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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初期，很多拉美国家开始采用对外承包模式对其路网进行日常养

护，原先的由机构人员通过自营工程形式进行的养护模式也因此而弃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其公路质量，降低相关养护成本。本地区很多国家采用的模式之一是推动组建微型企业，

以劳动力为主对公路进行日常养护，同时辅以定期外包养护，以确保公路的中期可持续性。这

一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具体表现为：改善了全年路况，延长了公路使用寿命，养护总成本比

过去的自营工程模式降低了 50％，为当地带来了大量收入和就业机会，提高了地方承包能力

以及技术与创业技能。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伙伴的推动下，这一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

护模式已被拉美地区的很多国家所采用。 
 
本文是世界银行一项研究报告的其中一部分，介绍的是将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护模

式引入中国以便对其农村公路进行养护的可能性。本文所作分析和所提建议依据拉美地区1大

量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护经验以及对中国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现行安排所作的一项初步评

价。作为本项评价的一部分工作，研究人员走访了中国贵州省和江西省两市的四个县：贵州省

贵阳市开阳县和白云区、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和赣县。期间，研究人员参观了不同类型的农村

公路，并同养路工人、县市交通局、交通部以及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召开了讨论会。 
 
本文依据下列关于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护模式的 11 项主要内容对中国的现行做法

进行描述，同时指出潜在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办法。随后，这些办法将在本研究下的试点项目

中进行测试。 
 

1. 日常养护公路的类型 
2. 微型企业的组织模式 
3. 微型企业的组建 
4. 承包方式 
5. 工具与设备 
6. 养护工作 
7. 服务水平与业绩指标 
8. 工作效率与养护成本 
9. 融资机制 
10. 微型企业的培训与能力建设 
11. 承包机构开展的合同监理 

 

                                                 
1 《拉丁美洲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护》，世界银行，2007。 



 

2. 日常养护公路的类型  

中国采用两种公路分级方法，一种是行政分级，另一种是技术分级。两种分级方法之间不

存在直接互联关系，虽然行政级别较高公路的技术级别通常也较高。除了这两种分级方法之

外，农村公路还可以根据路面类型分类。 
 
根据行政分级法，农村公路指县道、乡道和村道。县道理应为县级以上公路提供连接道或

连通各乡镇，而乡道则连通各村，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一般而言，县道和乡道之间的区

分很模糊，乡道在技术标准上高于、在路面类型上好于某些县道的情况并不罕见。村道是基本

的连接道，将各个行政村同其他路网相连接起来，标准较低，通常很狭窄，虽然建成的硬化村

道越来越多。对公路日常养护而言，行政分级法可以说是 重要的方法，因为它通常确定相关

公路的交通量以及对该公路的责任。在中国所有农村公路（县道、乡道和村道）中，县道占

32％，乡道占 63％，村道和其他公路约占 6％。下表列出了贵阳和赣州两市不同行政级别公

路的长度及所占比重，表明两市村道所占比重要大得多。 
 

表 1：不同行政级别农村公路长度 
 

贵阳 赣州 
行政级别 

长度（公里） % 长度（公里） % 
县道 1,243 9% 4,724 21% 
乡道 3,808 27% 4,552 20% 
村道 8,994 64% 13,374 59% 
总长 14,044 100% 22,650 100% 

 
 

依照技术分级法，中国的农村公路一般由三级公路、四级公路和无等级公路构成，虽然农

村地区也存在一、二级公路。技术分级指的是路面宽度与道路厚度、设计时速以及横向与纵向

线路限制等方面的 低标准。但是，很多农村公路并没有达到四级公路的 低要求，因此被划

入无等级公路范畴。就赣州市而言，80％以上的农村公路没有级别，只有 3％的公路属于三级

或三级以上公路。 
 

表 2：赣州市分公路等级和行政级别的农村公路长度（公里） 
 

公路等级 县道 乡道 特殊道路 村道 小计 
一级 11 1 - 11 23 0.1% 
二级 144 22 1 32 198 0.9% 
三级 388 16 2 33 439 1.9% 
四级 1,991 731 56 860 3,638 15.9% 
无等级 2,191 3,783 160 12,438 18,571 81.2% 
总长 4,724 4,552 218 13,374 22,868 100.0% 

 
 

对日常养护而言，技术分级法并不太重要，因为农村公路各级别之间的区别很小，区别主

要指设计时速和线路限制方面的区别。鉴于这一情况，技术分级法对路面类型的影响要比行政

分级法小得多。此外，由于在两市所参观的农村公路中，巨大部分公路属于无等级公路，可以

说大部分农村公路均属于无等级类型。 
 
区分农村公路的第三种方法以路面为依据。等级（四级和四级以上）公路的路面已然硬

化，而无等级公路（通常为碎石路）的路面存在已硬化和未硬化两种情况。总体而言，对所有

公路的路面进行硬化是一大趋势，路面未硬化的公路被认为是临时公路，因此并未得到重视。

  2  



 

尽管路面未硬化公路仍很普遍（贵阳市的这一比重为 49％），但“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要

建设通往所有行政村的全天候公路（在中国，全天候公路建设一般要求对路面进行硬化）。因

此，路面未硬化公路的维护工作很少得到重视，结果村级乃至乡级未硬化道路或根本得不到养

护，或偶尔得到检修养护。重要的未硬化公路得到的养护极少，以前对其路面进行硬化。 
 
农村公路路面的硬化材料为混凝土或柏油。柏油的使用似乎在不断增加，较高等级公路尤

为如此。在贵阳市，柏油路占路面已硬化县道的 80％，占已硬化乡道的 49％，但各县在此类

比重上存在巨大差异（如白云区柏油路在县级和乡级所占比重分别为 38％和 17％，而开阳县

的比重分别为 100％和 65％）。就村道而言，巨大部分公路用混凝土硬化（占贵阳市已硬化

村道的 93％）。 
 

表 3：贵阳市各行政级别和不同路面类型公路的长度 
 

混凝土 柏油 未硬化 
行政级别 

 

长度  
（公里） 

 
长度    

（公里） % 长度   
（公里） % 长度    

（公里） % 

县道 622 117 19% 456 73% 48 8%
乡道 1,904 693 36% 661 35% 550 29%
村道 4,497 1,544 34% 112 2% 2,840 63%
总长 7,022 2,354 34% 1,230 18% 3,438 49%

 
硬化公路在地势上通常略高于周围农村，通常有排水沟直接与路面相连，或有天然排水系

统与周围农地相连。结果，此类地势较高的公路往往没有路肩。由于人口对土地造成压力，大

多数公路的用地往往很有限，而如果公路横穿灌溉农田，其用地通常不存在。总体而言，排水

系统数量往往较为有限，旁边设有小型排水沟，其间尤其设有间隔距离不定的涵洞。在灌溉地

区，涵洞和其他排水工程的数量往往是灌溉工程的两倍左右，这有助于确保公路保持清洁和良

好的性能。结果，同拉美地区的正常水平相比，中国的维护工作更为有限，公路用地的维护工

作尤为如此。但是，由于中国的排水系统数量较为有限，因此其维护工作更为重要。 
 
鉴于对未硬化公路的重视不够，对此类公路进行长期养护的意愿也不强，因此本项研究将

侧重已硬化公路，并建议针对混凝土路和柏油路实施试点项目。遇到山体滑坡时，这种情况尤

为突出，因为一次规模较大的滑坡需要养路工花上好几天时间才能清理完毕，因此在这几天内

必须要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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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模式 

目前，贵阳和赣州两市的日常养护工作根据分段养护制度开展，即将一定长度的交给个人

养护。县级或镇级交通局以合同形式雇用路段养路工，他们不属于公务员2范畴。尽管一些工

作需组建维修工作组（尤其是在赣州市），实际工作中，实质上并不存在维护工人之间的协

作。较长的路段被分为若干较短的路段，每个养路工负责平均长度为 3－4.5 公里的路段。在

一些地区，我们发现，由于养护要求超出了单个养路工的承受能力（山区尤为如此），因此公

路缺乏养护。另外，就更吃力的日常养护工作而言，如清理排水系统或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杂草

或灌丛，我们发现，这些工作也没有很好地完成，在养路工得到的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路段时，

