239—263． 

⑩ He H．，＆ Brown A．D．，“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VoI．38，No．1，2013，PP．3—35． 

⑩ 吴海琳 ：《中国组织认同的单位制传统与当代变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 6期。 

⑩ 路风 ：《单位 ：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 l期。 

⑩ 田毅鹏 ：《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江海学刊}2007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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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与理论研究 

(一)单位社会变迁下的事业单位改革 

“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 

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 的组织化形式 ，其典 型形态包括党政行政单位 、国有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单 

位。① 当前国有企业单位的改革发展较快 ，其基本的改革路径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组织 的管 

理与运作 由完全的国家逻辑转向国家与市场结合 的逻辑。事业单位改革虽在 20世纪末就被提出，但一 

直进展缓慢。从公益性 的组织功能上看 ，事业单位有别于国有企业单位和行政单位 ，更主要是作为政府 

发挥公共服务功能的主要载体 ，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行政化特征 ，内部单位成员的定位依据行政级别和 

行政层级，因此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会与国有企业单位有所不同，改革的实践路径也就存在差异。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维持的事业单位已很难适应市场效率 ，同国有企 

业的改革一样 ，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势在必行。随着 2011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分类推进事业单 

位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事业单位改革方 向及 目标已基本明确 ，并要求未来五年内基本完成分类改 

革。根据《意见》内容，将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 

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对承担行政职能 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 ；对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 

性。由此事业单位被分为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和公益三类，即明确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 

位和 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的性质特征 。其 中，自收 自支单位依靠单位 自身创收且 自负盈亏，资金渠道宽泛 

多源，支付基本不受财政监管，基本走向企业化。而全额拨款及差额拨款单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 

所不同的是差额拨款单位除部分靠财政或上级拨款外，还可以开展 自营业务。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及中 

央政府减政放权的“放管服”要求，从公益一类到公益三类的三者比较来看，体现了市场化程度增强的 

趋势。 

从政策推动的角度来看 ，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就是在资源分配方式上进行改变 ，既保留了计划式的 

财政经费保障方式 ，也发展了有限财政或无财政经费支持的市场机制 。有研究指出 ，事业单位改革与国 

有企业改革存在很大一致性 ，都表现为一个与制度环境趋同的过程 ，目的在于扩大在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 

自身生存的制度合法性。② 也就是说，单位组织的改革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双重发展路径下形成的结果， 

是契合制度改革的自上而下的实践过程，由此引发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由于资源配置方式直接关联 

了组织成员 的利益 ，因而组织改革引起的将是组织成员的心理及组织行为的变化 。 

(二)单位社会影响成员组织认 同的维度 

在影响成员组织认同的重要维度中，组织权威和组织依附是两个核心内容。权威是合法化 的权力 ， 

是一种关于支配与服从的合法性关系。③ 组织权威不仅源 自于对资源控制及使用的制度化模式 ，更来 

自于社会价值的制度化 ，④其表征了合法化的权力与权利关系，是建立在成员 自愿与社会共识 的基础之 

上 ，体现了组织的正统性与成员的服从性。⑤ 组织权威的作用机制不仅仅是 明确 了组织与成员之间的 

契约关系、分工体系等，更是关联了组织成员的目标导向、价值认同等的追随与服从。⑥ 组织依附是指 

组织成员对 自己所在的群体组织的心理依赖和行为参与，组织承诺和留职意愿是组织依附的重要指标， 

①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社会~2009年第 4期。 

② 王彦斌、李兴：《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制度逻辑——基于社会学视野的考察》，《江海学刊12013年第 1期。 
③ Dahrendorf．R．，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59，PP．166． 

④ [美]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第 150—155页。 

⑤ [美]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5—90页。 

⑥ 王利平、周燕 ：《管理过程中的权威作用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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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组织依附则意味着较高的组织承诺和较高的留职意愿。① 组织承诺是成员在组织中单方投入产 

