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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 只要你是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就可以享受优厚

的工资待遇和奖金福利，月入万元只是小事一桩。 1、唯我

独尊 外界人士很难知道深圳镇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底能

拿多少工资，大凡涉及到金钱的时候，中国人都会变得非常

的含蓄、谦虚。本人作为一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外来打工者

，做个“内奸”，刺探一下政府人员的真实情况是再合适不

过了（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拿人头担保）

。根据上级对公务员工资标准的规定，在镇府工作的公务员

和事业编制人员月工资都在七千元以上，如果自己的工龄长

，工资会更多，镇领导一级的月工资都在万元以上，这中间

包括名目繁多的补助，具体哪些补助就是每个领工资的人都

难说清楚，大凡记得自己的工资总额就行了。不知道国家在

工资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规定，以本人的学历、职称和工龄

，如果按公务员的标准推算，月薪在八千元以上，如果按内

地的工资标准推算，月工资也就一千左右，两则相差八倍以

上，当然这些还不包括奖金福利，就算是深圳的物价水平高

，也总不能相差这么大，这里面肯定存在着乱发补助、奖金

的情况。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以上说的

只是每月按时领取的正常工资，在镇府单位，每个季度都有

名目繁多的奖金、补助，半年有半年奖，年终奖更是能拿好

几万，每逢五一、十一、中秋、元旦等节日，又有三、五千

元的节日补助费进账，此外政府每年还要组织员工外出旅游



，“三八”妇女节女同志可以外出旅游，“七一”党员又可

以外出旅游，每次每人的旅游费都在三千元左右，而这些钱

无疑全部都是公款，如果把这些费用和福利、奖金等都分摊

到工资上，一个普通的员工年薪都在16万元以上，领导的年

薪更在20万元以上。此外有些镇还有专门为政府员工建造的

福利房，政府员工只要出很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套豪华住房

。想一想一个普通的雇员如打字员、司机、水电工等，年薪

能拿到16万元，相比他们蹩脚的业务水平，这个数字会让全

国其他地方的所有公务员们为之气馁。我不知道深圳华为公

司那些苦读寒窗的博士后一年能拿多少钱，能不能抵得上镇

政府的一个后勤杂工？ 为了能多发奖金福利，他们往往会编

出各种借口，以便光明正大的发钱，如果这么大的数字都在

政府机关财务室反映，自然不太合适，他们就在政府下面的

部门或站所的账上开支，如果仅看政府的账面是看不到这么

多的数字。 以上各项费用都是在账面上反映的，有些镇政府

还想出一些其他办法来增加员工的收入，一个简单的办法就

是投资，根据投资而产生的分红会让人更信服也更隐蔽一些

。投资的方法只有一种：首先由镇政府出一块地皮，这块地

皮当然是不用政府员工出钱买，然后镇政府再出一部分资金

，政府内部员工再投资一部分来建厂房，建好后，再往外出

租收租金。按理说镇政府出资、出地皮也理应参与分红，但

镇政府为了提高员工的收入，政府应得的那部分分红政府分

文不要，又加之收入不用交税，这样员工的分红就很高，一

般年分红都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如果你投资五

万元，一年就能分到一两万元左右。这部分收入很隐蔽，外

人一般很难知道。 俗话说：同人不同命，比如说司机，如果



你是给镇领导开车的，自然可以列入事业编制，年薪都在16

万以上，如果你不是给领导开车，那也只能算一名临时工，

年薪超不过三万，两则相差何其悬殊。但在政 府的临时工里

面，也有一些人的工资比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员高出很多，

如一个保安或厨工，在私营企业工作月薪怎么也不会超过一

千元，但在政府部门工作，全年平均下来每月能拿到三千元

左右，相信会使很多工厂的白领阶层们为之拍案大怒。同样

是在一个镇政府的领导下，镇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镇属企业

的员工收入判别也非常大。 在政府部门员工的收入方面，我

发现一个有趣的“倒挂”现象：论权力，市最大，区次之，

镇最小；论水平，市最高，区次之，镇最差；但若论收入，

市最少，区次之，镇最多，如果去掉投资收入这部分外，镇

政府员工每月可以固定得到市定补助、区定补助和镇定补助

三项，而区政府员工只能得到区定补助和市定补助两项，到

了市一级，员工只能得到市定补助一项了。此外市政 府每年

都要给区政府发奖金，区政府又给镇政府发奖金。所以说最

实惠的是镇政府员工。除此之外镇政府有自己的财政收入供

其调配，发多少奖金只要领导高兴直接从镇财政账面划拨就

行了。由于政府工作人员有巨额的收入，因此他们在开支方

面也出手阔绰，打一场麻将，输它三、五千元眉头都不皱一

下。现在很多镇政 府的工作人员都不在镇里住，大部分都选

择在区里买商品房，还有一些人直接到市里买商品房，住在

镇里显得档次太低了。在私家车方面，政府员工几乎每人都

有驾驶证，都会开车，都有一部私家车，私家车的价格都

在20万元左右，买30万元以上的车也大有人在，买赛欧或千

里马的属极少数，相比他人属穷鬼一族，个别没有买车的，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买，而是因为他们不想买或者另有其他

