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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勘单位改革政策为事业单位工作落实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完善的政策保障,但随着社会的进
步,对事业单位要求发生改变,地勘单位改革政策也应该得到完善。本文将对地勘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发展
加以分析探讨,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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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勘单位发展是国家各项政策措施
落实的重要载体,是增大国家经济效益
的关键。而作为重要助力的改革政策,

潜力,从而全面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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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发展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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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地勘事业单位发展中还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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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情况分析可知,地勘事业单

后。首先,抵触情绪较重。以往地勘事业

利于地勘事业单位的可持续前行。

位改革政策发展中缺少完善系统性的体

单位员工在工作中享受的是国家的标准

1 加快推进地勘事业单位体制
改革的意义

系措施,改革目标及路面划分不清晰,政

待遇,而在改革政策要求下,引进竞争机

策内容的独立性较强,兼容性不高。

制,明确岗位职能和工作要求,享受的待

1.1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现

首先,我国针对地勘事业单位的改

代化治理水平

革政策出台时间较晚。地勘事业单位改

遇与自身工作能力和业绩挂钩,这增加
了员工的抵触情绪。

在党中央的指导与扶持下,地勘事

革政策是在20世纪初期阶段被提出的,

其次,资金支持不足。针对地勘事业

业单位既为各级党政机关提供了必要的

是对事业单位结构、经营模式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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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内容,但由于资金扶持力度不高,落实

服务,而这也是践行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年对事业单位改革政策加以调整,以适

效率较低,改革进程缓慢。再加上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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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勘单位在“十二五”时期开展的清

发《关于分类推进地质勘查单位规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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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财务制度,为其他地勘单位改革

容予以修改和完善。

理,提高改革政策合理性,实现各部门

提供经验借鉴。

3.1增强顶层设计合理性,完善配套
政策体系

间、各层级间的紧密联系。而要想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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