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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本文对秘书的权力类型尧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袁并根据秘书权力特点袁指出秘书人员应树立正确权
力观袁提出了科学运用秘书权力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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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有哪些权力钥 秘书如何正确运用权力钥

理权遥 事务管理是秘书部门的基本任务袁其内容

在秘书理论界直接论及的较少遥 其实有不少秘书

较宽袁如印章尧文件管理尧财务管理尧物资设备管

学专著已或多或少间接提到了秘书的权力袁如秘

理尧环境管理尧基本建设管理尧车辆管理等袁秘书

书的参谋作用尧助手作用尧协调作用尧督促检查作

人员在从事上述管理中无不显示其管理的权力遥

用尧枢纽作用等等袁无不涉及到秘书的权力遥 尽管

圆援参谋建议权遥 秘书的参谋建议权袁主要体现在办

与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袁秘书工作独立性较

文尧办会尧办事中遥 秘书这种权力首先表现出行为

小袁但同样也具有相应的权力遥 由于秘书部门内

的经常性袁比如秘书部门对需要办理的来文提出

部分工较多袁处在不同岗位的秘书人员袁他们所

拟办意见袁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咨询尧决策方案尧

拥有的职务权力不一样袁而个人影响力更是各有

课题讨论尧调查研究报告袁这些都是参谋建议权

不同袁所以我们只能在总体上对秘书人员的权力

的使用遥 秘书部门与职能部门和下级机关单位和

和影响力进行探讨遥

普通群众的建议是不同的袁它与领导日常工作紧

一尧秘书的权力类型

密相连遥 其次袁表现出内容的广泛性袁秘书部门是
综合部门袁建议也往往涉及各个方面遥 而职能部

司徒允昌尧陈家桢编著的叶秘书学教程曳把秘

门尧下级机关单位和一般群众的建议袁通常所建

书的权力定义为院野经领导授权袁在秘书工作的领

议内容有一定局限性遥 再次袁表现为时间的同步

域袁使特定的对象的认识和行为符合自己主观愿

性袁 即秘书部门完全是根据领导决策尧 指挥尧协

望的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遥 冶该定义提示了这样

调尧控制的需要来确定建议的时机的遥 最后袁秘书

几个问题袁 一是秘书的权力必须由领导授予曰二

人员建议权的使用表现出方式的直接性袁他们的

是秘书的权力必须在履行职责的范围内行使曰三

建议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直接反映给领

是行使秘书的权力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思想意图

导袁不存在中间环节遥 猿援督查权遥 督查是指秘书协

为工作对象所接受曰四是秘书的权力同样具有支

助领导把已经布置却拖延不办或办理不力的工

配力量和影响力量遥

作自上而下地督促尧检查袁使之落实尧完善遥 秘书

根据秘书的工作内容和性质袁秘书的权力可

人员有权对各职能部门和下级机关单位执行决

以分为一般权力尧临时权力以及秘书的个人影响

策和计划的行为以及承办领导批示事项的部门

力遥

和工作人员的执行行为进行督促检查遥 秘书的督
一般权力是指与秘书职责及常规性工作相

查权主要表现为院了解执行的进展情况袁对执行

联系的权力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院员援事务管

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催办袁对执行中出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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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纠正的建议袁 将执行的有关情况报告领

级对上级的权力袁 但所反映的问题却具有普遍

导袁协助领导查处消极怠工和不负责任的人员遥 源援

性遥 任何一个人袁不论其充当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袁

沟通协调权遥 秘书人员经领导授权有权了解不协

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力遥

调的有关情况袁有权根据情况向争议的各方提出

如果秘书人员就职于小机关或基层单位袁或是充

协调的建议袁有权将不协调的问题和原因报告领

当地位尧财产并不显赫的人的秘书袁而由于他具

导袁有权协助领导解决不协调的事宜遥 秘书人员

有较高的德尧才尧学尧识袁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袁他仍

参与沟通协调包括上下尧左右尧内外的各种关系

然会获得周围人的尊重遥 实践证明袁品德高尚尧公

的协调遥 除此之外袁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正廉洁尧能力突出尧学识渊博尧背景深厚尧人缘融

