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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成为胜任的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
———基于３８位优秀院长的实证追踪研究

张三保　唐应茂

摘要:法院院长既是审判机关的成员,又作为领导班子核心成员引领本单位的发展,是外部体制和法院内

部管理制度的交汇点.对３８位中基层法院院长典型的追踪研究表明,中基层法院院长具有八项通用胜任

特征(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信息搜集、分析式思考、主动性、人际理解)和两项特

殊胜任特征(大局观念和人文关怀).这十项胜任特征可聚合为管理家—政治家—法律家三种角色.这三

种角色的胜任特征受到制度框架、组织目标、院长个体特征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

征模型的建立,丰富了胜任特征理论和高阶理论,为推进中国司法机关负责人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

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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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体制的交汇点,法院院长对内承担维护法院组织运行的责任,且必须亲

自办案,重点审理一些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或新类型案件;对外则作为法院代表,与其他党政机关、传
媒、公众等社会力量进行沟通联络.因此,其能力与素养,对所在法院和司法整体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对法院院长的少量研究,多从现行制度角度出发,立足于讨论法院院长的产生机制、职权配置和

角色定位等问题.对于具备怎样素质与能力的法院院长才能与现行制度相适应问题,尚未得到足够

重视.鉴于此,本研究致力于结合胜任特征理论与高阶理论,运用实证方法,探索中国中基层法院院

长的胜任特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角色的内涵与成因.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述评

(一)胜任力研究述评

哈佛大学教授 McClelland首次提出胜任力(Competence)概念,认为它是“与工作绩效或生活中

其他重要成果直接相关的知识、技能、能力、特质或动机”①,并逐渐发展成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
由于研究目的、角度的差异,胜任力的定义并不唯一②.目前认可度较高的,是把胜任力界定为动机、
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知识、认知、行为技能等可被可靠测量或计数,并能把高绩效员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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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绩效员工区分出来的,任何个体的、潜在的、持久的特征①.该定义把胜任力自上至下分为６个族

群２０项要素(如后文表１所示),从而构成«胜任特征辞典»(下称«辞典»).«辞典»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企业、政府机构及其他专业组织中从业人员的通用特征,为我们通过分析法院院长的行为,进而识别

其胜任特征提供了前提.
当前关于胜任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偶有涉及高校领导或医院院长,以及

党政干部等,尚缺乏对法院院长等司法机构领导者的探讨.法院区别于政府部门、企业和一般的事业

单位,其院长既要参加案件审理工作,又要负责管理、监督办案,还要与党政部门、公众等进行互动.
承担着多元角色期待的法院院长,在胜任力上的要求理应有所不同.

(二)中国法院院长相关研究述评

１．法院院长相关研究主题.目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法院院长的产生、职权配置和角色定位.关

于法院院长的产生,刘忠用“条条和块块”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

机制②.在院长的职权配置研究方面,孙北认为,法院院长的职权配置存在失衡、角色错位现象③.李

庆保和梁平指出,我国法院院长权力过分集中,产生了法院内部司法权运行行政化和院长权责分离两

大弊病,他们建议将法院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大体分离,并改革审判权运行模式④.此外,高翔将中国

法院院长职权划分为审判职权、司法行政职权⑤.关于院长的角色定位,左卫民指出,中国法院院长

大致扮演着“管理家—政治家—法律家”的角色⑥.谢刚炬等提出“超载院长”概念,指出场域边界模

糊是“超载院长”产生的根本原因⑦.

２．法院院长相关研究方法.尽管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目前中国法学界获得了一席之地⑧,但以法

院院长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依然凤毛麟角.目前,仅有前述左卫民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研究了中国法

院院长的角色.未来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要改变目前以描述性统计为主的初步量化研究,走出一条

量化程度和规范化程度更高的实证研究路径⑨.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法学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切实了

解和发现中国的经验和问题,也为真正有创见的法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
基于胜任力和法院院长的上述研究,我们将结合«辞典»,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法院

院长典型的纪事材料中,挖掘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的胜任特征并加以聚类,分析各类角色的内涵和成