生的维持活动一致性的倾向，②包含了对组织 目标和价值信念的认同以及对组织忠诚等内容。留职意 

愿一般被视为行为承诺的表现形式，如果成员在组织中能够实现 自身利益，就会认同自身工作，并愿意 

留在组织中。③ 

在单位社会中，单位组织成员具有明确的“单位认同”或“单位人认同”，是一种强烈的价值性认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通过单位联结成员的权威性表现 ，即成员通过认同单位组织展现对国家权威 的认 

同；另一方面是源于成员在生活及发展上的对单位组织的全方位依附结果，即成员具有很强的组织承诺 

及组织忠诚感等。单位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不仅单位组织本身在资源所有关系、资源供给关系和权力 

支配关系上由国家赋予制度化的合法性，而且单位组织中的成员在工作及生活保障上也通过制度化的 

体制机制全面依附于单位。单位的组织成员并不具有独立性，其社会生活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等都依赖 

于单位，社会成员通过依附于单位组织而高度依附于国家。④作为组织权威和组织依附的重要结果，组 

织成员身份的稳固性和非流动性是一个重要特征。由于组织成员要靠单位组织提供各种资源，因此基 

本上也就不会有流动的自由。⑤ 单位办社会 的结果就是成员在高度认 同国家制度化权威的基础上形成 

了对单位组织的高度依赖，个体被吸附于单位之中，以此形成结构性依赖式认同，并与国家认同相统 

一

。⑥ 因此，在强权威与高依赖的单位社会中，单位成员对自身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同一性感知是强烈且 

明晰的，由单位身份引发的单位认同体现出鲜明且整合统一的社会价值性特征。 

然而 ，随着单位组织的改革推进 ，单位组织的成员在组织认同上或将发生变化。如已有学者在理论 

讨论中指出，单位制的变迁使“国家 一单位 一个人”模式走向消解，成员对单位组织的认同进入到“集体 

重构”的进程。⑦ 有学者在对 国有企业单位的成员组织认 同研究 中指出 ，国有企业改革后 的组织成员对 

企业依然存在“单位认同”的惯性心理，但其行为表现上则与认同心理分离，⑧即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使 

企业员工的组织认 同发生了改变 ，即便存在“认同”的惯性 ，但组织成员的组织承诺并不强烈 ，而雇佣关 

系体制的改革也使得成员的留职意愿进一步弱化。已有的对国有企业改革下的成员组织认同研究，对 

探讨事业单位改革下的成员组织认同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三、事业单位的个案分析 

(一 )个案概况 

研究个案选取位于北京的国家 x总部直属的全额拨款 T事业单位和自收自支 w事业单位。由于 

难 以完成长时期的历时比较研究 ，选取两个个案 的意义在于将公益一类 的 T单位视为“单位制 ”延续 的 

组织 ，而将公益二类的 w 单位作为走向市场化的转 型单位组织 ，进而对两类不 同的事业单位进行 比较 

研究 。 

T单位是国家 x总部直属的正司局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是接受国家 x总部委托并开 

① Tsui A．S．，Egan T．D．＆ O’Reilly C．A．，“ Being Different：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1．37，No．4，1992，PP．549—579． 

② Meyer J．P．＆Allen N．J．，“A three component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Vo1．1，No．1，1991，pp．61—89． 

③ Tsui A．S．，Egan T．D．＆ O ’Reilly C．A．，“Being Different：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Organizational Attach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1．37，No．4，1992，PP．54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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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业务 、主要承担特殊事项投资咨询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 。目前机构设置编制 35名 ，在职人员 32 

人 。T单位收入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占50％ )、事业收入 (占48％ )及其它收人 (占2％课题收入 )，年平 

均收入达 1500万元左右 ，收支基本持平 ，其 中评审事业支 出占支出总额 的 60％ ，人员经费支 出占支出 

总额的 40％。2011年 T单位按照上级人事部 门要求 申报分类改革方案 ，申请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并于 

2016年经中编办批准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w 单位为国家 x总部所属事业单位 ，是具有事业法人资格 的经济实体 。w 单位实行 自收 自支、自 