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就赣州市而言，每个路段都设有养路队，其成员为 3－10 人，其中一人为队长。目前，养

路队的职责仍不明确，因为每个养路工仍只负责其自己的路段，因此工人们在开展养护工作时

缺乏合作。理想的情况是，工人们集中在一起，共同清理滑坡，这样所用时间将会大为减少。

这是拉美地区公路日常养护微型企业的经验：工人们相互配合，能够更高效地应对其所负责路

段出现的大量养护工作。 
 
同样，拉美地区的经验表明，微型企业工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尤其是在日常养护工作量较

大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工作的动力更大了。很显然，缺乏配合是中国分段养护

制度的一大缺陷。在这一制度下，工人们发现他们要承担巨大的工作量，不但要清理其路段内

的杂草或灌丛，也要清理排水系统。一些情况下，工人们让家庭成员帮忙，以减轻工作负担，

缩短工作时间。在一个地方，丈夫和妻子原本分别负责相邻两个路段的养护，但 终选择了一

块干，因为一块干的动力更大，工作效率也更高。 
 
因此，我们建议将养路工集中在一起，组建养路队，负责整条路段的养护工作。这将会对

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产生积极影响，使他们能够相互配合，从而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积

极性。同时，这样做也便于在负责本路段的养路工之间分摊更吃力分路段的养护工作。此外，

这种方式将便于县公路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因为没有必要再对每个分路段进行单独检查，

也没有必要单独处理每个养路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付款申请。其结果是，该路段可以被视为

一个整体，而在处理有关事项时，可以直接跟负责本路段的养路队打交道。 
 
外包给私营部门养护的做法符合交通部指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方案》的规定。

《方案》要求成立公路养护公司，实行承包养护，以代替公路管理机构自身进行养护的做法。 
但是，必要进一步推广以微型企业形式出现的养路队理念，以便向地方政府和各村证明这种理

念优于现行分段养护制度。 
 

在分析此类公路日常养护的适当组织模式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以下几种可能的模式，每

一种模式都可以进行公开招标。 
 

• 有限责任公司。此类公司可以是民营公司，也可以是国有公司。这一模式要求 低注

册资本要达到 3 万元。如公司有多个股东，而且公司为民营性质，其股份可以买卖，

但前提是必须要得到该公司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如果是国有公司，其股份可以直接

上市交易。公司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统一税率为 20％（针对所有常驻公司）。 
• 个体企业。 这是一种单个所有者模式，但不太适用于公路日常养护微型企业，因为微

型企业的共有模式已被证明有利于集体活力。这种模式没有 低注册资本要求。个体

企业在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也要缴纳所得税。 

                                                 
2 如出现像贵阳市一样的资金短缺情况，与路段养路工之间的合同终止。 



 

• 联营企业。在这一模式下，可以有多个所有者，没有 低注册资本要求。联营企业在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其职工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如遇企业合作伙伴更换，企业

要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更换注册。这一模式的缺陷是，企业职工要承担无限的债务责

任。 
• 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模式要求至少有五名成员，其中 80％为农民。合作社在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如遇成员更换，合作社要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更换注册。 这种模式

在税收上还可以享有优惠待遇，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适用于公路日常养护微型企

业。 
 

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对公路日常养护企业而言，联营企业模式似乎具有明显的优

势，因为它允许有多个合作伙伴，可以在县一级登记，企业职工可以流动，税收制度简单，而

且没有 低注册资本要求。此外，这一模式还允许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聘用更多职工，为企业决

定如何使用其收入（如用于支付工资或投资等）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尽管目前这一模式可能未

被视为一种成熟的企业模式，但它确实具有企业的基本特征，允许对企业利润进行分配。要确

定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公路日常养护企业，必须要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论证，而这项工作 好由

法律专家或企业专家进行。此外，必须要与地方政府和养路工人就这一模式进行讨论，以便得

到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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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微型企业的组建 

目前，村委会与乡政府一道为村道和乡道选聘养路工人，所选中的人选随后将交由县级部

门审批。就县道而言，养路工人选由县政府直接选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尚不清楚如何向

潜在人选告知工作机会。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作机会一般由电视台和电台播出。 
 
建议就通知人选方面制定明确的指南，以确保有关信息为尽可能多的大众所知（尤其要确

保将有关信息告知妇女，确保她们知晓她们也有资格申请），确保向潜在人选告知岗位要求，

从而确保选聘过程的透明度及更广的人选范围。以拉美地区为例，由于改变了原先的邀请招标

做法，妇女的参与程度大为提高。要提高妇女的参与程度，县、乡政府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根据我们所走访县的现行制度，唯一的资格要求是养路工人的居住地距离所要养护的公路

较近，而且年龄在 18－50 岁之间。村委会和乡政府表示，将根据候选人的可信任度选出人

选，这样做显得相当主观，而且也不透明。随后，有关部门将给予所选中的人选三个月的试用

期，试用期满后可能与之签订一年期合同。然而，由于报酬较低，人们的积极性据说较低，很

少有人竞争现有岗位（如第 8 节所述，如果增加报酬，这一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妇女的参

与程度较低，为 10％左右，但她们基本上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的，以便在急需之时帮助养

路工人开展工作（养路职工中没有妇女）。另外，这些妇女好像是家中无收入的成员。 
 
除了“可信任度”标准外，似乎没有其他明确选聘标准，而且如何从合适候选人中选定

终人选的程序也不明确。因此，建议制定一整套简单易行的选聘标准，以提高这一过程的透明

度，这将会确保选定的人选具有符合 低要求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至少养路队队长具备这种能

力。此类标准还可以针对某些群体，使他们从新增就业机会中获益。拉美地区就是这样做的，

其公路日常养护计划一般包含减贫战略。 
 
在确定选聘标准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区分资格标准和优先标准。所有的候选人都应符

合资格标准，而优先标准是用于用于优先选聘某些合格的候选人。资格标准或优先标准中可能

用到的选聘标准有：社会经济条件（包括：贫困水平、雇用情况、家庭成员数及成员结构）、

工作经验、教育水平、性别、企业家精神、居住地点与相关公路的距离。 终使用的标准必须

由村委会、乡和县政府共同确定，但应尽可能具有广泛性。在选择选聘标准时，很重要的一点

是其能够确保养护队和养护工人的 低技术水平，尤其是养护队队长，从而确保充分开展各项

养护活动和管理养护团队所需的能力。在应用选聘标准时，可以采用打分制对不同社会和技术

标准进行对比。为此，或许有必要通过考试确定每个候选人某项标准的得分。如没有采用优先

标准，或者没有通过优先标准做出明确的选择，则需采取投票形式。 
 
在讨论组建养路队方案时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不同村的养路工人要在同一个养路队中

工作，这可能对人际关系和工作效率产生一定影响。这一问题在拉美地区得到了解决，具体做

法是给每个村分配人员指标，由其确定微型企业职工。如果企业职工来自不同的村，应特别注

意加强集体活力，提倡团队精神。 
 
目前，有关工人的轮换制度并不存在；同时如前所述，由于报酬较低，人们的积极性不

高，因此这一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然而，作为本项研究建议的一部分，报酬水平应

予以提高，以便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长时间留在养路队中，从而减少选聘和培训新

养路工人的必要性。如果报酬水平提高了，人们对就业机会的兴趣也会大为增加。同时，在制

定有关制度尤其是组织模式和定期培训制度的过程中，要考虑养路队成员轮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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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包方式 

县道的养路工人由县政府通过合同形式聘用，而村道和乡道养路工人的聘用则由乡政府同

行政村取得协调后聘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三种主要采购方式，即单一来

源采购、邀请招标和公开招标。当前，养路工人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直接承包养护工程。单

一来源采购合同金额上限为 5 万元；如合同金额超过 5 万元，要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要求有三

个投标人；合同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的，要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这些上限由省市政府确定，因

此可能会不同。在其他省份，出现过公开招标下限为 100 万元甚至 200 万元的情况。  
 
无论如何，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下直接承包的上限似乎太低了，致使养路队直接承包较长路

段的情况变得较为复杂。如果以每公里 2475 元的标准养护成本（参见第 8 节）计算，单一来

源采购方式适用的公路长度 多为 20 公里。在赣县，县道的平均长度为 17.4 公里，路段的平

均长度为 14.7 公里（硬化和未硬化路段），因此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但是，在该县的

