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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省级领导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女性干部队伍中的优秀代表。她们的

职业发展经历有什么样的特点？本研究尝试在分

析客观数据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领导者职业发展历来是领导学的重要主题

之一。领导者的职业发展应当包括内外两个层

面。职位调整和级别提升是外在层面的衡量标

准。从内在看，领导者职业发展的实质是领导

者思想境界、能力素质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不

断提升的过程。两者相互影响，有机统一。[1]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领导者职业发展的研究，

呈现出“四多四少”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内容上，

关于经济发展等因素对领导干部职业发展影响

的研究多，关于职业经历对领导干部职业发展

影响的研究少 ；二是在研究对象上，对于领导

者共性研究多，对于女性领导者个性研究少 ；

三是在研究特点上，对于职业发展的理论研究

多，对于领导者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少 ；四是

在研究对象的层次上，对于地厅级或者县处级

领导干部研究多，对于省部级领导干部研究少。

本文以地方省级女性领导干部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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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其履历数据，发现其职业经历的特点

和逻辑，探讨何种职业经历更能促使优秀女性

领导干部的形成。只有发现女性优秀领导干部

的成长规律，才能够为构建女性领导干部的培

养和选拔机制，为女性领导力的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根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的履历

信息，截至 2019 年 2 月 4 日，我国 31 个省、市、

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现职省级女性领导干

部共有 122 名，本文主要以地方现任 122 名省级

女性领导干部为样本，集中就这些女性领导干部

从副厅到省级干部之间的职业发展经历进行研究

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来看，现任地方省级女性领导干

部的年龄跨度为 49~65 岁①，平均年龄 58 岁，其

中处于 54~60 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共有 82 人，占

总数的 68.3%（见图 1）。其中 64~65 岁区间范围

的 5 位省级女性领导中，有 4 位是民主党派副省

级干部，1 位是正省级干部。最年轻的为 49 岁

的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

从民族构成看，122 份样本中，汉族 95 人，

少数民族 27 人②。从政治面貌看，党员 91 人，

民主党派 24 人，无党派 7 人。

从教育背景来看，学士 19 人，硕士 65 人，

博士 36 人，其中 55 人具有高级经济师、高级工

程师、教授、研究员等专业技术职称。 

（二）现有任职概况

从职务分布看，122 份样本中，省级副职

112 人，省级正职 10 人。在省级正职中，政府正

职有 3 人，人大正职有 3 人，政协正职有 4 人。

从岗位分布看，省级女性领导岗位在党委、

政府、人大和政协系统的分别有 23 人、28 人、

34 人和 37 人。

从地域分布看，多数省市自治区现职女性省

级领导在 3~5 人。北京现职女性省级领导最多，

共有 8 人，重庆和安徽分别有 7 人和 6 人，河北、

贵州、甘肃和云南分别有 2 人（见图 2）。

（三）职业晋升概况

本文重点考察地方现任女性省级领导的职业

①数据包含省级正职和省级副职，其中北京和西藏各

有1位情况特殊，信息不完整且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

取，因此这里选取样本120份。年龄未具体到月份，只

截至2019年来统计。

②此处采用120份样本，北京和西藏各有1位信息不可得。

图1 年龄分布情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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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历，因此，一是选取研究对象开始担任副

厅（局）、正厅（局）和副省 3 个不同职务的时

间节点，考察其相对应的年龄，以及担任该级别

干部的时长。二是选取研究对象从副厅（局）级

干部到副省干部期间曾经任职的岗位变迁情况。

1. 研究对象任副厅（局）级时情况

在研究对象中， 36~42 岁担任副厅级干部的人

数最多，合计 77 人，占总数的 65.8%。有 5 位任

副厅级干部时年龄在 30 岁及以下，其中 4 位任职

于共青团系统，1 位任职于妇联（见图 3）。①

从个人履历来看，现任地方省级女性领导干

部在副厅级岗位上的任职时间不等，最短的为 1

年零 2 个月，任副厅在 2 年以内的有 7 人，最长

的为 14 年零 11 个月，平均 7 年零 1 个月。其中，

任副厅级干部 5~6 年和任职 7~8 年的，合计 31 人，

占比近 27%（见图 4）①。

在副厅岗位上任职时长在 2 年以下的 7 人中，

其中 3 人职业发展路径为高校（或企业）—民主

①此处样本为117份。其中任副厅级时年龄在30岁及以

下的为乌兰、刘莲玉、葛慧君、李玉妹、尼玛卓玛。

②122份样本中有7份任职履历不完整，数据无法采用，

此处采用的是115份样本数据。

图2 31个省市自治区数量分布情况（人）

图3 任副厅时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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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省 / 市主委 ；2 人的职业发展路径为基层机