一样袁秘书人员还具有发言权尧批评权尧申诉权等

洽尧领导重用等等都是增强秘书个人影响力的因

各种权力遥

素遥

临时权力是指领导根据工作的需要临时赋

对于不具备强制权的秘书来说袁很多时候个

予秘书人员的权力遥 由于秘书部门是综合部门袁

人的影响力比职位的影响力显得更为重要遥 这里

通常称为野不管部冶袁经常要承担领导临时交办的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秘书拥有的专家性权力袁这是

任务袁如发现某局部的失调和矛盾袁授权秘书代

秘书个人影响力的主要内涵之一遥 所谓专家性权

表领导出面协调曰 领导无法分身亲自办理的事

力是因公认的技能尧才能或专门化的知识而影响

务袁授权秘书代表领导去办理曰领导需要主持召

他人行为的能力遥 尽管人们普遍把权力看成是领

开的座谈会尧调查会袁授权秘书代表领导主持召

导者才有的东西袁 但是秘书也能行使大量的权

开曰领导需要接待的客人袁授权秘书代表领导去
接待曰领导需要回复的信函袁授权秘书代表领导
回复袁等等遥 另外袁遇到紧急情况袁秘书人员渊主要
是秘书部门的负责人冤也有临时处置权遥

要尤 其 是 专 家
力 遥 一 些 人 际 间 权 力 的 来 源要要

权要要
要可能允许下属去影响他们的领导者遥 比

如袁领导在决策中要运用现代决策理论和科学方
法袁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尧仿真技术尧信息技术等

个人影响力遥 所谓秘书的影响力就是秘书人

手段袁建立数据库尧模型库和计算机网络等决策

员凭借着自身的某些优势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

信息支持系统袁上述技术手段够如果领导者不能

产生影响的作用力遥 秘书如果善于发挥个人的影

够掌握而必须依赖秘书的特长的话袁可以说秘书

响力袁会十分有利于秘书工作的开展和秘书职能

此时有权力影响领导的决策遥 依赖是产生权力的

的发挥遥 秘书人员的职务权力有相当一部分是临

关键遥 由于领导工作对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袁使

时权力袁弹性很大袁是多是少袁是大是小袁在很大

得领导在履行其职能时必须依赖于秘书曰秘书对

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和领导机关的权力大小遥 这就

组织内部结构和政策制度尧 组织目标的熟悉袁秘

要求秘书人员必须突破狭隘的权力观念袁从个人

书在内部事务管理尧文书撰写与处理尧档案管理尧

的影响力中去挖掘力量的源泉遥

会议会谈的组织与服务尧信访接待尧调查研究以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窑科特在他的名著

叶权力与影响曳 一书中是这样分析下级对上级的
影响力的院野部下的影响来自多个方面袁最常见的
是以下几方面院淤他们掌握某些技术使他们不能
被人轻易替代遥 于他们掌握某些其他人没有的专

业信息或知识遥 盂他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袁批评
他们或调换他们的工作都会引起他们一伙人的
不满遥 榆某个部下的工作恰恰是他的上司全盘工

作的中心点袁故而他的表现对上司的工作影响颇
大遥 虞某个部下的工作与其他重要工作或其他重

要的人有密切关系袁致使上司间接地要信赖这名
部下遥 冶尽管约翰窑科特的此番言论针对的只是下

及日程安排等方面的专长和丰富经验袁深为组织
运转所依赖袁为秘书赢得了专家性权力袁也扩大
了其个人影响力遥
二尧秘书权力的特点
员援权力范围的广泛性遥 领导工作要总揽全局袁
领导整个单位组织内方方面面的工作袁秘书人员
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袁 领导所涉及的工作范围袁
秘书工作都要涉及袁并为领导提供全方位的综合
性服务遥 所以说袁秘书工作是涉及全局性的综合
性工作袁具有权力范围广泛性特点袁从这个意义
上说袁其权力是一种广泛性权力袁并主要表现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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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权力的范围同领导权力范围一致尧与秘书职