11 条县道和 5 条特殊公路中，5 条公路的长度超过了 20 公里（ 长的为 40 公里），虽然所

有硬化路段的长度都在 20 公里以下。鉴于这一情况，赣县将养路工人集中在一起，成立养路

队（虽然养路工人在实际工作中并未以养路队的形式出现）。养路队平均拥有 6 名工人，所负

责路段的平均长度为 23.2 公里。 
 

表 4：赣县县道的日常养护 
 
路段名称 总长 路段长

度 
路面类型 级别 养路工 

人数 
工作效率 养路

小组

人数

小组负责

长度 

12.64 混凝土 无等级 3 4.21 Shexi-Youzhen 24.04 
11.40 未硬化 无等级 4 2.85 

7 24.04 

Hujiang-Gutian 13.11 13.11 混凝土 四级 3 4.37 
Hujiangbridge-Shunfeng 13.10 13.10 混凝土 四级 3 4.37 

6 26.21 

16.29 混凝土 无等级 4 4.07 Dahujiang-Jiangkou 29.44 
13.15 未硬化 无等级 4 3.29 

8 29.44 

Nantang-Huapin 13.80 13.80 混凝土 四级 3 4.60 3 13.80 
Chuanxi-Jitan 14.54 14.54 混凝土 四级 3 4.85 
Jingouxing-Baohuasi 8.58 8.58 混凝土 四级 2 4.29 

5 23.12 

Meilin-Datian 13.90 13.90 混凝土 无等级 4 3.47 4 13.90 
Datian-Zhoujia 36.15 36.15 未硬化 无等级 10 3.62 10 36.15 

15.76 混凝土 四级 3 5.25 Datian-Wangmudu 40.61 
24.85 未硬化 四级 8 3.11 

11 40.61 

Fengshu-Dalong 12.56 12.56 混凝土 无等级 3 4.19 3 12.56 
Xiaopin-Xiaoben 16.69 16.69 混凝土 四级 4 4.17 
Dashixia-Xinfeng 6.22 6.22 混凝土 四级 1 6.22 

5 22.91 

Meihu 32.03 32.03   8 4.00 8 32.03 
Luchang-Qingqing Farm 2.99 2.99 未硬化 四级 
 0.63 0.63 未硬化 无等级 

1 3.62 1 3.62 

平均长度 17.40 14.65    4.14 5.92 23.20 
 
 

因此，根据赣县案例判断，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应可以适用于绝大部分农村公路，尤其适用

于单独承包的路段。从每个工人 4 公里的平均工作效率（参见第 6 节）来看，养路队 多 5－
6 人的规模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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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对直接承包合同金额的限制致使拉美地区公路养护微型企业的 初组建与承包问

题变得较为复杂 3。拉美地区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寻求解决方案：（1）针对外部资金资助的项

目，采用国际金融机构的承包规定；（2）发布总统令或部长令，规定（临时）免于执行多个

投标人要求。其他实用性不太强的解决方案包括：签订期限较短的合同、由其他路段的养路队

提供额外标段。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交通成本增加，养护成本往往会更高。 
 

就中国而言，要同市县政府进行讨论，以便确定养路队根据现行法律承包较长路段的方

法。一种方法是将整个公路分成较短的路段，每段实行单独承包养护。一些情况下，这种方法

很直接，因为很多较长公路由不同路面类型的路段组成，因此需要不同类型的维护。然而，对

路面类型较为单一的公路，很多国家的公开招标法禁止将其分成较短的路段，目的是为了避免

在涉及金额较大的承包方式下逃避严格监管的现象。中国的采购法也包含类似条款。尽管如

此，这种情况目前正在发生，不同的路段被承包给不同的养路工人。此外，由于市政府各承包

方式的合同上限由市政府决定，因此另一种方法是在允许范围内增加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合同

金额，至少针对公路日常养护合同。 
 
拉美各国要求承包商在签订工程合同时缴纳（履约）保证金。中国也要求缴纳保证金，其

额度相当于合同金额的 2％， 高不超过 80 万元，以确保合同的按时按质完成。如果合同金

额较低，则无需缴纳保证金，但用 后一笔/几笔款项来确保合同的按时按质完成。如果工作

质量达不到要求，款项将被扣留，直至问题解决后支付。后一种保证金形式实际上更有利于养

路队，因为其成员一般很难获得支付保证金所需的资金或信贷。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

企业促进法》提到了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这也许可以用于为中小企业建立信用担保体系。 
 
我们收集了各县的合同样本，并对其进行了分析。合同文本内容一般很短，也很简单，甚

至比拉美地区的合同更短，更简单，这大大有助于养路工人对合同内容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执

行合同规定的要求。为了弄清现有合同文本是否适用于养路队的承包工作，必须要对其内容作

出进一步分析。 
 

                                                 
3 经过一段时间后，一旦微型企业及其职工获得了经验，地方形成了竞争局面，就可以促进多个投标人之间以及微

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哥伦比亚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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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具与设备 

日常养护工作中使用的工具与设备相当普通，关键是要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目前有些情

况下县政府为养路工人提供工具与设备，一般每年更换一次（有时每两年一次）。但有些情况

下，尤其是负责养护村道的工人必须自备工具，而用于购置这些工具的费用则划入工人工资。 
 

目前，养路工人所需的工具与设备一般只是些用于日常公路养护的 基本工具，如扫帚、

铁铲、锄头、砍刀和手推车。另外一般还有黄马甲和小黄帽，增加工人可见度，既保障了工人

安全又宣传了项目。如果工人需要，县里也可以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工具，但是一般而言，额

外的工具需工人自备。原则上也可向上级养护单位租借。 
 

下表列出了 常用的工具与设备、每个工人拥有的数量以及单价。与拉美地区相比，工具

与设备的种类很少，因此限制了养路工人所能够实施的活动，影响了养路工作所能达到的质量

和效率。拉美微型企业职工一般共用一些工具，尤其是更专业的工具，但本表中没有这些工

具。其部分原因是工具分给单个工人而不是分给一个养路队。此外，工具的数量很少，更不用

说每年或每两年才更换一次。因此由于工具质量下降，养路工人的工作效率较低。 
 
建议增加养路工人的工具数量，以便其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和其他公路养护工作。将工人

编成几个养路队或组建微型企业，这样就可以不用给每个工人配备一件工具或一种设备，因为

几个工人或整个养路队可以方便地共用许多工具与设备。根据养路队进行的养护工作，并参照

拉美地区取得的经验，可以确定所要配备工具的种类和数量。 
 

表 5：为养路工人配置的常用工具 
 

工具与设备 每个工人拥有的数量 单价（元） 
黄马甲和小黄帽 2 44-53 
4手推车 3 15

 240-400 
铁铲 1 10-20 
锄头 1 15-20 
扫帚 每年 4 到 6 个 4-20 
砍刀 1 6 

 
这些工具与设备可以由县政府或乡镇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养路队自行购置，但要在合同条

款中加以明确。前者的好处是工具与设备的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因为现已发现养路工人自己购

买时，经常选择低质价廉的工具，这会降低总体工作效率。这两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前者增加

了县政府或乡镇政府的管理负担，而后者需要按照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向养路队支付预付款，

用以支付购置必需的工具与设备所产生的费用。因此，建议将工具成本计入养路队每公里的标

准养护   成本。 
 

                                                 
4 目前，每个工人有一辆手推车，其实大家可以很方便地共同使用手推车。一个养路队中，一辆手推车可供 2 到 3
人使用。同理，其他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工具和设备也应共用。 
5手推车可以使用一年以上，但是其他工具需要至少一年一换。 



 