因,进而提出改革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基本结论

(一)研究方法

１．样本来源.样本来源于«中国审判»杂志.该杂志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人民法院出版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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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LyleM．,SpencerSigneM．,CompetenceatWork:ModelsforSuperiorPerformance,NewYork:JohnWiley&
SonsInc．,１９９３,p．２２２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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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翔:«法院院长职权结构优化论———基于‹法院组织法›与‹民事诉讼法›衔接的考量»,«现代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左卫民:«中国法院院长角色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谢刚炬、张夫贵、李旭辉:«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院长的职责重构———以场域理论为视角»,«法律适用»

２０１８年第２１期.
程金华:«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 ———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清华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中的相关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其刊载的优秀法院院长的相关文章有两类:一类是记者对院长的访谈,重在介绍该法院的先进经验,
称“院长访谈”;另一类则以第三人称纪事方式,重在介绍该院长(不含副院长)的典型事迹,称“院长纪

事”.相比而言,对院长而非法院的宣介,更契合对法院院长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并且,“院长纪事”
反映了官方认可的优秀特征.可见,杂志的主办方、第三人称的报道形式,保障了样本来源的权威性

和内容的客观性.

２．样本概况.我们查阅了２００９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审判»杂志,从中获取４０篇信息较为充分的

“院长纪事”材料,报道时段为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其中,２００９年５篇,２０１０年８篇,２０１１年

１３篇,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各６篇,２０１４年２篇.此外,我们运用百度搜索、电话咨询等多种渠道,对报道

对象的后续去向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３月,样本去向包括:因年龄原因退休、获
得擢升、到其他单位任职,仅有２人因腐败问题被处理.为了确保优秀院长样本的典型性,我们删去

这２篇报道,获得了３８人次最终样本①.在最终样本中,包括中级法院院长１５人,基层法院院长２３
人次(１位被报道２次).其中,江苏８人次(１位被报道２次),黑龙江５人,山东和福建各４人,河南３
人,重庆、四川和内蒙古各２人,辽宁、北京、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海南和云南各１人.３８篇文本累

计１３４１２９字,篇均３５３０字,每篇最长５０４０字,最短１７６９字.

３．研究程序.基于３８人次优秀法院院长的相关纪事资料,对照«辞典»,我们运用基于关键行为事

件的文本分析法,对院长材料进行编码.应用文本分析法主要基于两个假设:其一,提供信息者列出

的往往是他们认为的最重要信息;其二,在有限的信息中,某个关键词(意思)出现越频繁,说明越受到

认可②.
具体编码程序如下:首先,由２名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编码小组,分别对同一份材料进行试编码.

编码不一致的地方,通过持续讨论,使得２人达成一致.对于«辞典»中无法反映的内容,还结合法院

院长角色的特性进行修订和补充.其次,对于补充后的«辞典»,２人再分别对两份材料进行编码,使得

两人对编码辞典的理解达成较高一致.之后,根据«辞典»,对３８份文稿进行独立编码.编码完成之

后,编码小组成员进一步讨论有异议的地方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形成最终编码结果.
在此基础上,对最终编码结果进行汇总统计,获得各项胜任特征得分.此外,在编码过程中,由于

«辞典»中的“重视品质、次序”(成就与行动族)和“关系建立”(冲击与影响族)等两项特征未在原始资

料中体现,故予以删除.最终,我们获得了表１中的６项族群共１８项胜任特征.
(二)基本结论

１．通用胜任特征.根据相关研究建议,在编码和统计处理时,既可采用胜任特征出现的频次,也
可采用平均分数或最高分数③.我们首先分别统计了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的频次和平均

分.随后,为了考察法院层级是否显著影响院长的各项胜任特征,我们对中级和基层两组样本胜任特

征的频次和平均分进行了独立双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各项胜任特征在频次和平均分

上均无显著差异.因而,我们合并了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这两组样本,并分别计算了样本总体各项胜

任特征的总频次和总平均分.此外,由于«辞典»中各项指标的总分不同,我们进一步运用每项总平均

分除以该项满分,得到标准化平均分.所有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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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统计

