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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兩鵯鳥

循聲望見兩鵯鳥，
一聽一唱音繚繞。
菲島深秋疫情緩，
幾時如鳥會知交？

編者:  1988年菲律賓商聯總會服務逾30年的秘書長鄧英達先生退休後完成一部近20萬字的巨著: 我在商總三十年。
故高祖儒爵士為它作序 (節錄) :    鄧英達先生才華卓越，膺任商總秘書長卅餘年，內則協調上下，外而肆應各方，中菲折衝，得心應手，堪稱標準之幕僚

首長。商總自成立時之辛勤創業，以迄歷年來之光輝發展，鄧先生之貢獻宏偉 。

我在商總三十年    
 鄧英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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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吳 文 煥  ( 節 錄 )
菲華商聯總會是在一九五四年成立的，

而鄧英達先生則自商總成立的時候即擔任商

總秘書長這一要職，直至去年(一九八五年〉

才卸任，前

後歷時共三十一年。由于自始至終直

接參與其事，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鄧英達先

生可以說是最瞭解商總歷史，最清楚商總事

務的權威。鄧英達先生現在所撰寫的這部回

憶錄，寫的雖然是他個人在商總三十年的經

歷，但由于他同商總的這種密切關係，實際

上也可說是一部商總的歷史。

十六 逾期遊客一案  ( 節  錄 )
我記得一九七五年馬可仕獲選為總統

時，在一位僑領家中歡宴他的席上。他向我

們表示，他就職後要優先處理，華僑逾期遊

客的問題，除掉那阻礙中菲邦交的絆腳石。

我們很高興，希望他能早日解決這懸案，讓

那些逾期遊客，能安居樂業。來加強中菲友

好關係。

有一天，蔡理事長文華，打電話告我，

馬可仕總統，對逾期遊客問題，要採取行動

了。他問我，關于遊客一些紀錄，因為事隔

多年，從沒有再提起此事。幸我的檔案和名

單，完整保存。我著秘書搬出來翻閱，由于

這些遊客，絕

少 往 來 ， 我 衹 認 識 一 位 留 學 生 資 格

的王尚助。他以前參加過商總青年活動，

一九五九年，曾代表台灣出席第六屆在碧瑤

召開的亞洲學生會議。為人精明能幹。蔡理

事長乃著他邀請八~九位比較活潑和有把握的

遊客訂期在杜威海傍一家賽力大餐室會議。

至時出席的除蔡理事長和我，還請了外交主

任郭德協到會。

王尚助邀請了許志苗，柯天恩，王國

棟，汪德華，張燦昭，洪福順，張清泉，莊

謀傳等八人到會。蔡理事長報告，馬可仕對

他說，要一勞永逸地來解決這懸決多年的逾

期遊客案。所以請大家來計議。如何推動擔

起這份工作。逾期遊客問題，非常敏感。我

們不能聲張，恐怕僕

節外生枝，反而不美。他們廳了很興

奮。答應由他們去傳達，不發新聞，不出通

告，以口傳方式，一傳十，十傳百。

我建議他們先行組織起來，才有人負

責。我說商總本來應該做，但是事務繁雜，

秘書處人手不足。應該專人辦理，才不致誤

事。

蔡理事長就請他們九位，負擔起來籌

備，並以王尚助為主任，分工合作。他們答

應了，我把名單交給

尚助，要他們去重新登記，然後知道地

址和情況。展開工作，商總從旁協助。

是年十一月廿八日，王尚助假商總召

集了第一次會議，就有一百零六人出席。通

過了應辦事項，分別去進行。後來人數漸增
加，登記的巳達八七三人。他們又去敦請高
名譽理事長祖儒指導協助，工作進行更為順
利。不幸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武力
鎮報竟發表「逾期遊客案又復活了」的消
息; 第二日岷時報又有同樣的報導。小組恐
怕不正確之宣傳，會發生障礙。所以停止一
切活動一個時期。引起部份遊客誤會，多方