7. 养护工作与工作效率 

目前，贵阳市的养路工人仅负责基本的公路清扫工作和山体滑坡清理工作（按规定，工人

们为此可得到额外报酬）、杂草或灌丛清除以及排水系统清理工作。路面修复则由县政府聘用

的承包商负责。赣州市养路工人的职责较多，除了上述工作，工人们也要负责临时填补路面凹

坑（使用石块和泥土）并养护路肩。此外，他们还要负责养护桥梁、修缮护墙和其他道路工

程。如果损坏超出了其维修能力，需要上报并树立警示标志。因此，赣州市合同中的养护工作

与拉美的合同相似，内容较广。拉美某些合同中的其他养护工作也就是路标和信号灯养护以及

使用水泥或柏油对路面进行长期性修复而已。 
 

按照合同规定，贵阳市养路工人每周仅工作一天，平均负责 3 公里长的路段。这样做显然

是不够的，其原因主要是日常养护资金有限。县交通局也承认这一点，规定每周 少工作三

天。这样工人就花更多的时间从事养护工作，有时为了完成合同要求还让家人帮忙，以保证每

周干满 3 个工时（人/天）数。赣州市工人签的是全职合同，他们一般负责 4－5 公里的硬化公

路。工时（人/天）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融资制度不同（另参见第 9 节），并且与公路检修相

比，日常养护更受重视。 
 

走访中我们发现，两市公路的日常养护明显不足，有些地区的大部分排水系统存在淤泥或

堵塞现象，路上杂物很多，养路工人到位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显然需要提高清理工作效

率，以保证路面和排水系统大体上保持清洁。拿贵阳来说，首先要增加每公里的工时（人/
天）数，以满足工作量的需要。其次需要加强养护工作规划和执行方面的培训，同时提供优质

足量的工具与设备。另外还要特别向养路工人强调排水系统的重要性，确保系统正常工作，避

免对公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后要组建养路队，由养路工人集体负责一整段公路而不是每人

负责某一具体路段，这样在处理诸如山体滑坡或其他现场清理等具体问题时，会更有效率和效

果，同时也能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完成更多的日常养护工作。现在遇到的一个重要问

题是当地村民经常在公路上堆放大量杂物，尤其是建材和石子。养路队在处理此类障碍物时可

能很棘手。 
 
总体而言，很多地区排水系统规模较小，逢大雨时不足以容纳径流。尤其是涵洞较少，而

且相隔距离较远。在灌溉地区，由于公路路面垫高，边沟通常不够，水很容易流入附近农田。

因此，这些地区的涵洞在数量上通常加倍，并被用作灌溉渠道，从而得到了农民的适当养护。

但在其他地区，排水系统则明显不足，致使其养护工作变得更加紧迫。在整个雨季，一般要向

下游疏导自然淤积的泥土，以保证排水系统正常工作。上文提到的杂物在公路上的堆放现象会

迅速堵塞排水系统，从而对其造成严重影响。在此重申，需要制定相应措施阻止此类行为的发

生。 
 
走访中我们发现，农村公路一般没有用地，即便有也非常狭窄。在公路横穿灌溉农田的地

区，所建公路往往高出周边农田，路边与农田直接相连，有时仅有一条很窄的公路用地。由于

很多公路地势较高，尤其是水泥公路，因此往往没有路肩。结果，很少需要控制杂草生长，增

强公路可见度的目标也常常显得多余，在公路高出周边稻田 50 厘米的情况下尤为如此。控制

杂草生长是为了避免其侵蚀路面，尤其是为了保护排水系统，但由于公路用地很少，公路地势

较高，因此一般很少需要在这项工作上下很大功夫。 
 

走访期间，我们还发现路面经常受损，尤其是柏油路，但一般都是些小坑。只是在矿区附

近，超载现象对农村水泥公路损害很严重（需要注意很多水泥公路都还较新）。如上所述，赣

州市养路工人负责使用石头和泥土对路面凹坑做临时修补，而贵阳市则由经常要承包几个路段

的承包商按照合同规定负责修补凹坑。虽然前一种方式不能确保路况处于 佳状态，但减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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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老化，降低了公路对车辆的损害。因此，显然有必要对路面进行小规模维修，并将这项

工作纳入养路队的日常养护工作。 
 

尽管如此，仍需确定小规模维修是使用石头和泥土的临时性修复，还是使用柏油或水泥的

长期性修复。使用柏油的缺点是，当地很难买到柏油，而且每次需要的量很小，所以需要由县

里提供，而县里有时则需要从市里购买 5。而拉美几乎没有修复水泥路的经验，所有还不清楚

是否要用水泥来修。用水泥方便了养路队，但也许耐久度不够，但用柏油就得向县里要。虽然

以前用水泥修补过公路，但问题主要是水泥缺乏弹性，不适合填补凹陷路面。因此，尤其要立

足中国现有经验，对此开展进一步研究。 
 

砂石路的路况要糟糕得多，且往往缺少适当的排水系统，也存在其他一些设计缺陷。这说

明砂石路的养护不受重视，因其路面只是临时性的，一旦有了资金，就会将其升级为水泥路或

柏油路 6。许多情况下，砂石路每年只有一次检修养护，但也有养路工人在某些（重要的）路

段工作，每个工人平均负责 3 公里。可见县政府很少关心如何更好地养护砂石路，所以本研究

未深入研究砂石路，而主要侧重受到重视且有资金保障的硬化公路。 
 

总而言之，第一条建议是让养路工人负责尽可能多的日常养护工作。在决定具体需要负责

那些工作时，应该考虑可用预算和不同工作的成本，重点放在对公路的寿命和安全有重大影响

的工作上。第二条建议是要注重提高养护工作的效率和效果，上述两市都缺少这两点。要提高

效率和效果，可以对工人进行技术和管理培训，加强养护工作规划和执行，或组建养路队，这

样能更好地对各种养护需求做出回应，同时还可以增加每公里的工时（人/天）数。贵阳市每

公里分配的工时（人/天）数非常少，赣州市硬化公路分配得很合适。随着培训的加强和养路

工人的编组，预计他们能较好地完成硬化路网的必要养护工作。因此，依据初步确定的平均工

作效率，建议每 4 公里公路至少安排一名全职工人。这一数字略少于赣州市目前使用的人数，

与拉美（如哥伦比亚）的情况大致相当，同时应可以适用于大多数乡道，但对于村道而言，由

于交通流量较小，路面较窄，所采用的工作效率可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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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水平与业绩指标 

走访中我们发现，所有县都使用基于业绩的合同来雇用养路工人，因此报酬是基于产出的

多少而不是投入的数量，这对日常养护很有好处，大大方便了日常养护工作的检查与管理。拉

美所有基于微型企业的日常公路养护都使用基于业绩的合同。 
 

贵阳市使用了几个简单的业绩指标，明确规定了公路和排水系统需要达到的标准。如果未

能达标，将从每月报酬中扣除 20 到 30 元，但业绩指标的评估却显得相当主观。如下表所示，

赣州市的业绩指标更加详细。 
 

表 6：赣州市日常养护工作业绩指标 
 

道路构成 业绩指标 
路面 路面不应有泥土、石块和其他杂物，水泥路面接合处要注意修补，不应有砂石和凹

坑，路面下沉处必须填平。 
路肩 路肩必须宽于 50 厘米，在无法完成该指标的路段，必须使用护坡。路肩不应有车

辙、凹坑、坍塌或凹陷，也不应有杂草和其他杂物。填补材料必须夯实。 
边沟 边沟必须在路肩之外，低于路面 60 厘米，底部宽约 40 厘米。雨季必须对边沟进行

定期检查和清理。 
用地 杂草不应高于 80 厘米。 
护坡 护坡上松散的和材料和石块等物必须挪走，护坡不应有沟纹。 
护墙 护墙不应遭损，要养护伸缩缝并清理排水孔。 
桥梁 桥梁如有损坏，必须上报并树立警示标志，泥土等物必须清理干净。 
涵洞 涵洞如有损坏，必须上报，且必须保持干净，确保排水顺畅。 
 

在兴国县，除了给养路工人规定上述业绩指标外，还制定了一套公路养护整体执行情况的

综合评估标准，用于评估县乡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该标准包括技术评估和管理评估，采用打

