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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
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

徐 行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其核心涵盖了从严治党、有贪必肃、筑牢防线、标本兼

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在实践中取得了卓越成效，党内

法规日益完善、党风逐渐好转，反腐败的方式方法得到创新、巡视工作不断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胜利就可以松口气，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未来要继

续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需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对“一把

手”的监督，制度治党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

关键词：习近平；高压反腐；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3-0005-08

收稿日期：2019-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国际追逃的反腐功效与协同机制研究”（17BDJ006）

作者简介：徐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党的建设。

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是其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对党

内存在的“四种危险”和“四风”现象，特别是广大群众

深恶痛绝的贪腐行为采取了各种严厉的措施，进行了

狠狠的打击，近年来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持续数

年的大规模的反腐斗争实践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

铿锵有力、抓铁有痕的防腐反腐主张，形成了一套严厉

有效、针对性强的高压反腐思想，为全面狠抓从严治

党、杜绝贪腐、保持执政党的廉洁清正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支撑。

一、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

深刻理论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谈道，

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

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对反腐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强调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决遏制腐败现

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

氛围”，全党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反腐斗争的压倒性

态势。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理论内

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

永葆党的清正廉洁，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基础，是

增强党的公信力的关键，党风廉政建设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党的兴衰成败。面对党内存在的“宽、松、软”现象

和党内“四风”现象，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伊始，就态度鲜

明地提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观点。他多次阐明，

党要管党，治党要严。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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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

第一大执政党，如果在“治党”方面稍有懈怠就难以保

障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难以完成时代的重任。正如

习近平所说：“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

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

听。”［1］（P349）因此，习近平认为对于党的治理必须做到

“全面”与“从严”。“全面”就是要做到治党全覆盖，反腐

败无死角，贯穿全过程。反腐败斗争既包括从中央到

基层党支部的每一级党组织，也包括无论职位高低的

每一位共产党员；既要涵盖长期处于基层的普通党员，

也要包括担任高级干部的“关键少数”。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要凸显执

政党的政治责任。“从严”意味着对于党员的要求要远

远高于普通百姓。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有严明的组织纪

律，有严格的规章和要求。他明确指出：“‘严’就是真

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2］“执行党的纪律不能

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为‘纸老虎’和‘稻草

人’。”［3］（P44）“真管”“敢严”“长期性”既是全面治党的本

质要求，也是高压反腐的现实需要。为了在全党全国

范围内形成高压反腐的态势，“全面”与“从严”是最基

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它表明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

是高标准、严要求、全覆盖的，在管党治党方面杜绝任

何“庸、懒、散”的态度。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基层

干部，都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保持

“从严”标准不放松，才能使反腐败斗争落实到实际工

作中的每一个环节，最终实现党风廉政建设的常态化

与长效化。

（二）有贪必肃：对腐败现象零容忍

长期以来党内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在腐败群体中既存在着身居高位的“老虎”，也存

在着处于基层的“苍蝇”。这两大腐败群体，产生了十

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党的事业和党的威望造成了巨

大的损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事实证明，

“老虎”“苍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通过

各种渠道进行利益输送，在利益链条上形成了共生关

系，他们对社会、对人民、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是难以估

量的。对此，习近平的态度十分鲜明，他要求惩治腐败

必须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他明确提出：“要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

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4］（P388）”他强调要“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

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

切”［5］（P167）。这种零容忍惩治腐败的严厉态度表明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压反腐的坚定决心，也体

现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真正关心。高压反腐不仅是党

和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也是广大老百姓的热切期盼。

在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问题上，习近平还有两点

思想很有特色，一是“抓住关键少数”。党的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

者和执行者，他们手握重大权力，更需要严格管理、严

格监督，使他们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为全党做出表率。

故此，习近平提出：“从严治党，关键是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从严管理好各级干部。”二是要将腐败

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许多腐

败大案、要案都是从小贪小腐开始的。对此，习近平强

调，对待腐败问题，要抓早抓小，要做到早发现、早处

理，切莫养痈遗患［4］（P394）。他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对

一些微小的腐败现象不闻不问，任其发展，那么，“‘微

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

信任”。因此，习近平明确提出：“对基层腐败以及执法

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

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效果。”［5］（P167）

（三）筑牢防线：强化思想道德教育

高压反腐、廉政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从多个方面进行完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南。因

此，反腐败需要率先筑牢思想防线，加强党员干部的道

德修养，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指出：“事实一

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

是最危险的滑坡。”［4］（P415）对于一名党员来说，信仰迷

茫、精神缺“钙”的危害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它往往是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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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滋生的温床。因此，需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

员的精神追求，筑牢思想防线，从而在根源上预防腐败

的产生与蔓延。

那么，该如何筑牢思想防线呢？习近平认为，对党

员要深入地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

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P15）

“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思想建党的首要任务，教育引

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6］，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实实践者。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先

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要教育全体党员认真学习马

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外，还要坚持与时俱进，注重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要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通过对理论的系统学习，努力培养和提高每