关—地级市 / 省厅，1 人的发展路径为高校—市

辖区—市政府办，1 人的发展路径为共青团—省

办—地级市党委一把手。

2. 研究对象任正厅（局）级时情况

在研究对象中①，41 岁担任正厅级干部的人

数最多，共有 14 人，46 岁担任正厅级干部的人

数次之，有 12 人（见图 5）。其中，35 岁以下担

任正厅级干部的有 3 人，都是在共青团省委 / 自

治区委书记位置上解决的正厅问题。

研究对象在正厅（局）岗位上任职时间长短

不一②。在正厅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为 19 年零

11 个月。正厅任职在 1 年以内就提拔到副省级

岗位上的有 14 人，最短的只有 4 个月（见图 6）。

这 14 人当中，4 位为无党派人士，10 位为民主

①此处样本为117份。

②目前122份样本中有7份任职时间的数据不完整，无法

采用，此处采用的是115份样本数据。

图4 在副厅岗位任职时长（年）

图5 任正厅时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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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人士。14 人中有 11 位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3. 研究对象任副省级干部时情况

研究对象开始担任副省级干部时的年龄，比

较集中在 53~56 岁这个年龄段①，共 61 人，占总

数的 52.1%。研究对象中 41 岁及以下开始担任

副省级干部的有 6 人（见图 7），其中，4 人是从

共青团系统起步，1 人从科研院所起步，1 人从

基层机关起步。

研究对象中②，58 人担任副省级干部时长在

1~2 年，有 6 位已经有 14 年及以上的担任省级干

部的经历。

4. 研 究 对 象 从 副 厅 到 副 省 级 干 部 之 间 的

时长

①此处样本为117份。

②此处样本为118份。

图6 在正厅（局）岗位任职时长（年）

图7 任副省时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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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领导干部从副厅级干部成长为副省级

干部，最短用时 1 年零 8 个月，最长用时 24 年

零 7 个月，比较集中的是用时 11~16 年，共 61 人，

占 51.7%（见图 8）。 

5. 研究对象从副厅到副省级干部之间的岗

位变迁情况

岗位变迁情况主要考察几个内容，一是岗

位变迁数量情况，在同一工作部门，既担任过

部门的副职，又担任过部门正职的，只统计为

一个工作岗位。二是岗位性质情况，在研究对

象中选取 3 人及以上都有过任职经历的部门。

三是研究对象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如省厅（局）

正副职的情况，地级市党委、政府的正副职情况。

四是岗位的区域变迁情况。

第一，从岗位变迁数量来看，研究对象中①，

从副厅到副省之间任职的岗位数量不一，其中

图8 从副厅（局）级到副省级所用时长（年）

图9 从副厅到副省期间任职岗位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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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人调整过 2~3 个工作岗位，占总数的 52.7%

（见图 9）。

第 二， 从 岗 位 性 质 来 看， 研 究 对 象 中 ②，

在从副厅到副省级之间，工作部门分布情况按

照出现频率高低排列，排在前 6 位的依次为 ：

组织部、共青团、高校、妇联、统战部和宣传

部（见图 10）。

第三，从担任领导职务的情况来看，35 人

次担任过地级市党委正职，少于地级市党委副

职的 41 人次 ；34 人次担任过地级市政府正职，

少于担任过地级市政府副职的 37 人次。69 人

次曾经担任过省厅（局）正职，多于有担任省

厅（局）副职经历的 65 人次③。

第四，从岗位的区域变迁来看，在 122 位

地方省级女干部中，大部分在本省市自治区工

作，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初级职位一步步晋升到

现职，但也有 28 人在成为厅级干部之后，工

作发生了区域之间的变动。其中 13 人是在不

同省之间进行工作调动，有 13 人是从中央国

家机关调动到地方工作，还有 2 人是从金融企

业调整到地方工作。

三、特点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特定范围内的针对地方女性

省级领导的调查，样本量小，同时缺乏与地方

省级男性领导之间的对照，结论仅仅表示变量间

的相关关系，无法得出因果推论。但从现有数据

①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某位领导既担任过地级市党委副

职，又担任过地级市党委正职，这里是分别统计的。

②由于数据不完整，此处样本为112份。在同一部门

既担任过副职，又担任过正职的，只统计为一个工作

岗位。

③此处样本数量为119份。高校里包括了1科研院所，1省

级党校和1省级社会主义学院。组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几个岗位包括了成为副厅级干部之后，担任的地级市