分制。管理人员因此需通过日常养护和检修养护的方式，确保某些技术标准得到执行，同时完

成针对其自身的具体管理指标。从公路养护的各个方面对其打分， 后根据总分决定是否扣除

管理人员工资。这套综合评估制度将在第 11 节“日常养护的监督检查”中作更详细的讨论，

讲日常养护的监理时有更详细地描述，但出于比较需要，现将技术评估标准列举如下。 
 

表 7：兴国县养护工作管理人员技术打分表 
 
道路构成 高分 业绩指标 

路面整洁（10 分）。如不符合标准，每处扣除 1 分。  
路面没有凹坑（10 分）。如有，每个坑扣除 1 分。 路面 30 分 
路面没有障碍物（10 分）。如有，每个障碍物扣除 1 分。 
路肩高度相等，宽度适中，没有杂草（15 分）如不符合标准，每 20 米扣除 1
分。 
路边护坡稳固无塌陷（5 分）。如不符合标准，每出现一次扣除 1 分。 

用地及边

沟 35 分 

边沟干净，排水顺畅（10 分）。如不符合标准，每 10 米扣除 1 分。 
桥头路面平整，并要高出涵洞（10 分）。如发现鼓包，每个鼓包扣除 1 分。 桥梁与涵

洞 10 分 
涵洞排水顺畅（10 分）。如发现堵塞，每个涵洞扣除 1 分。 

道路工程 10 分 道路工程（包括路基、人行道、护墙、护坡和桥上铁路）如有松动或损坏，要

及时修理（10 分）。如未及时修理，每处扣除 5 分。 

检查 15 分 定期巡查公路，如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并树立警示标志（15 分）。如果未能

按规定执行，每次扣除 5 分。如果因为未执行规定造成事故，扣除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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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级均采用了业绩指标，但显然大多数养路工不能达到要求的服务水平，至少在雨季

不行。山体滑坡、公路障碍、排水系统淤泥、路面凹坑现象非常普遍，杂草生长也很快。处罚

措施很少得到执行，如太严格，会降低工人的积极性（拉美就是如此）。 
  

赣州市针对养路工人使用业绩指标，兴国县针对管理人员使用技术打分制度，这些都为今

后评估养路队的工作情况打下了良好基础。建议推广业绩指标，引进更易量化和评估的标准和

容许偏差值（因为公路的方方面面不能总保持 佳状态）。指标也需与养路队的职责和能力以

及当地政府执行监理的能力相匹配。 
 

  13  



  14  

 

9. 工作效率与日常养护成本  

据测算，各类养护工作的日均效率同拉美地区的工作效率相差不大。但是，从每条公路的

特点来看，每公里公路所需的工作量相差很大。由于各县对工作量未予记录，因此如果不首先

在若干不同公路和环境条件下开展日常养护工作，工作量就无法确定。根据所参观道路的特点

及其在现有日常养护安排下的状况以及拉美地区的经验，我们得出的初步测算结果是，如果每

周工作 5 天，每个养路工平均可以养护 4 公里长的硬化路段。 
 
随着各公路日常养护信息的增加，这一平均工作效率将要根据主体公路的特点进行调整，

划定不同公路类型。因此，建议要求试点项目的养路队记录不同养护工作的投入，以便确定必

须的工作量，随后确定不同公路类型及其标准养护成本。在确定不同公路类型过程中可能要采

用的标准包括公路用地面积（很多公路的用地很小或根本不存在）、路面类型、交通流量（如

何可能，可与公路级别一同确定）、每公里排水系统和其他道路工程的数量、气候条件以及地

形、地势。 
 
根据平均工作效率以及据此而推算出的每公里工时（人/天）数，可以确定每公里公路日

常养护所需的标准成本（之后，可以确定不同公路类型所需的差异化标准成本）。在确定标准

成本的过程中，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劳务成本，具体表现为向养路工人支付的工资。因此，

首先要确定适当工资水平。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5 年的农业工资水平为 7517 元，相当于每月 626

元或每天 28.5 元6。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和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为 8309 元，其中渔业

和服务业的年均工资水平较高。贵州省的这一数字为 10989 元，江西为 7193 元7，这意味着

贵州省农业的工资水平普遍较高（每天在 35 元以上），江西省的日工资水平普遍接近 25 元。

江西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给兴国县和赣县规定的 低月工资水平为 420 元8，相当于每天 19
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贵州省的 低月工资水平介于 320 元和 400 元之间9，各县有所不

同，但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四县走访过程中，我们收集了以下数据。在开阳县，据说农业日工资水平介于 35 元和

50 元之间，各季节有所不同，白云区表示其日工资水平为 20－25 元，赣县的日工资水平为

40 元。然而，这些数字适用于聘用临时工，而如果将其用于正式工，工资水平要远高于其他

来源收入，会引起养路工人所在社区其他居民的不满，拉美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10。因此，

在选择对养路工人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时要谨慎行事，只要能确保 低水平的可持续性和竞争

就可以了，但不要太高，以免引起其他居民的不满。就目前向养路工人支付的工资而言，其水

平低于临时工的平均农业工资水平。开阳县采用的日均工资水平约为 30 元11，而赣县养路工

人的日均工资仅为 20 多元，兴国县不到 30 元12。 
 
根据以上信息，劳务成本可以初步定为每天 30 元。以每月 22 个工作日、每年 12 个月计

算，年人均总成本为 7,920 元。依据人均工作效率 4 公里计算，每年每公里劳务成本为 1,980
元。 
                                                 
6 根据每周 5 个工作日、每月 22 工作日计算。  
7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8 《信息日报》，2001 年 12 月 21 日。 
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5 年统计。 
10 极端情况下，社区居民的不满导致他们破坏公路，目的是迫使有关部门终止与微型企业签订的养护合同。 
11 要强调的是，这是规定的工资水平，根据每周工作一天计算。实际上，工人们每周约工作 3 天，结果其日工资仅

略高于 10 元。 
12 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是平均工资，因为养路工人每公里养护工作所得报酬是固定的，因此其收入要取决于所

养护公路的公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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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养护成本根据不同的补贴和津贴水平确定。首先是工具设备补贴。根据每年每公里所

需工具的类型、数量及其单价，可以计算出月补贴水平。其次是社保（养老和医疗保险）补

贴，但要讨论是否将其纳入养护成本、其额度应为多大13。再次是交通补贴，但要同市政府和

世行讨论是否将其纳入养护成本，或将它们集中起来，纳入预备费。鉴于存在承包较短路段的

可能性（由于公路长度和合同金额限制），交通可能不是大问题，骑自行车就行了14。根据拉

美各国的经验，可以初步估算出这些补助占工资成本的比重为 25％，相当于每公里标准总成

本的 20％。据此，每年每公里的补贴支出为 495 元。 
 
那么，总标准成本就为每公里 2,475 元，但不含水泥等材料成本，因为这些材料应由县乡

政府部门提供，否则就要纳入标准成本。建议将这一数字用作每公里公路年度初步标准成本，

然后要根据不同类型公路的工作量作出调整，并根据不同公路类别加以区分。此外，建议将这

一数字用于县道和更重要的乡道。不太重要的乡道尤其是村道，可以采用较低的数字15。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数字要高于目前支付给养路工人的工资。目前，县道的工资成本从开

阳县的每公里 500 元（每周按规定工作一天）到兴国县的 1680 元不等。但工资成本不含工具

和保险等费用，仅涉及基本养护工作，而根据拟议制度规定，养护工作量将有所增加。除了工

资成本外，还有材料成本，用于修补和其他小规模修复。县道的材料成本数额基本相同。材料

成本主要用于购置材料，不纳入拟议标准成本，但包含劳务成本。据此测算，拟议标准成本仅

稍稍高于兴国县的实际成本。 
 

表 8：县道日常养护支出（元） 
 

县/区 工资支出 材料支出 小计 
兴国 1,680 1,200 2,880 
赣县 1,200 1,300 2,500 
开阳 600  600 
白云    

 

目前，乡道的日常养护成本从每公里 400 元到 700 元不等，材料成本从 200 元到 300 元

不等。就村道而言，贵阳市没有日常养护，赣州市赣县的日常养护成本很低，仅为每公里 100
元，而兴国县乡道的日常养护成本也为每公里 100 元。 
 

表 9：乡道和村道每公里年度日常养护成本（元） 
 

县/区 工资支出 材料支出 小计 
兴国（乡道、村道） 700 200 900 
赣县（乡道） 400 200 600 
赣县（村道）  200 100 300 
开阳（乡道） 600  600 
白云（乡道）    

 