投资项目。每逢上班时节，政府大院车位都不够用，篮球场

、人行道上停的都是车，那里可谓名车汇集，什么奥迪、本

田、别克、蓝鸟、帕萨特、蒙迪欧、宝来以及进口的丰田佳

美、斯柯达、风度等随处可见，仿佛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国际

名车交流会。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虽然

不知道其他地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如何，但有一点我

敢保证，深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在全国是无人能及的

。为使各单位高收入能落到实处，深圳市若干年前悍然将国

家税收政策中月薪超过800元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标准提高

到1600元。但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高收入的同时，还有一个

与之不协调的音符让人大跌眼镜，那就是外来打工者的收入

特低。根据深圳市政府2004年出台的最低工资保障，深圳关

外最低工资标准480元，关内610元，而相比其他地方，如太

仓、常熟、江阴等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却达到了620元。在外人

眼里高收入、高消费的深圳只是富商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

游戏，而基层员工的收入还没有内地一些城市高，如此看来

，深圳市贫富差距之大在全国是独占鳌头的。 2、不堪负荷

的支出 在深圳，镇级财政收入一般都在2－4亿元左右，有了

这么庞大的收入，外人可能会想，这么多钱怎么花也花不完

，实际情况却是非也非也！从目前各镇的情况来看，没有一

个镇出现钱花不完的现象，恰恰相反的是，每个镇都感到资

金紧张，为了有钱花，政府举债或拖欠工程款的现象非常普

遍，有些镇政 府外欠款达四、五亿元之巨，可以说是提前透

支了两、三年的财力。作为镇一级政 府，钱到底都花到哪去

了呢？ （1）正常经费开支 镇政府的日常开支很多，除了政



府大院内各部门及站所的开支外，教育、卫生、治安、环卫

等方面均需大量资金。一个镇府大院，一年的总开支达五、

六千万元，文教卫一年财政拨款需要四、五千万，环境、卫

生的开支也在千万以上，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些开支

虽然少，但加起来后数字也很庞大。 （2）基建开支 在深圳

搞基建好像特别花钱，她们的工程预算定的都非常高，可能

与这里相对较高的物价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在内地可以用一

百万元建好的大楼，在这里至少要二百万以上。再加上这里

比较喜欢豪华装修，致使建筑成本越升越高。在基本建设方

面，修路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这里都是清一色的水泥路，造

价自然可想而知了。 十年前，当地政府为了响应上级号召，

开始大举向外投资，进行资本扩张，很多镇政 府都在广东省

内甚至是东北三省兴办了很多产业，动用资金都在几千万元

以上，凭着他们并不高明的经营水平，这些产业都出现了一

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破产，有很多项目甚至是没有投产就

破产了，所投资金全部变成了“扶贫款”。由于这部分资金

不能收回，给镇政府带来了一定的负担，有些地方民众更有

上访行为，影响很坏。 大凡越富裕的地方，浪费也就越大，

在内地，吃一顿公费大餐，一般只要几百元，在这里吃一顿

，需要几千元。在深圳关外的镇级政 府，浪费现象也是随手

可见，比如说办公室，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站所，居然能建

一栋四、五层的大楼专供其办公，每个办公室里只有一、两

个人，剩下的房子长期都在空着；更有甚者一些有钱的部门

十几个人能建一幢造价在千万元以上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办

公设备也极尽奢华；一个只有十至二十个人的站所，办公用

车就达四、五部，几部车的车价加起来在百万元以上。我见



过区一局委，他们经常不断地给其下面的站所派发电脑和服

务器，这些电脑和服务器放到下级站所的仓库里长期都派不

上用场；有些上级局委经常给下级开会，半天能开完的会他

们却要开两天，会议期间自然是好吃好喝，住四、五星级酒

店，泳池、卡拉OK等更是轮番上阵；有些单位喜爱搞装修，

每换一任领 导就要搞一次装修，一次装修下来几十万甚至上

百万也就不见了。在办公用房方面，我发现有一个“怪现状

”，就是各单位都争着搬出政 府大院，不和镇委、镇政 府领

导一起办公，和镇委、镇政 府在一起办公的单位都是迫不得

已。这种现象就像年轻人结婚后都想另起炉灶，不愿和自己

父母吃住在一起一样。能在政府外面自建办公楼，自己独霸

一方、“占山为王”的单位都是一些“重量级选手”，如计

生办、国土所、劳动站、财政办等。脱离了镇委、镇政府的

“束缚”，自然是天高皇帝远了，平时上下班也自由多了，

搞个什么小动作也无大碍。由于和自己的“公公婆婆”分了

家，自己就要买些“锅碗瓢勺”之类的东西，保安、清洁工

也是不能少，增加开支是必然的，好在这些单位既然有资本

搬出去，也就不在乎这些“零花钱”了。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

站 http://job.studa.com面对如此庞大的开支，每个地方政 府都

感到吃不消，有些镇政 府为了能筹措到更多的资金供其使用

，他们就大规模举债，由于政 府本身申请不到贷款，他们就

通过镇办企业向银行贷款，而且一出手就是几个亿，银行认

为是政 府行为，不怕没人还，就大胆放贷，现在 政府负债的

情况非常普遍。政 府负债以后怎么还，因为这种贷款的合同

期一般都比较长，还款是下任领导的事。 刚到深圳时，镇政

府的财力有三分之二都用在基本建设方面，近年来，随着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迅猛增长，人员工资也增加了好几倍，政