«胜任特征辞典»特征与分值① 样本总体 基层法院２３人 中层法院１５人

胜任特征 满分 总频次 总平均分
标准化

平均分
频次 平均分 频次 平均分

成就与行动族

成就导向 １９ ７２ ９．３１ ０．４９ ４８ ９．９４ ２４ ８．３３

主动性 １５ １６ １．９７ ０．１３ １１ ２．５５ ５ １．０９

信息搜集 ７ １７ １．４７ ０．２１ ９ １．３５ ８ １．６７

冲击与影响族
冲击与影响 １７ ９ １．６６ ０．１０ ７ ２．０９ ２ １．００

组织认知 １５ ５ １．１６ ０．０８ ３ １．２２ ２ １．０７

个人效能族

自我控制 ６ １０ ０．８８ ０．１５ ６ ０．７２ ４ １．１３

自信心 ９ ７ ０．８２ ０．０９ ４ ０．７０ ３ １．００

弹性 １１ ８ １．１８ ０．１１ ４ １．００ ４ １．４７

组织承诺 ６ ７ ０．６３ ０．１１ ５ ０．７０ ２ ０．５３

管理族

培养他人 ９ ５ ０．５３ ０．０６ ３ ０．５７ ２ ０．４７

命令 １８ ６ １．４２ ０．０８ ５ １．９６ １ ０．６０

团队合作 １８ ６ １．１８ ０．０７ ４ １．５２ ２ ０．６７

团队领导 １８ ５３ ７．４３ ０．４１ ３５ ７．１４ １８ ７．８７

帮助与服务族
人际理解 １０ １５ １．７１ ０．１７ ７ １．４８ ８ ２．０７

客户服务导向 １４ ４６ ４．９９ ０．３６ ２４ ４．８５ ２２ ５．２２

认知族

分析式思考 １１ １７ ２．２９ ０．２１ ８ １．９３ ９ ２．８３

概念式思考 １２ ２ ０．４２ ０．０４ ２ ０．７０ ０ ０．００

专业知识 ２３ １９ ７．８２ ０．３４ １２ ７．７８ ７ ７．８７

２．特殊胜任特征.由于源自西方情境,«辞典»并不必然完全契合中国国情.并且,尽管它较为全

面地反映了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者的通用特征,但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仍具有一些独特性.这就要

求法院院长具备一些难以反映在«辞典»通用条目中的某些特殊胜任特征.鉴于此,对于材料中已经

出现、但难以依据«辞典»条目进行编码的要素,我们通过重新界定并编码,进行了进一步补充,最终识

别出两项要素———大局观念和人文关怀.运用前述通用胜任特征的方法,对每篇“院长纪事”资料进

行了编码,并统计了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的频次.实证表明,两组样本的两项胜任特征在频

次上无显著差异,并据此合并了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的频次得分.结果表明,３８人次优秀法院院长纪

事中,大局观念(２０次)和人文关怀(１４次)两项特征出现频率相对较高.

３．整体胜任特征.为了确定法院院长的整体胜任特征,我们在表１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样本总体

的总频次、总平均分和标准化平均分分别排序,以确认主要的胜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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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６个族群２０项要素的具体内涵,请参见«胜任特征辞典»:https://wenku．baidu．com/view/４６３d９０４d６５０e５２ea５５１８９８d５．
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４日.



　　首先,从图１通用胜任特征的总频次可以看出,优秀法院院长在以下九项胜任特征上表现较为突

出(出现频次和标准化平均分排序均位于前九位):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信
息搜集、分析式思考、主动性、人际理解、自我控制.这九项特征是优秀法院院长纪事中经常出现的胜

任特征.

图１　院长胜任特征总频次和标准化平均分排序

其次,如图２所示法院院长通用胜任特征的总平均分中,排在前九位的依次是:成就导向(９３１分)、
专业知识(７８２分)、团队领导(７４３分)、客户服务导向(４９９分)、分析式思考(２２９分)、主动性(１９７
分)、人际理解(１７１分)、冲击与影响(１６６分)、信息搜集(１４７分).不同得分反映出相应胜任特征的行

为强度.