查問。後來經過一番解釋，始平靜下來。直
至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九日，馬總統頒下第
二九八號法令。准許華僑逾期遊客申請合法
居留。那時小組才敢公開活動，邀請所有逾
期遊客，包括學生字在內，前來辦理手續。

哈爾濱清理編外人員，釋放什麼信號 

哈爾濱開始向編外人員「動刀」了。3月

20日，哈爾濱市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發佈

消息，市級機關事業單位開展編外用人清理

規範工作。該消息一經公佈即引發社會廣泛

關注。

按照當地公佈的《哈爾濱市級機關事

業單位編外用人清理規範工作方案》（簡稱

《方案》），編外用人清理規範工作從3月開

始到6月底結束，分自檢自查、組織實施、檢

查督導三個階段實施。

根據《方案》，本次專項整治行動的實

施對像為哈爾濱市級機關、市屬事業單位現

有僱員、行業專職人員、工勤人員和單位自

聘人員（統稱「編外用人」）。

哈爾濱市機構編制辦一位工作人員向表

示，按照有關方面要求，哈爾濱市正按照確

定的方案，依法依規開展這項工作。「各地

其實也在不同程度地開展，只是方式方法不

盡相同。」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提到了優化機構編制資源配置，地

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減工作，由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確定。

在此背景下，哈爾濱市清理編外人員尤

其引人關注。哪些編外人員會被清理，又如

何清理？

哪些編外人員將被清理
「編外」是相對編內而言的。編內人員

即在編人員，一般指國家財政負擔其經費開

支的各級各類機關、事業單位以及部分特殊

機構等單位的正式工作人員。

就編製類型看，行政編和事業編最為民

眾所知。如前文所述，哈爾濱市清理的「編

外人員」指，市級機關、市屬事業單位現有

僱員、行業專職人員、工勤人員和單位自聘

人員。

從總體看，《方案》比較完整，包括工

作目標、工作原則、清理範圍及對像、主要

任務、組織實施、工作要求等內容。

哪些人會被清理？《方案》在主要任

務中提到，精簡編外用人員額、清理規範

用人行為。其中清理規範用人行為列舉了11

條，包括行政執法、財務管理、人事管理、

涉密等崗位使用的編外人員；臨時性、階段

性工作已完成、合同已到期未再續聘的編外

人員；人員使用與審批崗位不一致的編外人

員；主動離職、考核評估不適崗的編外人

員；既沒有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又未

實行勞務派遣的編外人員；已推行社會化服

務外包仍自行聘用並混合使用的編外人員；

歷史遺留問題產生的編外人員。

另外，超出員額控制標準的編外用人

和行業專職人員；可以通過社會化服務外包

的保安、保潔、綠化、食堂等崗位的工勤人

員；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其他情形，也在

被清理範圍之內。

《方案》還提到，醫院、高職高專、公

證處、仲裁辦等用人主體要結合專業和實際

需要，自主開展自聘人員清理規範工作，並

逐步將已自聘人員轉化為社會化服務外包形

式。

除清理規範用人行為，編外用人員額也

要精簡。《方案》提到，市級機關事業單位

現有編制內人員能保證工作正常開展的，不

使用編外人員。用人單位要制定編外用人員

額年度精簡計劃，市直機關編外用人原則上

5年內精簡完畢，每年精簡不少于本單位編

外用人員額的20%。市直事業單位編外用人

結合職能調整情況及空編率適度精簡（空編

率5%-15%，編外用人精簡5%；空編率15%-

25%，編外用人精簡10%；空編率大于25%，

編外用人精簡15%）。

一位組織系統官員向解釋稱，空編率越

大，編外用人精簡幅度越大，這是符合邏輯

的。空編率大，代表可用編制內人員數量越

大，可優先使用編制內人力資源。

前述哈爾濱市機構編制辦工作人員說，

這是統籌編內和編外關係，編內編外調整一

盤棋。

編外用工何來
編外用工在各地普遍存在。中國人民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

院研究員馬亮向表示，不單是哈爾濱市，沿

海發達省份也存在類似現象，編外用工的現

象在全國都比較普遍。

中國人民大學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劉昕也向提到，很多地方的機關

事業單位編外用工現象非常突出，編外用工

即使不佔用編製，但仍然以財政支付費用為

主。

馬亮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編

製是剛性約束，有的地方政府卡得很嚴，擴

編、增編需要嚴格的程序，而現實中人員需

求量大，所以存在編外用工的現象。

其次，可能是編製資源配置不合理。

馬亮說，中央政府缺人，可以從地方政府借