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管理制度。主要职能是承办国家 x总部交办的相关事项，促进国家 

物资储备事业的发展。目前机构设置编制 35名，在编人员 31人，聘用人员 11人，合计42人。w单位 

收入来源包括财政拨款(占15％)、经营收入(占80％)及其它收入(占5％)，年平均收入达3000万元左 

右。财务独立核算，自负营亏，基本为企业化管理。其中公共事业成本支出占支出总额的65％，应付职 

工薪酬及改革性支 出占支出总额 的 35％。2011年 w 单位按照上级人事部 门要求 申报 分类改革方 案， 

申请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并于2016年经中编办批准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从 T单位与 w 单位的基本情况对 比来看 ，两个事业单位设置 的编制数是相 同的 ，不 同的是在从业 

人员上 w单位还聘用了 11名编制外人员。如果 T单位按年收入 1500万，其中40％用于人员经费，w 

单位按年收入 3000万，其中35％用于人员经费，那么T单位和 w单位成员获得的年平均收入分别约为 

18．8万元和25万元，即w单位成员的收入获得要高于T事业单位成员，这体现出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组 

织为成员带来 的直接利益是不同的。 

(二 )组织权威与成员组织认 同 

组织权威体现了国家的权力支配与组织成员服从的合法性关 系，包含 了国家对组织 的合法性赋予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组织成员身份建构等主要 内容。单位的组织权威确立 了不同级层成员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制度，以此确立了单位组织的内部秩序和成员的组织 

行为。 

1．单位成员对组织权威认同的下移 

事业单位对成员的组织权威确立，不仅表现在国家通过“单位”配置资源的合法性存在，也表现在 

进入事业单位后的成员稳定终身的身份归属。事业单位改革改变了单位组织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以此 

改变了组织 内部 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这将影响事业单位组织 的权力支配与成员服从关 系。从 自收 

自支的w单位情况来看，单位既在资源获得上更为丰富多样，又在用人制度上更为自主灵活。“我们依 

然会依托国家 x总部这块牌子和平台，相比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更 自主、更灵活，尽管编制内人员比编外 

人员在稳定性方面有优势 ，但编制外人员可 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也不会被体制所拘束 ，对成员 的工作积 

极性会起到重要作用。”(访谈实录：w单位副处长 H)w单位可以依照自身发展的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 

制度来管理整个单位，更加自主与灵活，组织成员对组织权威的认同不再是完全依赖上级部门资源配置 

的组织规制，而是与下级组织运营的状况密切相关 ，由此对 自上而下的权威认同发生 了改变 。“聘用人 

员都是根据合同聘用的，都没有编制，更多是依靠 自己能力做业务，做得好得的也多些。不会一直被绑 

在职位上，不像那些编制内人员对单位有那么强的认同。”(访谈实录：w单位聘用制员工 C) 

联结单位组织的权力支配与成员服从 的根本是“用人制度”，由于“用人制度”关联 了组织成员的切 

身利益，因此成为组织权威的直接来源。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明确了事业单 

位用人制度的改革 ，提出事业单位能够根据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 岗位 ，对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的聘用和管理制度。从调查情况来看，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的主 

要内容就是将用人 的权限逐渐下放 ，计划式的国家或上级部门具有绝对高权威的状态发生改变 ，人员聘 

用及管理等下级部门拥有了相应权力，成员对单位权威的认同转而向下迁移。“中青年干部希望被分 

为二类 ，既有行政权力 ，又有创收 ，身份编制又不受影 响。但老 同志思想相对 固化 ，认为单位转为二类 ， 

不完全依托一级部门后 ，将来就会与一级部门脱钩 ，得不到一级权威部 门的庇护了。”(访谈实录：T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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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处长 L)“在审批权下放的当下，公益一类单位的趋势便是清理整合，前景担忧。”(访谈实录：T单位 

职工 L) 

单位组织权威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组织庇护 ，单位制度构建起组织庇护关系 ，而庇护关系是形成资 