图２　院长胜任特征总平均分排序

再次,通过比较通用胜任特征在三个指标上的重合部分,可以确定两个事实:第一,优秀法院院长

具备八项通用胜任特征———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信息搜集、分析式思考、主
动性、人际理解;第二,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是中基层法院院长最重要的四

项胜任特征.
综合上述结论,我们获得样本中法院院长的十项胜任特征如下: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

向、大局观念、专业知识、信息搜集、分析式思考、主动性、人际理解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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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基层法院院长的角色与成因

(一)法院院长的角色与内涵

１．基于胜任特征聚类的院长角色.结合«辞典»对通用胜任特征的阐释,以及编码过程中获得的

特殊胜任特征意涵,可将十项胜任特征聚合为三种角色:管理家、政治家与法律家.如表２所示,管理

家角色共６项特征,分为对事管理和对人管理两类:前者包括成就导向、信息搜集、分析式思考和主动

性,后者则为团队领导和人文关怀.政治家角色包括客户服务导向、大局观念、人际理解３项胜任特

征.法律家角色则为专业知识这项胜任特征.

表２ 中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结构聚类

角色 胜任特征 内涵解读与成因分析 频次

管理家

成就导向

信息搜集

分析式思考

主动性

主要指承担审判管理职能所需具备的特征,这是法院院长最为重要的角

色能力.司法职能的作用增强,以及法院所面临问题的日趋复杂化,都

要求院长“承担起对审判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职责”,“在依法监督指导

办案的同时,切实承担起管理案件的职责”①.

团队领导

人文关怀

主要指承担团队管理职能所需具备的特征.作为法院的领导者,院长需

要对法院人才队伍进行优化配置;还要对组织内部人员进行激励,调动

法官的工作积极性;领导组织人员,加强团队建设,协调好内部关系.

１８９

政治家

客户服务导向

大局观念

人际理解

代表法院与法院外的其他司法机关、党政部门及公众、传媒等社会力量

进行有效的配合或沟通,这需要院长具备卓越的沟通和协调能力,权衡

各方利益关系,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塑造法院的良好形象.
８１

法律家 专业知识
院长在行使审判职权时,应具有较普通法官更卓越的法律职业素养,承

担审判者角色.
１９

此外,分别加总每种角色对应的胜任特征频次的结果表明,中基层法院院长扮演着管理家(１８９
次)、政治家(８１次)与法律家(１９次)三种角色.这印证了左卫民基于问卷调查的结论:中国法院

院长扮演着“管理家—政治家—法律家”的角色②.以下逐一阐释三种角色的内涵并分析成因.

２．法院院长三种角色的内涵

第一,管理家角色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六项内容:(１)成就导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案
件审判方面,有的倾向于创新,在每个案件的裁判中融入自己独特的说理方式,体现出个体思维的差

异性;有的追求平稳,踏踏实实按照法律条文办好每一个案件,把风险控制到最小.其二,管理方面,
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司法效率,促进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２)信息搜集.主要表现在针对

法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调研,解决问题;或是积极了解和搜集当事人的相关信息,而不仅仅

是接收现成信息.(３)分析式思考.法院院长需要分析的问题,有时是化解人民群众纠纷,有时是各

部门各组织机构间的协调.对当前问题的分析,往往需要考虑多重而非单一因素的影响,并找到各个

因素的内在逻辑联系,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得出解决方案.(４)主动性.主要表现在对问题的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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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发布.
左卫民:«中国法院院长角色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解决.比如,在司法实践中设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非法律因素对审判带来的干扰,以及执行难

等方面的问题.(５)团队领导.具有较强团队领导倾向的法院院长,往往会采取有效的策略来提升法

院队伍的凝聚力,如改进绩效考核方式,激发队伍成员的工作热情;或者积极为法院争取必要资源,如
引进信息系统等.(６)人文关怀.法院院长的人文关怀,既体现在团队内部建设上,也体现在对待当

事人的态度上.拥有这一特征的院长,在管理团队时,注重团队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行使职权时,找准