相应部门一把手的情况。此处统计遵循不重复计算的原

则，如在省级妇联主席岗位上既担任过正职，又担任过

副职的，只记作1次妇联工作经历。在地级市组织部和省

级组织部都担任过一把手，如四川省成都市委组织部部

长和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只记作1次组织部工作经历。

另外，3人次以下的工作部门没有统计在内。

图10 从副厅到副省领导职务之间所在部门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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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履历分析来看，地方现任女性省级领导干部的

职业发展经历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

（一）职务晋升体现出干部成长规律的一般性

与特殊性的结合

干部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女性领导干部的成

长也不例外。职务晋升的一般性指的是干部的正

常提拔，它反映了干部成长的一般规律，即干部

在实践中成长—通过组织程序承担一般领导职务

—干部在实践中进一步成长—通过组织程序被提

拔到更高级领导岗位。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多

数干部遵循逐级提拔的原则。

特殊性指的是干部的破格提拔。在有关干部

任用的相关规定中，除了公务员年龄应在 18 周岁

以上，国家主席、副主席应年满 45 周岁，以及有

关法官和检察官的特殊年龄限制外，对于其他一

般党政干部的任职年龄并没有限制。因此，干部

的破格提拔主要指的是在履职岗位和任职时间上

的特殊把握和处理。从工作实际出发，及时把那

些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干部破格提拔到

领导岗位上来，符合干部成长的特殊规律，是有

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

在研究对象中，有 7 人在副厅级岗位上任职

不足 2 年提拔到正厅级岗位的，有 1 人直接从副

厅级干部直接提拔到副省级干部，有 1 人直接从

正处提拔到正厅岗位上，有 14 人在正厅岗位上任

职 1 年以内就提拔到副省级岗位。这些都反映了

干部成长的特殊规律。

（二）成长路径呈现出多岗位综合化与单一岗

位专业化并存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工作专业化、基层任职、

挂职锻炼和工作轮换等职业经历，是提高领导干

部领导力的重要途径。不同部门任职经历会开发

与部门业务相关的知识、技能、品性。基层任职

体现层级的影响。挂职锻炼通过由下而上或者由

上而下的任职经历丰富经验，增长才干。工作轮

换则关注工作多样性，通过在同一层级担任多个

工作以拓展见识和增强适应性。 

从研究对象职业发展的实际经历分析，在从

副厅级干部到副省级干部期间，工作岗位变动数

量在 4~6 个的有 47 人，其中最多的 1 位历经了

11 个工作岗位。工作岗位变动数量在 2~3 个的有

59 人，另外有 2 位只经历了 1 个工作岗位。研究

对象的职业晋升与工作岗位变动次数并没有明显

的正相关关系。不论是多岗位的综合化锻炼，还

是单一岗位上的专业化锻炼，都是实践锻炼的一

种形式。但职位多样性毕竟是职业经历的重要反

映。同一岗位任职时间过长，容易形成思维定式

和行为模式依赖。不同部门的工作经历对领导干

部个人会起到打开视野、拓宽思路的作用。针对

这一情况，挂职锻炼是我国一个有特色且有效的

干部培养方法。在研究对象中，近 40 位具有挂职

锻炼的经历，这些挂职锻炼包括地区之间、省厅

（局）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之间的

互相挂职。这种挂职锻炼在民主党派干部和共青

团系统成长起来的干部中更为常见。长期在单一

系统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成为省级领导之后，还

会通过有关形式进一步丰富其领导经验。如黄莉

新长期在江苏省水利系统工作，成为省委常委之

后，又先后兼任无锡和南京两个市的市委书记。

（三）发展过程中出现干部成长黄金期与生命

历程之间的重叠

年龄是干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党

政领导干部的成长过程与年龄高度相关，年龄级

别与职位提升的关系密切。干部的年龄与所处的

领导职级之间具有一种松散但是相对稳定的关系。 

如果领导干部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早地到副厅（局）

级干部岗位，就为其下一步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

本文没有选择 31 个省市自治区男性省级领

导进行职务晋升时间统计分析，无法说明男性省

级领导到达副厅、正厅以及副省级干部时的年龄

状况和任职时间。但有实证研究说明，男性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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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在各个职务晋升环节花费的时间明显短于女

性省委常委 。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副厅、正厅

以及副省级岗位上都有相当年轻的女性领导任职，

如在担任正厅级干部时，3 人处在 35 岁以下，14

人为 41 岁。10 人在担任副省级干部时年龄在 45

岁及以下。但这些毕竟是相对少数，相对非常态。

多方面的原因可能造成这一现象。其中，生

命历程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现象。生

命历程理论将年龄视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所经历

的各种角色和个体历史经验的分层基础。一系列

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于个体发展存在很大影

响。与大部分女性一样，女性领导者在家庭生活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干部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处在