一名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努力保持每一名共产党员

的本色不变质，不断提高自身抗腐蚀的思想和本领，不

断提高党员的道德水准。习近平明确指出：“……德是

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

才方能用得其所。”［7］广大党员有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努力提升了道德境界，逐渐培养了高尚的品格，就会从

道德层面防范腐败的侵蚀，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位

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四）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反腐败斗争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做到标本兼治。

如果将“打虎”“拍蝇”等惩戒行为看作是“治标”方面采

取的措施的话，那么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就是“治

本”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明确指

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从思想

教育上严起来，又从制度上严起来。”［8］（P149）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

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4］（P388）

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一定程度上是制度缺失

造成的。因此，制定和完善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机制

是高压反腐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举措。习近

平认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

我监督和群众监督。”［6］他提出要做好监督体系的顶层

设计，建立一套科学的、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

系。这套监督体系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

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的监督力量，把党内监督同人大

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监督、舆论媒体监

督结合起来，形成体制内监督与体制外监督的互动，增

强反腐防腐的合力。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

重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对党忠诚老实，党员、干部绝不

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监督，党组织也绝不能以任何借

口而放松监督”。［9］他特别提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

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

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做到知责、尽

责、负责，敢抓敢管，勇于监督。”［5］（P186）

在从严治党、高压反腐中，习近平除了提出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高度重视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外，

还特别强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继续推进党务公开、

政务公开制度的问题。2014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强化监

督，另一方面强调“要强化公开，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

程，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

使”。［10］2015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上再次强调指出：要“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

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二、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

在实践中取得卓越成效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党风、政风

和社会风气已大有好转。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

述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反腐败的制度笼子逐

渐扎好，反腐败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国家监察体制加

快了改革步伐，高压反腐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习近平关于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卓越实践成效主

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定多项党规党法，不断完善反腐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不断完善党内各项制度与法规。以党章为根本，

将党的各项制度与党内法规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党

内法规制度的完善性与系统性。在习近平高压反腐重

要论述指导下，我党共修订颁布了各项党内法规制度

多达90余部，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使党内法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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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时俱进，程序更加规范。逐渐建立起健全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

衔接，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落到实处的信心与决心。制定权限明确，程序

更加规范。通过党内法规制度的建立健全，高压反腐

斗争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初步实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

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

细则七大类。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的意见》强调，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

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

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

机统一整体。习近平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

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自党的十八大至今，中央制定、修订党内法规中最

重要的有：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及其后

陆续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

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问题规定的原则的细化和对涉及党内政治生

活规定的一次系统化汇总。党的十九大党章对全面从

严治党和高压反腐工作有关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

善，增加了新的要求和内容。

（二）创新反腐败的方式方法，用好巡视这把反腐

利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高压反腐重

要论述，中央摸索创新了一些防腐反腐、从严治党的方

式方法。如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强化了党内问责机

制，实行一岗双责、一案双查的制度。一旦出现贪腐问

题或违纪问题，既要问责当事人，又要问责党委和纪委

相关责任人；既要追究党委的主体责任，又要追究纪委

的监察责任。在执行问责制度时，强调失责必问，问责

必严，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逐渐落实“两个全覆盖”，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和巡

视全覆盖。对党的纪检机关，要求实现“三转”，即转职

能、转方式、转作风。认真执行“两个全覆盖”，大大强

化了党内监督的专责查处力度。

在落实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过程中，我们党

探索形成了监督执纪问责的“四种形态”。2016年 10

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四种形态”进行了明确规定：党

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

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

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

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颁布后，党的各级纪检部门认真落实

监督执纪问责的四种新形态，有力遏制了党内贪腐行

为和“四风”现象。

巡视制度也是近年来落实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

述的新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

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3］（P107）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内巡视制度在反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对

这个问题十分重视，提出要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

略性制度安排，并提出“一个中心、四个着力”“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全覆盖”等要求，强调要“用好巡视这把

反腐‘利剑’”。2015年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

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成为

规范巡视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和依据。伴随高压反腐

态势的不断加强和巡视的深入发展，中共中央于2017

年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一步修改完善。明

确规定巡视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情况进行监督”，“着力发现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

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问

题”。突出了政治性，将巡视定位为政治巡视。同时，

为保证巡视工作的有效性，规定了巡视多种方式要有

机协调，“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同巡视“回头看”要结

合起来。同时还规定了巡视工作的三个不固定，即巡

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

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党的十九大后，巡视利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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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鞘，至今第一轮巡视已完成对40个地方和单位的

巡视监督，第二轮巡视已经开始。

（三）开展国际追逃，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

为保持对外逃贪官追捕严惩的高压态势，积极推

动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努力构建国际反腐新秩

序。近年来我国先后启动了“天网行动”“猎狐行动”，

加大了追逃追赃力度，将一批逃亡海外的腐败分子缉

拿归案。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并签署了一系列反

腐败国际合作倡议，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在杭州峰

会上签订了将在中国设立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

协议，并且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反腐文件。2017年 11

月，我国又与东盟在菲律宾马尼拉发表了《中国-东盟

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扩大了我

国在国际领域的反腐败合作范围。加强反腐败国际多

边合作就是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强调追逃和反腐

的坚决性，让海外不再是腐败分子眼中的“避罪天堂”。

从国内到国外，从查处到惩罚，从追赃到追逃，让腐败

分子无处可逃，实现了反腐败不留死角。

习近平对国际追逃问题高度重视，2014年1月，他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国际追逃工