調，省級地方政府缺人，可以從下級政府借

調。但基層政府缺人，無法借調，只能以編

外用工形式解決。

除了上述原因，劉昕補充說，各單位

在使用編外用工時，往往缺乏足夠的約束機

制，自行擴張的情況屢有發生，這就導致行

政成本越來越高。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地方

政府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原主任魏娜說，編外

人員大量增加，一方面與政府管理的公共事

務增加相關，另一方面與政府職能轉變不到

位有關。

魏娜向提到，從現實情況看，政府管理

的公共事務和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在增多。管

理事務增加的同時，政府的職能也要轉變。

如果管理方式不科學，也會增加編外人員。

在魏娜看來，政府及用人單位對編外人

員缺乏管理、缺乏監督，這也是編外人員增

加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理編外人員之前，

哈爾濱近年至少開展兩輪事業單位改革，對

機關事業單位編製「動刀」。

2018年，哈爾濱市制定《市直機關事業

單位實施控編減編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

年）》，並提出了相關目標。

據哈爾濱機構編制網消息，截止到2020

年11月底，市直機關（含直屬參公事業單

位）編製總量精簡21.5%，市直事業單位編製

總量精簡36.2%，超額完成三年行動目標。

另據《黑龍江日報》2021年7月報道，

繼2018年啟動並完成一輪事業單位機構改革

後，哈爾濱接續實施深化事業單位改革試點

工作，哈爾濱市事業單位機構編制規模進一

步壓縮。

報道提到，哈爾濱市本級機構精簡47

個，占比19.3%，事業編製精簡8246名，占比

25.3%。市轄區機構精簡177個，占比21%，事

業編製精簡7816名，占比22%。

釋放了什麼信號
近期公佈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提到，地方黨政機關人員編制精減工作，由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結合實際研究

確定。

公開報道顯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公佈後，哈爾濱是首個公佈清理編外人

員方案的城市，但在此之前，多地已開始清

理編外人員。

今年2月，安徽省桐城市召開市編外人員

清理規範工作座談會。會議表示，清理清退

不是最終目的，而要以此為契機，規範整頓

編外用人亂象，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服務水

平。

再之前，2022年湖北省房縣開展了編外

聘用人員清理規範工作，湖北省監利市召開

會議，決定對監利市全市機關事業單位編外

聘用人員進行清理規範。

據海南媒體報道，2021年海南省萬寧市

285家行政事業單位清理編外人員1336人，年

度節省財政開支3079萬餘元。

哈爾濱明確出台方案開始清理編外人

員，釋放了什麼信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

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聶輝

華向表示，其他地方政府可能也會出台類似

舉措。

聶輝華認為，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央

已經決定精減編製，地方政府會有所動作。

編外、編內又是緊密相關，在清理編外人員

後，還可能進一步精減編內人員；二是地方

財政吃緊。疫情三年，經濟下滑，財政支出

加大，清理編外人員，可減輕財政負擔，提

高治理效能。

魏娜也認為，清理編外人員是信號，先

從清理編外人員開始，然後逐步精減編內人

員。她特別提到，對于編外人員，也不適宜

「一清了之」，應該留有過渡期。

值得一提的是，哈爾濱公佈的《方案》

中提到，用人單位要依法依規開展人員清理

工作，暢通編外人員退出機制，保障編外人

員合法權益，推行社會化服務。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人力

資源研究會測評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白智立

向表示，當前多地推進編外人員清理工作，

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地方政府因疫情等因

素，財政壓力加大，「清理」編外人員可節

約行政資源。二是貫徹一直以來精兵簡政、

減員增效的傳統。三是需要對編外人員進行

規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