源流动 、权力关系及交换过程的合法化的社会交换模式 ，①是通过强烈的责任感 、义务感及情感纽 带联 

结起来的。T单位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其行政隶属紧密依托一级行政部门，收入来源基本依靠财政 

拨款，工作内容紧紧围绕一级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为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服务，其 自身不需要也不 

能对外承担在国家 x总部业务 以外的任务 。从调查情况可以看 出，全额拨款的 T单位成员 由于对上级 

财政资源的依赖性很强 ，因此单位改革使成员担心失去上级权威部 门的“庇护”，如用人制度上 的差异 、 

“审批权”的下放等 ，从而引发对组织权威认同的动摇 。 

2．成员对组织权威认 同的延续 

事业单位 的组织权威主要体现在体制 内被制度化的国家代表性 、就业保 障性及资源供给性等方面 ， 

尤其是代表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成为组织成员认同组织权威的重要原因。在实地调查过程中，T单位和 

w 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都指出：目前每年参加公务员国考和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的人员数量还是巨大 

的 ，希望进入 x总部这样的国家部 门的人员竞争 比较激烈。尽管事业单 位正在改革 ，但具有国家权 威 

的机关事业单位对求职者 的吸引力依然在延续 ，人们对单位的认 同依 然强烈。“我们 做汇报的单位 均 

是地方主管领导 ，赴项 目现场实地调研时均为各省市领导出面陪 同讲解 ，从 社会地位 、组织影 响等诸多 

方面来看，其对成员的组织归属起到重要作用。”(访谈实录：T单位副处长 s)“x总部在各大部委中属 

实权单位，改革对于我们这种 自收自支单位来讲，只要继续依托 x总部这个牌子，不断创新开展经营业 

务，未来发展应该是不错的。”(访谈实录：w单位人事处长 W) 

从调查情况来看，无论是 T单位还是 w单位，组织成员对国有事业单位作为国家“体制内”组织的 

权威认同依然延续下来。这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事业单位的组织成员仍希望得到权威部门的“庇护”以 

保障自身，另一方面是事业单位组织仍会对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的身份建构产生重要作用。然而，T 

单位和w 单位的组织权威发生效应的状况并不同，T单位成员认同主要依赖组织权威的“庇护”，自收 

自支的 w单位则主要依靠已形成的社会资本来开展业务，国有事业单位的组织权威更主要表现为一种 

可依托利用的“关系符号”，而不再是强有力或唯一来源的制度化权威。 

(三)组织依附与成员组织认 同 

组织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及编制改革等不仅改变 了事业单位的组织权威 ，也影 响了组织成员对单 

位 的组织依附。事业单位改革对组织成员的组织依附 的影响既表现在行政依 附方面 ，这是 由单位组织 

的政治性决定 的；更主要表现在福利待遇的资源获得方面 ，这是 由单位组织的经济功能决定的。 

1．行政依附与组织承诺 

国有事业单位的组织成员的社会定位取决于在单位行政管理体系中的位置，不同行政级别的组织 

成员掌握着不同的行政权力 ，事业单位成员为了达到更高的行政级别而形成对单位组织的承诺 ，从而实 

现 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然而 ，事业单位改革使原来的单靠行政级别确定位置的行政依附发生改变 ，组 

织成员 已不完全被“绑定”在行政位置上 ，市场机制 的进入使组织成员也能够依靠行 政制度之外的方式 

形成认 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区别于行政能力 的市场能力认 同。“改革对我们这种事业单位人员 的流动 

是有很大的决定作用的，行政审批权限的下放等因素会造成单位重组 ，也会导致人员的变化。”(访谈实 

录：T单位处长 L)“编制内人员在职务晋升方面可按行政序列晋升也可按技术序列晋级 ，而编制外人员 

只能按技术类职务晋级，如希望调整岗位或单位只能辞职。”(访谈实录：w单位职工 T)“对于编制外的 

聘用人员 ，不用像编制内的人员去要努力获得行政级别 ，争取 当个处级干部什么的 ，就是靠做业务挣钱 ， 

① Eisenstadt，S．N．＆ RonigerL．．“Patron-- Client Relations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History，Vo1．22，No．1，1980，PP．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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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多得到的多。”(访谈实录：w 单位的聘用制员工 M) 