工作定位,有针对性地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融“情”入法.
第二,政治家角色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１)客户服务导向.主要表现在采取措施降低

门槛,简化程序,便民利民.比如,开通“绿色惠民通道”,快速办理诉讼业务;在司法过程中,关注群众

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我国从立案审查制到立案登记制的转变便是客户服务

导向的典例之一,有助于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２)大局观念.反映在院长对法

院定位的认识上,不限于法院自身职能的发挥,更能从全局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局,为当地发展积极提供支持.一方面,作为法院的一把手,只关注法院自身的职责远远不够,还
要着眼大局,紧跟地方中心工作,带领法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自媒体、网络媒

体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法院工作受到比以往更高的关注,也需要法院院长树立大局观念.
(３)人际理解.中基层法院院长接触基层群众的机会多,经常需要化解信访和纠纷.并且,中基层法

院的许多所需资源也需要院长去积极协调并努力争取,处理好法院与其他机构、部门之间的关系.面

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院长要注重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协调,增强应对能力.这些都对院长的人

际理解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第三,法律家角色的内涵.中基层法院案件繁多且琐碎,院长接触案件相对较多,审判任务相对

较重,因而对其专业知识的要求也较高.比如,当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或新类型案件等棘手案件

时,要求院长以其过硬的法学素养,提出令人折服的审理意见,推动审理进程.此外,我国«法官法»明
确要求,担任中基层人民法院法官,需要高等院校法学类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学类专业

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等条件.样本中的法院院长,都至少获得了法学专

业的本科学历,部分获得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二)法院院长角色的成因

如前所述,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和专业知识等四项特征,位列院长通用胜任特征的

前四位.鉴于此,以下分析三类角色中这四项通用胜任特征和另两项特殊胜任特征的成因.

１．管理家角色的成因,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分析:(１)成就导向方面.法院院长希望自己可以更

好地完成工作,达到杰出的绩效标准,这既是完成硬性指标的需要,也是对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追求.
在当前的审判质效管理体系中,办案数量仍是业绩考评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作为法院院长,在按

时按量完成案件审判任务的基础上,保证案件中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把错误率降到最低,是考评体系

对法院院长的基本要求.同时,外在的考评机制,又与院长追求自身的发展目标息息相关.作为法院

院长,他们往往对自身的职业发展有一定的追求,渴望着自身价值的实现.这种职业追求产生的内在

推动力,又促使院长不再仅仅满足于完成指标内的任务,也会尝试在职权范围内,创新管理体制,推动

法院体系进步.(２)团队领导方面.我国«法官法»第九条指出:“人民法院院长除履行审判职责

外,还应当履行与其职务相适应的职责.”在法院内部,自副院长职级以下,根据职务职责的要求,大都

将时间、精力投入到个案处理与管理中.争取和配置法院必需的人、财、物等资源,以及管理团队绩

效、激发团队士气等整体管理职责,一般都配备给了作为“一把手”的院长.(３)人文关怀方面.当前,
我国司法领域出现一股日渐高涨的人文关怀热潮和种种体现人文关怀的做法.强调法院院长需要具

备人文关怀的特征,主要是因为具备这一特征的院长,在管理团队时能通过法院内部的沟通和交流,
更好地了解内部成员的需求,从而真正激发内部成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法院系统的长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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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２．政治家角色的成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１)客户服务导向方面.我国«法官法»第三

条明确规定:“法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司法审判人员,法院院长要接受«法
官法»约束;作为法院领导者,领导职权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法院院长来说,为人民服务不再局限

于为自己单位的群众服务,更要根据法院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需求,积极采取措施,做
到便民利民.(２)大局观念方面.新兴传媒的迅速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案件的裁判不再单纯作

为法律适用问题而存在,还必须考虑判决结果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另外,院长的选拔也一直以

“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要求,院长必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强的全局观念.

３．法律家角色的成因.除了承担管理、领导和协调职能,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院长办理案件应起

到示范作用,重点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同时要

依法监督指导办案.因而,法院院长应具有比普通法官更卓越的法律职业素养.