府用于基建的钱越来越少了，现在的镇级政府，能有六分之

一的钱搞基建就很不错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钱都被人头经

费吃掉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

政 府工作人员还在迅猛增长，也许不出几年，各镇都没有钱

搞基建了，甚至再过一段时间，发工资说不定也会困难。在

衡量国民富裕程度方面，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公式，就是恩

格尔系数，该系数的主要意思是：在国民的总收入中，用于

吃饭的钱在总收入中占的比重越大，则说明国民越穷，如果

把恩格尔系数推广到深圳的镇级政府，则说明现在的深圳不

是越变越富，而是越变越穷。 这里主要谈谈深圳关外镇 级领

导的福利待遇情况。 现在关外各镇每镇副处级领导都在二十

人左右（包括已经退休或做调研员的副处级领导）。书记、

镇长不用说了，下面的副书记、副镇长好多个，此外还有人

大主任、副主任、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宣传部

长、纪委书 记、镇长助理等，这些统统都是副级，论实力确

实非常雄厚，不得不佩服。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五级政府制，

作为镇级政府，是级别最低的一级，比古时说的七品芝麻官

还是低一级，但那只是表面的，如果论待遇，可以说深圳镇

级领导的待遇比内地一个省的省长、书记都要好上N倍，这

种情况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是正常的工资待遇。目前关

外各镇，一般的副 镇级领导每月正常工资都在万元以上，如

果再加上名目繁多的奖金、补助什么的，年薪都在20万以上

；二是在办公设备方面，副镇级领导以及政 府下面各站所的

所长、副所 长、站长、副站长等每人都有一间五、六十平方

米的大办公室，里面的办公设备自然是样样俱全，什么名牌



台式电脑（大部分领 导专门配有笔记本电脑，没有的可能是

不会用）、空调、大班台、高档老板椅、沙发、宽带上网、

名贵花草等，有些领导还有不知从那里搞的名人字画什么的

，内部装修自然也不含糊，有的领 导还有专门的休息室；三

是在办公用车方面，副镇 级领导都配有一部专车，还有一个

专职的司机为其提供车前马后的服务。从领导开的车来看，

一般都是进口车，国产车也自然非奥迪莫属，这种车车价再

加上牌照费什么的，价格在50万元上下。有了车自然又会有

修理费、保险费、燃油费、过桥过路费等，一辆车一年下来

正常的开支都在五、六万元左右，这些费用自然全是公款。

其实这些费用还是小数字，为领导服务的专职司机的工资却

是一项大的支出。能给领导开车的人自然非等闲之辈，他们

没有一个属于打工一族的，他们都能享受事业编制，属于正

式的政 府工作人员，每个司机的年薪都在16万元以上，如果

一个镇副处 级领导有二十个，相应的领导用的专车和司机就

有二十个。这里的镇级 领导都没有配秘书，因此司机还充当

秘书的角色，他们为自己的领导忙前忙后，没有上班、下班

之分，领导的公事有他们跑腿，领导的私事也有他们悉心照

料，每个司机都深得自己领导的信任。在公务用车方面，国

家对什么级别的领导配什么样的车有明确规定，中央和省级

领导好像才有资格坐奥的等豪华车，但深圳在领导用车方面

好像没有什么控制，买什么样的车都行，只要能拿出钱就可

以了。如果车辆过于高档上不了牌， 大不了用镇办企业或私