25~45 岁，这同时也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间。现

有研究女性领导的文献一般认为，工作—生活平

衡的困难是所有职业女性包括女性领导的共同处

境。 如何平衡多重角色尤其是家庭角色和工作角

色，对于女性领导来说，是个比较显性的问题。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未来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

周期可能会因此拉长，与同龄男性领导之间的发

展年龄差可能有所加大。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才

能消除女性领导成长发展道路上的这一不利因素，

除了家庭的合理分工和情感支持之外，成熟的社

会支持系统如幼儿培养机构、家政服务机构，社

会政策如产假政策、税收政策等，也会有助于这

一问题的解决。

（四）职业发展表现出组织培养与个人努力共

同作用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干部不是自发产生

的，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地方现任省级女性领导干部的职业发展用实

证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研究对象的任职履历和成长过程综合分析，地

方省级女性领导干部成长路径中比较突出的三条

是从教育科研系统、共青团妇联系统、民主党派

系统进入党政机关，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

了这一点。 

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干部是党的干部

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共青

团组织对于女性领导干部的成长有着重要作用。

研究对象中，一些超出同龄干部任职于副厅级和

正厅级岗位上的女性领导，大部分出生于 60 年代，

正值干部年轻化政策的落实和大力实施，其中一

些人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较高级别。3

人年处在 35 岁以下担任正厅级干部，都是在共青

团省委 / 自治区委书记位置上解决的正厅问题。

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重视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代表等党

外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工作，往往被视为是坚持

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

大事。有关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问题，有关部门

曾有“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

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明确意见。所以，

各级党委把做好领导班子中党外人士的配备工作

作为一项政治责任。教育、卫生等紧密联系知识

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中，领导班子中的党

外干部相对更多。考虑到实际情况，一般对党外

干部的年龄和任职资历等会适当放宽。在研究对

象中，有 1 人直接从正处提拔到正厅岗位上，有

14 人在正厅岗位上任职 1 年以内就提拔到副省级

岗位，这 15 位都是民主党派或者无党派人士。

以上的发展路径体现了组织对女性领导干部

培养的意图和特点。与此同时，这些女性领导干

部自身素质和能力基础扎实。122 位研究对象中，

具有国外博士学位的有 5 人，拥有国外硕士学位

的 2 人，55 人具有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教授、

研究员等专业技术职称，在美国、英国、法国和

日本等国进行过 3 个月以上培训的有 8 人。说明

相当一部分女性领导是有较高的学历和能力素质

的知识型人才。

对领导干部的不断发展而言，组织培养和个

人努力都很重要，但领导者内在综合能力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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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是领导者职业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

很大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着外在职位级别的提升。

因此，在领导岗位上需要持续学习。学习的形式

当然可以多样，向实践、他人和自己学习，都是

很好的方法。在研究对象中，有 19 人参加过中央

党校 3 个月以上班次的学习培训。影响女性领导

职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如社会文化、法律法规、

组织制度等，短期内难以改变，但是教育培训等

干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人的人力资本和心理

资本。应当适度加大对女性领导者的集中和分类

培训力度。

（五）工作岗位集中体现在以柔性领导为特点

的部门

本文研究对象中的女性领导在担任副厅级干

部到担任副省级之间，工作部门分布情况按照

出现频率高低排列，排在前 6 位的依次为 ：组织

部、共青团、高校、妇联、统战部和宣传部。这

几个部门虽然工作性质不一样，但有一点突出的

共性，那就是需要与人广泛地打交道，需要与人

良好沟通。

这样一些工作岗位可以充分发挥女性领导善

于沟通、亲和力强、工作细致等优势。但与此同时，

也应当注意防止性别刻板印象在女性领导干部的

岗位安排中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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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are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the  
provincial-level female leading cadres

Sun   XiaoLi
[Abstract]  Provincial-level female leading cadr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s cadre team. 

The study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can provide a strong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and promotion system for the female leading cadres and thei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ve main features of the care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incumbent provincial-level 

female leaders are concluded as followings: the position promotion reflects the combination of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the growth rules of cadres;the experiences of integrated multiple posts and that of professional 

single post are co-existed in their career develop path;the golden period of cadre growth overlapped with the 

life course;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cultivation of the Party and individual efforts; and their 

positions of work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department characterized by flexible leadership.
[Key   Words] Provincial Level; Female Leading cadre; Career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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