四、研究结论、贡献与启示

总结全文,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应具备的十项最重要胜任特征,包括八项通用胜任特征———成就

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分析式思考、专业知识、信息搜集、人际理解、主动性,以及两项特殊胜

任特征———大局观念、人文关怀.其中,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专业知识等四项特征,出
现的频次和平均分均高于其他通用特征.这十项胜任特征可聚类为三类角色———管理家、政治家和

法律家.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引入胜任特征理论,运用文本与统计分析等实

证方法,识别出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的八项通用胜任特征尤其是两项特殊胜任特征,完善了«辞典»,
促进了学科融合,推进了实证法学研究.其二,对于中国情境下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的研究,将高阶理

论的适用范畴,从企业拓展到了法院.其三,将中国中基层法院院长的胜任特征聚合为三种角色:管
理家—政治家—法律家,并对三种角色进行内涵挖掘与成因分析,从而可以为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作用.一方面,中国法院院长队伍不仅代表着一批高素

质、高水平的人才,而且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带头人.中基层法院院长胜任特征的实证

结论,为完善中基层法院院长的选任、培养和考评机制提供了有力证据.具体而言,短期内,应选拔

具有前述十种胜任特征的人作为中基层法院院长候选人.同时,要突出层次性,注重排位靠前的特

征,如成就导向、团队领导、客户服务导向和专业知识等.此外,除了着眼于常见的通用特征,还应加

强对大局意识、人文关怀等特殊胜任特征的关注.另一方面,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中基层法院院

长扮演着三种角色:管理家—政治家—法律家.这种角色定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Katze对“有效管

理者的技能”重要性的强调:概念技能(ConceptualSkill)—技术技能(TechnicalSkill)—人际技能

(HumanSkill),从而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下一步,在重视中基层法院院长的管理家、政治家角色

的同时,应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法律家角色要求.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要求,自２０１７年５月１
日开始,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庭长应当作为承办法官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有具体的指标要求;同
时,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庭长应当根据分管的审判工作,结合专业背景和个人专长办理案件,重点审理

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应积极完善干部人事制度,落
实这一重要意见,实现中国司法机关负责人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
此外,胜任特征研究的作用还在于预测绩效.胜任特征结构模型要求工作者具备与其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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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的能力、素质、知识、技能水平等要素,使其更好地完成目标工作计划和工作任务,最终实现工

作绩效的提高.因此,未来研究可在清晰界定法院绩效标准和合理量化个体绩效的前提下,进一步实

证研究院长胜任力对绩效的影响,尤其是动态胜任力对绩效影响的动态变化.

HowtoBecomeaCompetentPresidentofBasicandIntermediateCourtinChina?
—ALongitudinalEmpiricalResearchon３８OutstandingPresidentsofCourts

ZhangSanbao　TangYingmao
(EconomicsandManagementSchool,Wuhan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LawSchool,PekingUniversity,Beijing１００８７１,P．R．China)

Abstract:Astheintersectionofinternaladministrationsystemandexternalsystem,thePresidentof
basicandintermediatecourtinChinaisimportant．Usingcontentandcomparativeanalysismethods
totrackthecompetenceof３８PresidentsofChinasbasicandintermediatecourtssince２００９,the
findingsareasfollows:(a)excellentPresidentspossesseightkindsofcommonattribute,whichinＧ
cludesachievementorientation,teamleadership,customerserviceorientation,professionalknowlＧ
edge,informationgathering,analyticalthinking,initiativeandinterpersonalunderstanding,and
twokindsofsuchspecialcharacteristicasconsiderationofthewholeandhumanisticcare;(b)these
competenciescanbeclassifiedintothreecategoriesofrole:manager,politicianandlegalist;(c)and
multiplefactorssuchasinstitutionalframework,organizationalobjectives,andPresidentscharacＧ
teristicsaffectthesethreerolesofthePresidentscompetence．Theestablishmentofthecompetency
modelenrichesCompetenceTheoryandUpperEchelonsTheory,andprovidesasolidfoundationforpromoＧ
tingthenormalization,specializationandprofessionalizationoftheprincipalofChinasjudicial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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