人名字上牌就行了，这就是国人谙熟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相比镇领导，政府下面站所的所长、副所长每人也能享受

到一部专用小轿车，价格都在20万元以上，一般的车型都是



本田、帕萨特、蓝鸟等，围绕车子的开支自然也全部从公款

中报销。在内地工作时，政 府部门的工作用车无非是桑塔纳

、捷达或者微型面包车，在深 圳的公车中你是绝对看不到这

种车型的，在这里这些车显得太寒酸了，没有一个政府部门

买。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由于经济的高

速发展，这里的每个政府，公车都在百车辆以上（还不包括

镇办企业买的车），除了前些年买的车显的有些人老珠黄以

外，近几年买的车最差的也是本田、帕萨特一级的，一个镇

政府购车费用都在2000万元以上。 深圳有公车吗？我常在心

里想这个问题。在内地老家工作时，内地政 府非常强调不能

用公车办私事，每逢星期六、日公车都要“刀枪入库”，如

有人违反规定，查出来会严肃处理。再看看深圳，公车私用

的事从来没有人提及，因为公车私用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如

果公车没有私用那才让人纳闷呢？每到下班时候，政 府大院

里的公车更是不见一辆，如果那个部门的车还停在政府里面

，人们会很自然地想：他的领导可能还在加班。去年年底深

圳市纪 委曾下发一个文件，就是要严防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

，想一想现在的公车都变成领导的私车了，下这样的文件显

得多么荒唐可笑，纪 委的领导们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生活

在真空中间。 目前全国都在实行公车改革，听说深圳已经开

始行动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还迟迟没有看到方案出台

，真可谓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从目前深圳市各级 领导

享用的公车情况看，公车改革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公车

改革后领导没有了公车，没有了专职司机，自己还要掏钱买

辆车，买好的又怕露富，买差的又担心面子过不去，心中自

然非常矛盾，抵制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再说公车改革后，



以后领导的专职司机都怎么办，这也有一个庞大的队伍，况

且这个队伍是和领导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队伍。也难怪有人

说：公车改革是老百姓欢迎，领导不欢迎。以前和他人闲聊

，别人都说公车改革非常容易，制定个方案，然后把公车一

拍卖就了事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关键是这个标准到底是

多少的问题，因为纵观广东省其他地方，中山公车改革后领

导最高补助3000元，注意这个最高补助自然是指市长、书记

一级的，到了下面的镇级自然会低若干倍。东莞市公车改革

的标准是局级补助3000元，这是局级，低于这个级别的镇级

也会降低很多。就算是深圳物价高，但能高到什么程度呢？

总不能每月补助一万元吧，这样即使深圳能拿出这个钱，但

总该在全国人民面前有个交代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