                                                 
13 例如，赣县养路工人的年度保险费为 100 元/人。 
14 在赣县，工人们均持有公交车免费乘坐卡。 
15 但不同类型公路的养护工人应得到相同的日均工资。就级别较低的公路而言，每个工人所负责的公里数可能较

多，或工作天数较少，因为此类公路的养护需求较低，从而形成类似的日均工资水平，但同时可以降低每公里的成

本。 



 

对县乡政府而言，拟议标准养护成本可能存在问题，我们设想它们仅愿意针对县道采用这

一成本。实际情况是，它们已经采用了类似成本，并为县道养护安排了更多资金，因为它们更

重视县道。因此，建议试点项目将侧重点放在县道上。之后，可以将这一做法延伸至乡道和村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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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融资机制 

现已证明，足量、及时日常养护工作资金的可持续来源是基于微型企业的养护模式成功的

关键，因为微型企业一般无力承受款项滞后支付的影响。款项支付的反复滞后会导致养护质量

下降，而较长时间的滞后 终会导致日常养护工作的停止，进而导致相关公路的严重老化。因

此，在重新恢复日常养护之前，这些公路可能需要进行定期养护甚至是改造，养路队也可能要

重新组建。但是，之所以出现支付滞后，不完全是由于资金缺乏，还在于其他因素，尤其是缺

乏重视，因为同持续养护投资相比，建设和改造投资通常会带来更多的（短期）政绩，因此后

者通常会得到更多重视，但占用了养护投资。拉美地区通过设立专项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成

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国国务院制定了一项针对农村公路养护工作的基础补贴机制，补贴资金从车辆年度养路

费筹集（农用车和摩托车除外，它们缴纳的费种不同），后者由省级部门收取并由省交通厅管

理。此类养护资金不仅仅针对日常养护，而是针对各类养护工作。实际上，养路费是省、市政

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也用于建设项目，包括非交通部门项目。国务院规定，不同行政级别

农村公路的年度 低养路费拨款执行以下标准：县道 7000 元/公里、乡道 3500 元/公里、村道

1000 元/公里；全部资金从定期车辆养路费筹集，并由省交通厅划拨。通常情况下，这些资金

划拨给大型和中型养护工程，包括：定期养护和一定规模的修缮。贵阳和赣州市均采取此方

式。 
 
除了国家规定外，贵阳市还制定了补充规定，但目前该市正将上述补贴用于大中型养护工

程，同时规定县道和乡道的日常养护和小规模（检修）养护 16工作资金县政府筹集（占 80
％），贵阳市政府提供拨款支持（占 20％），而村道的日养护常和小规模（检修）养护资金

全部由乡政府筹集。下表给出了各类公路日常养护以及小规模检修养护的 低拨款。 
 

表 10：贵阳市日常养护和小规模检修养护 低拨款额（元/公里/年） 
 
行政级别 混凝土 柏油 未硬化 
县道 10,000 7,000 5,000 
乡道 7,000 7,000 2,000 
村道 1,500 1,500 500 
 

这些规定所给出的额度远远高于每公里每年 2,475 的拟议初步标准成本，甚至还有可能包

括小规模维修。村道的划拨额要低得多，但考虑到村道的特点，如果根据工人较高的工作效率

（以每位工人的公里数计）计算，拟议标准成本也会较低。 
 
这些补充规定可能存在不足，即它们实际上助长了不开展日常养护之风，因为日常养护资

金主要由县政府筹集，而随后的检修养护则可以用车辆养路费开展。鉴于这一情况，建议将省

级养护资金转而划拨给日常养护工作，将剩余资金和县乡级的额外资金用于检修养护工作。通

过资金划拨的这一转变，日常养护资金就可以得到保证，各县也就有动力来确保养护工作的有

效开展，并将资金结余用于检修养护，因为这项工作主要由其自身负责。 
 
此外，尽管贵阳市规定的拨款量较大，好像也足以支付日常养护和部分小规模检修养护费

用，但它们目前尚属于理论数字，所走访的各县目前并不具备执行这些规定所需的预算。从下

表可以看出，要制定贵阳市规定，市一级需要配备的资金总量为 1900 万元。 
 

                                                 
16 小规模（检修）养护是指对路面和道路工程的基本维修，如填补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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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贵阳市农村道路日常养护和小规模检修养护规定实施费用 
 

混凝土 柏油 未硬化 小计 
行政级别 

公里 元 公里 元 公里 元 公里 元 
县道 117 1,169,390 456 3,194,464 48 241,705 622 4,605,559
乡道 693 4,848,333 661 4,628,071 550 1,099,978 1,904 10,576,382
村道 1,544 2,316,479 112 168,453 2,840 1,420,080 4,497 3,905,012
总计 2,354 8,334,202 1,230 7,990,988 3,438 2,761,763 7,022 19,086,953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资金状况会有所好转，因为从贵阳市规定可以看出，摩托车和农用

车养路费将被用于农村公路的定期养护17。定期车辆养路费由省一级收取，并由省交通厅直接

划拨给各县。与此相反，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由乡一级收取，然后通过市一级上交给省交通

厅。随后，省交通厅将资金划拨给市一级，后者紧接着将资金划拨给县一级。因此，摩托车和

农用车养路费的划拨额度在很大程度上由市一级确定。但是，如果按新规定办事，即便是将当

前的全部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集中在一起，也不足以支付贵阳市农村路网日常养护和小规模

检修养护所需的费用。 
 

表 12：江西省和贵州省养路费收入（元） 
 

养路费 江西省 贵州省

汽车养路费 1,542,845,100 1,000,780,000
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 139,845,000 12,750,000
滞纳金 25,234,800  
利息 483,200 310,000
养路费总收入 1,708,408,100 1,013,840,000

 
 

就赣州市而言，所走访县农村公路养护的财政状况要好很多，因为这些县目前已开始将摩

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用于日常养护工作。江西省所收取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总额比贵州省

高得多，这一点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主要是由于收费范围广）。但是，在县一级收取的养路费

总额中，目前只有一半左右被返还给县级部门，用于开展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其余部分一般用

于省级或市级建设和管理工作）。2006 年，赣州市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收入总额为 7000 万

元（约占全省养路费收入总额的一半），其中公路养护工作划拨额约为 3500 万元，包括大修

（定期养护）、中（小）规模维修以及日常养护（其余用于管理和建设目的，其中 20％用于

收费工作）。如果按拟议标准成本 2475 元/公里计算，赣州市很容易就能支付县道（4724 公

里，1170 万元）、乡道（4552 公里，1130 万元）的日常养护费用，其余用于村道的日常养

护（900 元/公里，13374 公里）。 
 
但如上文所述，划拨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不仅仅用于日常养护，各县只可以得到部分

养路费，用于日常养护和其他较复杂的养护。 例如，赣县每年可收取 400 万元摩托车和农用

车养路费，随后可以得到 210 万元拨款，用于日常养护（85 万元）、管理（55 万元）以及大

修和应急支出（70 万元）。因此，赣县仅有略高于 20％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养护费用于日常养

护，相当于该县所得返还款的 40％。我们发现兴国县也存在类似的分布。如果将这一分布情

况适用于赣州市的全部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收入，意味着用于日常养护的资金约为 1400 万

元，这足够县道养护之用，但仅此而已。赣州市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收入远高于贵阳市，

即便如此，该市现行划拨机制表明，用于日常养护的资金不足。 
 

                                                 
17 摩托车和农用车的年度养护费为每辆车 180 元。  



 

很显然，有必要制定一项公路养护融资机制，以公路日常养护为重点，从而降低采取更高

代价养护措施的必要性。例如，我们在开阳县获得了关于柏油路建设成本的数据（50 万元/公
里）和定期养护成本的数据（7000 元/公里/年）。假设柏油路的使用寿命为 10 年，年均投资

成本就为 57000 元。如果实行适当的日常养护（包括临时维修）制度， 将会降低定期养护成

本（原因是道路受损程度较轻、部分修补工作包含在日常养护工作之内）。可以想象，年度定

期养护成本会降至每公里 4000 元。与此同时，由于及时采取了措施，道路尤其是路基受损程

度减轻，这将有助于延长该条公路的使用寿命。就本例而言，假设使用寿命延长到 12 年，这

一时期的总投资，包括每年 2,475 元的日常养护成本就是 57.77 万元，相当于每年投资 48142
元。这样，每公里年度节省资金就约为 8850 元，这就是重视日常养护工作的一个明确理由。 