在事业单位组织的行政依附中，影响成员组织认同的核心 因素就是 “编制”，编制是单位组织机构 

设置、人员数量定额及职位设置等的分配方式，编制的设定方式、设定数量等直接显示了其单位权威乃 

至国家权威。而社会成员一旦获得编制 ，便意味着组织成员的身份确定 ，也就紧密关联于就业 的稳定性 

和福利的保障性等。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结果就是引发编制改革，对于位于首都北京的T单位和 w 单 

位而言 ，编制改革尤为重要 。单位组织中编制内外成员的差异很大 ，不仅是收入 ，还会涉及政治地位和 

晋升等诸多问题。在调查中就发现 ，编制内人员仍用老办法——绩效奖金与编制挂钩 ，编制外人员则采 

用新办法——绩效奖金与业绩挂钩等。与编制外人员相 比，编制 内人员对行政依附的认 同感依然很强 ， 

对于单位的稳定就业理念、走行政序列流动等组织承诺表现更加明显。 

2．利益获得与留职意愿 

依附于组织的利益获得是塑造成员组织忠诚的核心因素，稳定的收入、全面保障的福利等能够使组 

织成员愿意 留在单位 中，以此依附于单位组织。在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由于 自收 自支类事业单位组 

织 的成员未来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事业单位的创收 ，因此其收入与其他类型的事业单位相比，具有 了更多 

的灵活性。调查个案的自收 自支 W 事业单位依托国家 x总部 的背景及资源 ，加之灵活 的市场创收 ，成 

员收入获得了很大提高。然而，由于高收入成为成员在单位留职的核心因素，因此，一旦高收入难以保 

障或有更好的其它机会，组织成员也会产生职业流动，甚至为了获得编制内的相关福利而放弃“灵活 

性”进入体制内就业。“公益一类为财政统筹统发，不准许用于工资福利支出，自收 自支事业单位就像 

企业一样，可以自主给员工设定标准并发放工资，不会再受财政统筹的制度限制。但我们员工如有更好 

的机会也会跳槽到其它单位 ，可以为了高收入 ，也可以为了福利保障。”(访谈实录 ：w 单位处长 Y) 

从调查情况来看，隶属于 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的事业单位 目前仍 有机会为编制内人员解决住房等 

问题 ，且编制内的事业单位人员 目前多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在编职工子女上学也能享受单位共建及部委 

职工中小学划片入学优待政策。由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福利待遇在北京地区显得尤为重要，这直 

接影响了成员对单位忠诚及留职意愿的认同表现，如就职于T单位的编制内人员为了实现更多福利保 

障，就愿意长期留职。然而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即当实现了需求的福利后，单位体制内的人员会转职于 

体制外，在市场企业中争取更高的收益获得。“体制内有机会享受住房、子女教育等福利，会使得员工 

愿意 留在单位 。不过 ，现在也有些人在拿到住房或子女上完学后离职 ，跳槽到工资收益更高 的企业。” 

(访谈实录：T单位处长 Y) 

从调查情况可以看出，事业单位改革对组织成员的组织依附会产生影响，对于就职于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成员来说，虽然考虑“政治仕途”的行政依附依然存在，但对于工作稳定性及福利待遇的重视都远 

远高于其它因素。即便工资并不高，但由于没有失业的危机压力且高福利会保障家庭生活，成员也愿意 

留在单位组织中，体现出对事业单位的认同。然而，由于其工资收入与市场中的企业相比存在差距，一 

旦市场出现更好的就业机会时，也会使一些体制内成员出现提前退休或者离职的倾向。对于 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而言，由于单位组织不再具有财政保障且实行企业式经营 ，组织成员 的依附大大弱化 ，其组织 