党提出了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袁保证

责的范围一致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秘书人员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冶的明确要

全方位地为领导服务袁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遥

求遥 作为党政机关尧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秘书

圆援权力作用的柔弱性遥 领导工作与与秘书工

人员尤其要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

作的关系是主从关系袁 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领导袁

的袁 权力必须始终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袁并

决策与管理是领导的基本职能袁秘书工作只能起

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遥 在

辅助作用袁也就是说秘书的权力是一种软性的权

现实生活中袁有些秘书认为袁权力不是人民赋予

力袁不具备领导权力的强制性特征遥 这样袁在强势

的袁是个人奋斗得来的袁是凭野关系冶取得的袁甚至

权力的对比之下袁秘书的权力就更显其微弱遥 然

是某上司恩赐的遥 于是袁拉关系尧找靠山袁甚至跑

而袁正是这种权力的强弱结合袁才使领导权力得

官要官尧买官卖官等消极腐败现象都出现了遥 在

到最有效的发挥遥 如果秘书的权力也呈强势必然

有的秘书人员那里袁野为谁服务冶 也成了问题袁有

造成秘书工作因得不到别人的配合与领导的支

的认为野谁领导我袁我就为谁服务冶袁把对领导负

持而无法实施袁进而影响领导工作的部署遥

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割裂开来曰有的不是全心全

猿援权力大小的伸缩性遥 秘书权力的大小与所
服务的领导权力尧领导的授权直接相关遥 秘书所
服务的领导地位越高袁 秘书的影响力就越大曰所
服务的领导比较重视发挥秘书的作用袁 授权较

意为人民服务袁却搞所谓野公私兼顾冶曰有的甚至
野一朝权在手袁便把私来谋冶袁搞以权谋私袁陷入腐

败泥潭遥 由此看来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对于秘
书人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遥

多袁这样秘书的权力也相对较大曰如果所服务的

圆援科学运用权力遥 秘书要正确处理上级与下

领导喜欢事必躬亲袁给秘书部门授权较少袁这样

级尧部门与部门的关系袁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

秘书的权力也就相对较小遥 由于秘书权力与领导

上明确界定其职责权限袁 既要防止超越权限袁滥

权力在实施时空上经常是一致的袁因此就有可能

用职权袁又要防止敷衍塞责袁推委扯皮遥 第一是要

出现这样的情况袁 有些事情本来秘书有权处理袁

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权力遥 如果秘书人员不清楚自

但领导已直接介入袁秘书的权力就用不上了遥 此

己具有哪些权力袁也就谈不上使用这些权力遥 有

外袁其权力与秘书的权力运作方式相关袁如果监

些事情本来秘书人员完全有权处置袁但由于他不

督失控袁则秘书权力运作的野隐蔽性冶为各方所看

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权力袁于是就出现凡事都请

好袁权力就容易扩大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秘书的

示领导的现象遥 就秘书与领导工作而言袁领导有

权力是一种弹性的权力袁有时会很大袁有时会很

领导的责任范围袁秘书有秘书的工作区域遥 秘书

小袁关键在于领导遥

就是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遥 重大事情决

三尧秘书权力的运用
有权还得善于用权遥 关于这一点袁有几个问
题值得注意遥

定权在领导袁落实权在秘书袁只要没有越权袁秘书
要大胆地尧主动地工作遥 比如袁除了领导明确交待
之外袁哪些文件领导应当阅袁哪些人领导应当见
等等都是由秘书拿主意或方案遥 不应当也不必要