  
作为重视日常养护工作的一项措施，建议将省交通厅划拨给各县的车辆养路费用于日常养

护工作，并将所有剩余资金和县市两级的额外资金用于检修养护，包括紧急养护和维修。这将

会调动地方政府确保妥善开展养护工作的积极性，因为更高成本养护措施的减少将会直接带来

县级预算结余。尽管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也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但各县的收费总额 和得到

的拨款根本不足以承担整个路网的日常养护工作，而且与车辆养路费不同的是，要求根据路网

长度划拨款项的国家规定并不存在。 
 
尽管各县在短期内将依靠上述两类养路费开展公路日常养护和其他养护工作，但要强调指

出的是，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取消养路费，征收燃油税。燃油税的划拨和使用方法尚需确定，但

我们强烈建议设立公路养护基金，一些拉美国家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在微型养路企业得到此

类基金资助的地区，日常养护工作持续得到了资金保障。只有明确为养护工作预留燃油税，道

路养护工作的持续开展才可能有资金保障，因为有经验表明，资金极有可能被改用于其他工

作，特别是建设工作。在公路养护基金内部，要明确区分日常养护资金和检修养护资金，而重

点应为前者。 
 
尽管本文对上述融资机制进行了探讨，但本研究无意以任何方式对其施加影响，因此试点

项目要在本节确定的范畴内开展。建议将试点项目限制在县道上实施，因为县道的资金保障水

平较高，而且试点项目所制定的养护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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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培训与能力建设 

为了有效且高效开展日常养护工作，需要向养路工人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技术培训旨在

确保工人们掌握公路的构成、其功能及重要性，确保工人们熟悉各类养护工作及如何以个人或

养路队形式有效且高效地开展这些工作。管理培训旨在加强对养路企业或养路队的管理，加强

汇报制度，完善工作规划，从而确保现有资源（劳动力和工具）得到有效和高效利用。 
 
目前，各县正在开展养路工人培训工作，而且一般都开展了技术培训，明确了要开展的基

本养护工作。为此，各县每年均组织几期由若干工人参加的培训，每期为期 2－3 天。通常情

况下，县级工作人员担任教员，但赣县也请有经验的养路工人担任教员。据说一些地区编制了

简易技术培训手册（但我们没有得到样本）。尽管如此，很少有正规培训教材，即便有的话，

也不再使用。结果，培训变得很不正式，而且缺乏条理。教员向工人们讲解了他们需要开展哪

些工作及如何开展工作等内容，但好像很少注重讲解公路各构成的功能及其重要性，也很少讲

解如何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及根据紧迫性安排工作计划。结果，在实地走访期间（在雨季进

行），我们发现，由于注重其他不太紧要的工作，一些地区的排水系统清理工作出现滞后。 
 
鉴于走访期间我们所见到的路况，我们认为需要加强技术培训，也要编制更详细的培训手

册，说明公路的各组成部分及其重要性（尤其是排水系统）、每一项养护工作的具体内容、年

度和季节养护工作规划。培训手册应首先服务于养路工人，但也要成为县乡工作人员的参考

书。 
 
在试点项目开展技术培训过程中，我们认为 好由县级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因为他们熟悉

其所主管的路网，具有公路养路经验，而且是培训负责人。但是，如果其他县或省份组织培

训，建议采用技术培训机构18。此类初步培训的时间应为 2－3 天， 好在实地开展；公路沿

线的培训由养路队负责，这样便于它们与教员一道确定公路的各组成部分，编制初步工作计

划。 
 
目前，管理培训并未开展，因此实际需要必须根据养路队在新制度下的性质评定，即养路

队是否是企业性质，还是纯粹的养路队性质。不管如何，基本培训均应包括集体凝聚力、团队

精神和矛盾处理等内容，也应包括报告写作技能和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和公路）管理能力培

训，以便开展各类养护工作。培训所用基本材料将根据拉美各国的经验编制，另外也将从中国

国内寻找更多材料，尤其从国际劳工组织驻北京代表处寻找。提供培训的合适机构仍需确定，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在为企业提供工商、财

税、融资、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发挥 作用。此外，由于本法提

到了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因此可以用于指导企业组建和服务以及人员培训。 
 
除了对养路工人的初步培训外，其他培训在项目初期（至少 6－12 个月）必须要得到帮

助，以便巩固培训效果。此类技术与管理培训通常在实地开展。技术培训尤其注重加强各类养

护工作在不同时期的规划和优先排序，确保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管理培训注重对养路队的妥

善管理、职责划分以及相互配合等内容，但也涉及报告编写、纳税以及养路队或企业的基本财

务管理知识等实际问题。 
 
具体到中国，建议使用县乡教员开展技术培训。目前，有些地区指导工人开展工作，如以

两周工作计划形式（赣县）。但是，此类工作计划的提供不应被视为培训，因为这容易形成对

县级工作人员的依赖性，不利于培养养路工人的能力。此外，这种制度的不足在于，培训教员

一般也参与养护合同的监理工作。如果同一个人既负责决定工作内容，又负责评价养路工人是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鼓励此类机构为中小企业培训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 



 

否完成了所有业绩指标，会使问题复杂化。一种较好的方式是向养路队提供外部援助，如由非

政府组织或大学毕业生提供帮助（拉美地区这方面有先例）。对于首批试点项目，建议将提供

帮助工作交由县乡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培训也可以采取类似方法，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参与指

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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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同监理 

目前，各县正在就养护工作开展检查，乡道和村道由乡政府负责检查，有时与县级工作人

员共同开展检查。 
 
为此，检查人员每月对不同路段检查 2－4 次。兴国县有 8 名县级检查员，每个乡镇设两

名检查员。县交通局美对县道进行月度检查，每次检查需 5 天时间，对乡道进行半年度检查。

乡道和村道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负责检查，每月一次。在赣县，县交通局负责检查乡道和村

道。检查内容为两周工作计划所列的养护工作。在开阳县，由 4－5 人组成的检查组代表县交

通局、养路中心和公路管理处等公路主管部门，每月对县道进行 4 次检查。 
 
虽然 后一例（开阳）的检查效率可能不会很高，但确实证明了县乡两级有足够能力开展

检查工作。因此，建议让县级工作人员尤其是县交通局人员与乡级部门合作负责开展检查工

作，虽然简化检查程序事宜仍有待探讨。简化程序的目的是在不增加人员数量的情况下对整个

路网进行检查。尽管我们在走访期间没有与乡级工作人员召开会议，但我们认为，县级工作人

员更适合监督检查日常养护工作。因此，我们建议以县级路网为重点，制定完善的日常养护制

度，因为县级工作人员能够对县道开展必要的检查监督。 
 
鼓励在检查过程中使用业绩指标，也鼓励在业绩指标未能完成的情况下采取处罚措施。虽

然大部分地区均已制定了简易业绩指标和处罚措施，但并未得到执行。赣县的做法很有意思。

该县不但制定了针对养路工人的业绩指标和处罚措施，也制定了针对县乡两级管理、培训和检

查人员的业绩指标和处罚措施。如果总体养护工作不达标，这些人员将会受到扣工资的处罚。

依据对养护工作技术质量和养护管理工作的评估结果，这些人员将得到一个分数。就技术评估

而言，每项养护内容所需达到的效果与所给定的分数一同描述，同时确定每项不达标内容所扣

除的分数（另参见第 10 页表 7）。管理评估侧重检查、养路工人聘用、养护计划以及试点公

路19等内容，其结果也同分数和扣分挂钩。 
 
公路养护内容 高分 业绩指标  

养护措施 35 分 

1. 有负责人专门负责养护工作（5 分）。 
2. 养护工人根据需要选聘，并与其签订合同（5 分）。 
3. 有养路工人专门根据需要开展养护工作（5 分）。 
4. 制定了公路养护管理和月度评估制度，并且每月均开展了检查与评估（10