认同也更多的来自于基于市场能力的直接利益获得，因此实际收益的获得多寡成为成员组织忠诚及留 

职的核心因素。但由于成员基于编制的不同被分为了体制内外的不同类型，其组织依附的程度也存在 

差异，编制外的成员更加灵活且流动性也更强，其组织认同基础已由体制内的“单位”走向了体制外的 

“市场”。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组织认同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在北京地区的国有事业单位的个案研究，从组织权威与组织 

依附两个维度探讨了事业单位改革下的成员组织认同的特征表现。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事业单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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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对成员组织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无论是通过改革转变为 自收自支的“企业式”事业单位，还是继续 

维持财政保障的“计划式”事业单位，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表现已不同于“单位社会”下整合的单一维度 

(强组织权威下的依附式)的“单位认同”。“国家 一单位 一个人”关系链条中的“单位”变动，使得成员 

组织认同的价值基础不再立足于“单位”，成员与单位组织之间内在同一性感知及联结弱化，组织认同 

呈现出转向单位体制外的倾向。 

成员组织认同的价值基础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改革使事业单位的组织权威弱化，造成组织成员 

对事业单位的社会价值性认同弱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源与机会在计划式或市场式有不同配置机制 ，组 

织成员对事业单位的组织依附也很大程度上弱化。组织成员会依据 自身的利益需求及市场能力等做出 

就业的理性选择 ，并很大可能脱离于组织依附 ，以在市场社会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对照于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单位社会 ，在统一且强力 的组织权威 与组织依附影响下 ，组织成员 的“单位认 同”是单 一且强 

烈的价值性的 ，表现为对单位的强烈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和忠诚感等 ，其背后暗含的是对表征组织权 

威与依附的“计划”认同。然而，从单位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作为形成组织认同价值基础的组织权 

威与组织依附走向弱化或瓦解，成员认同的价值基础开始从“单位”转向“市场”。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组织认同转变引发的成员双重矛盾心态，即体制内的“看好”体制外收益获得， 

体制外的则“羡慕”体制内生活保障，即产生出对“计划 一市场”认同的“摇摆”表现。在当前，一方面依 

然存在对事业单位的组织权威与组织依附认同的路径依赖惯性，另一方面市场的不断强大，也在引发单 

位成员认 同在市场领域 中获得生存的能力与机会 。本文通过对事业单位在组织权威与组织依附两个维 

度的探讨 ，也进一步论证了在“有限依赖”逻辑下 的组织成员 的组织认 同转变。对于全额拨款 的事业单 

位而言，虽然组织成员依然认可“单位”的组织地位、用人编制以及关联的福利待遇，但由于其收入水平 

受到计划式的分配制度限制，组织成员也会为了更高收益获得流向体制外的市场，形成对体制外的“市 

场”认同。对于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而言，改革的重要结果是在用人制度上发生变动，编制的限制使部 

分组织成员走向市场式的聘用制，成员一方面脱离了单位约束的强依附，更加 自主与灵活，另一方面由 

于是市场化的企业经营，组织成员也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由于单位组织已难以在生活保障上做出承 

诺 ，为了满足更好生活的需求 ，成员也会重新产生对体制内的“计划 ”认 同。因此 ，在对“计划 一市场”的 

“摇摆”中，单位成员的组织认同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趋向。 

概括而言，事业单位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改变表征了事业单位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改革转型，其 

重要 内容就是组织成员的组织认 同转变 ，主要表现为原先基于强组织权威与组织依 附的“单位认 同”向 

价值多元化认同的转变。需要指出的是，单位成员组织认同的多元化转变也体现出体制改革与成员需 

求之间的矛盾结果，如果说“计划式”的单位作为一种组织整合了满足成员需求的社会化功能，那么单 

位制的市场改革可视为把社会化功能归还市场，即将“国家 一单位 一个人”的结构关系转变为“国家 一 

单位(市场)一个人”，但这其中“弱单位强市场”能否实现成员的美好生活需求仍面临现实挑战。因此， 

在单位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建设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社会建设来弥补单位的有限性与 

市场的风险性将是新时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这也将是今后本研究持续推进 的课题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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