员援正确理解权力遥 对于秘书人员来说袁最根本

大事小事都由领导定夺袁如果这样做无疑增加领

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确立正确的权力观遥 权力观是

导不必要的工作负担袁影响整体工作效率遥 第二

人们对野权力冶的基本看法或根本看法袁是世界

是要充分地使用自己的权力遥 有些秘书人员认为

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在野权力冶问题上的集中反映袁

自己人微言轻袁 担心使用权力会招致别人的反

同时又决定着人们的地位观尧利益观遥 权力观主

感袁于是该用权时也不敢用袁遇到问题一律上交袁

要回答和解决三个基本问题院一是权力是如何来

让领导来裁决和处理遥 这样做同样会增加领导负

的袁二是权力应当为谁服务袁三是如何正确行使

担袁也是不可取的遥 第三是要巧妙地运用自己权

权力遥 这三个基本问题袁是每个掌权者都必须思

力遥 秘书人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秘书人员必须十

考和回答的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中共

分注意用权的技巧袁用权时态度应谦和袁言语要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曳袁 向全

亲切袁时机宜恰当遥 不要居高临下地展现权力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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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领导的口吻表达权力袁不要在容易发生冲突

有者袁如果企图靠粗暴用权来提高自己的所谓权

的时间和场合显示权力袁一句话袁切忌以野二首

力形象袁 其结果只能是更加地败坏自己的形象遥

长冶自居袁最好的做法是在用权的过程中袁丝毫不

三是借用名义遥 超越职权袁有的秘书人员不经领

露权力的锋芒袁 创造和谐共存和双赢的效果袁让

导的授权袁擅自打着领导的旗号袁对有关的部门尧

对方在平等的对话中心情愉悦地接受秘书人员

单位和人员指手画脚袁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领导

的这种权力遥

的权力袁而且还很有可能由于这些秘书人员言行

猿援防止滥用权力遥 圆园园圆 年第 圆 期叶生活周刊曳

杂志载记者朱文轶撰 叶中国秘书部落的权力场曳

的错误而造成有关部门尧单位和人员对领导的误
解袁从而损害了领导的形象遥 四是以权谋私遥 应该

一文袁揭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李真

说这是秘书人员滥用职权的最恶劣的表现袁如上

等以权谋私案院

述李真案遥 廉洁奉公熏 秉公办事是秘书的行为准

野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袁 在秘书这个

则袁秘书地位很独特袁尤其是国家机关尧国有企事

位置上袁 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院

业单位的秘书往往是被拉拢腐蚀的重点袁如果自

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 员园缘员援园怨 万元袁 该数字比数

律能力不强就很容易犯错误遥 作为秘书人员袁既

年前几起野秘书腐败案冶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

然选择了这份光荣而神圣的工作袁就一定要受得

增长遥 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院员怨怨远 年袁陈
希同秘书陈健受贿 源园援怨 万元袁判刑 员缘 年曰王宝森
秘书闫振利贪污 员 万元袁判刑 苑 年曰铁英秘书段
爱华受贿 缘援远 万元袁判刑 缘 年遥 数个反腐大案中的
秘书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遥

住清贫袁耐得住寂寞袁顶得住诱惑遥 野勿以善小而
不为袁勿以恶小而为之袁冶严格自律袁勤于修身袁甘
于淡泊袁纯洁思想遥
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权力和如何正确地
使用自己的权力袁是每个秘书人员必须认真思考

一位高层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

的问题遥 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袁科学运用权力袁

说袁李真之大并没有太多新意袁因为李真和他的

秘书人员才能充分发挥权力作用袁 增强服务意

前辈们使用了近乎一致的方式和手段遥 这位官员

识袁提高工作效率袁切实履行好秘书的各项职责遥

指出袁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中袁这样的弄权方式是
现成的袁并不需要太多智慧袁与其说是个人的天
才袁不如说是体制的缺陷遥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
义可能在于袁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
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
戏规则被广泛的注意遥
目前袁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袁秘书工作
在各类管理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袁决定了秘书在工
作中注意科学用权袁防止滥用权力和秘书腐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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