分）。如果未开展月度检查，每次未开展的检查扣除 1 分。  
5. 每个季度或雨季结束后，所有农村公路均得到了季节性养护（5 分）。 

养护投资  30 分 1. 养护预算和设施费用等资金均被用于公路养护，而且未被误用（35 分）。 

国际标准美化

（GBM）试点

公路 
35 分 

1. 每条 GMB 试点公路设有必要的路标，在路边设有宣传养护工作的五条永久

性宣传标语（5 分）。如未设路标，将扣除 5 分；每少一条标语，扣除 1
分。 

2. 在 GBM 试点路段，没有非法审批、非法建筑、占路或侵占公路用地以及非

法挖掘等现象。如存在此类现象，每发现一例，扣除 1 分、 
3. GBM 试点路段的养护质量符合 GBM 要求（20 分）。     

 
根据两次评估的分数，管理人员将得到一个级别（1、2、3 级），进而确定其报酬扣除的

比重（0％、10％或 20％）。 
 
 
 
 
                                                 
19 这些试点公路（国际标准美化公路）的建设标准较高，其养护也受到了特别重视，为其他公路树立了典范。 



 

 
管理工作打分 技术打分 级别 工资给付

额 
≥ 85 分 ≥ 75 分 一级 100% 

80 – 84 分 70 – 74 分 二级 90% 
75 – 79 分 65 – 69 分 三级 80% 

 
针对管理人员的这一评估制度很好地调动了县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具体到养路队或养

路企业而言，建议将业绩指标同管理人员的主管工作更密切地挂钩。如果将日常养护工作承包

给养路队，技术业绩指标应针对养路队，而不是管理人员，否则管理人员会因养路队不执行技

术标准而受到双重处罚。使用管理评估标准或业绩指标的做法很积极，会调动管理人员向养路

队提供较好的服务，举办必要的培训，提供必要的现场指导，开展必要的检查。鉴于此，建议

制定一项专门针对日常养护和养路队的管理工作评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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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赣州市和贵阳市农村公路现行日常养护安排的首次评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两

市目前存在便于引进基于微型企业的公路日常养护安排的必要特点：利用当地劳动力开展日出

日常养护工作、采用了业绩指标和每公里固定成本原则、县乡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开展定期检

查。各县所执行的制度反映出当地对日常养护的必要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即这种养护是改善路

况和降低道路总体养护成本的一种方法，同时也反映了县市交通局对动员当地劳动力和社区居

民参与日常养护工作所取得的效益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本次初步考察表明，现行安排尚有改善余地，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些安排的成本效性

和效率。本次考察也表明，从拉美各国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在确定今后要采取的 佳方式上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讲，我们尤其可以在下列四方面取得显著改善： 
 
1. 将单个养路工人组织起来，组建养路队。拉美和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养路队的工作效率

往往要高于单个养路工人，从而降低总体养护成本，改善路况。部分原因是养路队能够更

快地应对劳动量更大的养护工作（如清理滑坡），另一种原因是其工人的积极性往往更

高，工作效率因而也更高。此外，对养路队的监督检查工作难度也较小，这可以减轻县交

通局的工作负担。 
 

在组建此类养路队时，建议制定明确和透明的养路工人选聘。此类标准既要包括资格

标准，也要包括优先标准。也要重视候选人的号召动员工作，以确保选聘过程参与的广泛

性，尤其是妇女和其他认识群体的参与。此外，我们还建议采用联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

此类养路队确定必要的法人。这种形式的优点在于：（1）便于微型企业在无需耗费大量费

用而迅速组建起来；（2）成本较低，管理要求较少，便于利润分配；（3）便于实行共有

制，在职工人数上和用人制度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为确保养路工人对养路队的高效管

理，建议制定一项管理培训计划，其内容应包括基本商业管理、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矛盾

处理以及养护工作的有效和高效规划等。为此，建议编制一份企业管理手册，指导组建养

路队，开展管理培训。 
 
2. 改进养护工作，扩大工作范围。一些情况下，养路工作开展不力，因此如果完善技术培训

和养路工人出勤制度，同时特别重视对排水系统的养护（和改造），养护工作成效将会大

为改观。另外，建议增加养护工作的内容，如清理固体垃圾、维护路标和安全设施、对道

路工程和路面（凹坑）进行小规模维修等。目前，第三项工作仍未得到重视，除非损坏程

度严重，否则不会聘用承包商对其进行大修。但是，养路队在早期就可以很好地开展此类

维修工作，并因此而减缓公路老化步伐，避免不得已的大修。  
 

除了制定一项完善的技术培训制度外，还要明确不同养护工作和不同类型公路的日均

工作效率，以便确定合理的平均工作效率，即每位工人所要养护的公里数。目前，劳动量

并不是根据实际劳动需求分配的。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使得对公路的重视力度不够，加

快了路况恶化的步伐。为了高效开展养护工作，建议增加养路队的工具配备，包括某些专

业工具（如填补凹坑用的便携式夯槌）。 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建议针对不同养护工

作制定一整套易于量化且客观的业绩指标，每个指标要设有容许偏差值，同时加强这些指

标的应用。除了采用这些业绩指标和容许偏差值外，还应开展定期检查，严格奖惩制度，

同时实行打分制度，从而提高养路队工人的工作积极性。为此，建议编制一份技术手册，

明确以下内容：各类养护工作、所使用的工具、预期日均工作效率以及业绩指标和容许偏

差值。本手册将可以用于针对养路工人的详细培训，为管理人员提供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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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进差异化标准养护成本。在确定上文所述平均工作效率的同时，还有必要确定合理的标

准养护成本，这有助于确保养路队的可持续性及其所负责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也可

以避免社区居民的不满情绪。根据每位工人养护 4 公里路的初始平均工作效率和拟议 30
元的日工资水平，建议采用每公里 2475 元的标准养护成本，其中包括工具、交通和社保

补贴。这一数字将根据试点项目的发现作出调整，同时建议针对不同公路类型采用差异化

标准养护成本。 
 

目前，各类公路均采用统一养护成本，但在实践过程中，某些公路或路段的工作量更

大，所需的工人也更多。由于采用了统一成本，难度更大的路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导致老化速度加快。如果根据公路特点将公路及路段分类，并区分其养护成本和工作量，

将会改善路况，降低总体养护成本。 
 

4. 制定合理的公路日常养护融资制度。首次走访期间我们发现，各县在为整个农村路网的日

常养护进行可持续融资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导致某些地区日常养护标准较低，道路老化速

度加快，总体养护成本增加。因此，现行公路日常养护融资制度需要加以完善，规定养护

资金应根据各县路网长度和上述差异化标准养护成本确定。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合理的来源似乎是定期缴纳的车辆养路费。尽管后者在很大程度

上已经用于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但划拨给各县的摩托车和农用车养路费根本不足以支付

整个农村路网的日常养护费用。此外，这些收费在很大程度上也用于支付管理费和较高等

级公路的养护费用，从而使已然有限的资金变得进一步紧张。要制定日常养护融资体制，

明确规定专款专用，养护资金根据差异化标准养护成本和农村路网长度确定。在制定本项

制度的过程中，也要对废除养路费收取燃油税的可能性加以考虑。 
 
作为本项研究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制定一项概念性指南，详细描述拟议中国农村公

路日常养护制度的具体内容。对本指南起补充作用的文件包括用于对养路工人进行技术培

训的技术手册和用于对养路队或养路企业进行组建和管理培训的企业手册。在编制手册

时，将借鉴拉美地区的经验，参考中国国内现有材料。在第二次走访贵阳和赣州两市期

间，我们将同有关方面就本报告和即将编制的文件（手册）进行详细讨论，之后对其进行

定稿。作为本次研究的 后一项工作，将在两市实施 4 个试点项目，以便对制定的日常养

护制度进行测试并加以调整。 
 
如本报告所述，目前对未硬化公路的关注不够，为便于文件的编制和试点项目的实

施，建议将侧重点放在农村硬化路网上。为了确定混凝土和柏油两种路面类型的养护需

求，要将混凝土和柏油公路纳入试点项目范畴。同样，出于可持续融资和充分的监督检查

目的，建议试点项目在县道上实施。至于长度，试点公路（路段）不应超过 20 公里，这便

于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直接聘用养路队。在试点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要求养路队收集有

关其劳动力投入的数据，以便确定不同养路工作的日均工作效率、不同公路类型的平均工

作效率以及界定不同公路类型所需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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