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

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

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五年、十

年、二十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11］2017

年1月，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

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专项行动，把惩治

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

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2］

当前，我国的国际追逃工作已初见成效。我国已

建立了国际追逃的领导机构和可操作性的追逃机制。

2014年初，为了海外追逃贪官、赃款，有组织地开展办

案工作，中央纪委在机关机构改革中，把预防腐败室、

外事局整合为国际合作局［12］。同年10月10日，中央

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13］，我

国还初步建立了可操作性的追逃机制。如已经基本建

立起外逃官员信息共享机制，由各地检察院公开在逃

信息，摸排在逃官员名单；还建立了动态的在逃官员数

据库；建立了专人负责办案责任。我国还初步实现了

与国际反腐机构的合作，2014年以来公安部、“两高”

先后启动针对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国际追逃追赃行

动，且皆已取得了重大成果。至今“百名红通人员”已

过半数落网。2019年“天网行动”成果尤其突出，仅1

月至10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634人，其中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741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4人，追赃

金额约 29.54 亿元人民币。追回外逃人数同比增长

69%，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数同比增长201%，

追赃金额同比增长288%［14］。

（四）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取得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指导

下，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逐渐形成，2017年党的十

九大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的判断是：“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在2018年12月

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

又做了最新判断，这就是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

性胜利”。这标志着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在实践

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主要从三个方面显现出来：

首先，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严惩了一大批各层

级贪官。经过一系列严打行动后，我国的腐败存量已

经明显减少，腐败蔓延趋势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尤

其是“打虎”“拍蝇”与“猎狐”各项反腐行动开展以来，

反腐效果显著。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已对70余名中管干部立案审查调查。对违纪违法行

为的坚决从严查处，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而且反腐

败斗争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拓展，十九大至今，全国共查

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0万

人，形成反腐败全覆盖的强大声势［15］。随着高压反腐

的推进，原来党的干部住高级酒店，进高级会所，吃吃喝

喝，公车私用的现象得到全面遏制；一些贪官不给钱不

办事，吃拿卡要，权力寻租的现象得到全面整治和控制。

其次，高压反腐使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得到明显

好转，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歪风邪气得到

明显遏制。广大人民一直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由于

近年来高档消费与公款吃喝大大减少，党内和社会上

的奢靡浪费之风得到控制，政治生态环境得到初步净

化，党政机构办事效率提高，百姓怨言逐渐减少，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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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和凝聚力不断提高。

第三，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人

民群众有了获得感。习近平曾明确提出，要“让正风反

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2］。习近平高压反腐重

要论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高了广大

老百姓的满意度，使民众在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有

了获得感。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贯彻落实也使

公共权力得到了规范，党政干部约束力提高，不合理的

“三公”经费显著减少，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到民生建设

与公共服务方面，提高了百姓的生活质量。可以说高压

反腐的压倒性胜利，也维护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三、未来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的路径思考

虽然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

全面从严治党仍不能放松，永远在路上。我们仍应清

醒地看到，当前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四风”大大减少，

但并没有绝迹。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任

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5］（P162）。未来，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真正

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从严治党的目标，我们须

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探索前行。

（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

制，不放松反腐败的各个环节

要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就要按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前行，“构建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坚定不移推进反腐

败斗争［16］。这是我们未来的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

要努力构建出一个反腐败的长效机制，就要在如何使

各级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维度上有新的思

考和探索。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不敢

腐的机制设计，重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发挥的是

惩治作用和威慑力；不能腐的机制设计，重在民主化、

法治化、常态化的制约和监督，发挥的是限制和预防作

用；不想腐的机制设计，重在思想教育、培育道德、提高

素质，发挥的是自省自律作用。新形势下欲巩固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三者一体推进，协同发

力。为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必须不放松反腐败的各

个环节，要建立起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应加

强事前防范，把纪律挺在前面，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规

章制度，加强预警机制和防范意识。要使每个党员干

部对党的纪检职权和各项规章条例铭记在心，常常对

照检查，时时清楚自己违反党的规章制度该受什么样

的处罚，使腐败分子感到巨大的震慑力。其次，强化事

中监督，健全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机制。既要建立

权力授予过程中的监督机制，把好干部任用的入口关，

构筑起防止权力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又要强化权力行

使过程中的监督制约机制，发现问题，随时制止，避免

产生严重后果。第三，强化事后监督机制和惩罚功能。

对领导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群众意见的收集、业绩考

核、民主评议。对于被查出有违法乱纪行为的领导干

部，不管其背景有多大，人脉关系有多深，都必须依照

党纪国法给予相应的惩处，这是党内反腐败监督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如果不能兑现，高压反腐的

效果会大打折扣。

（二）规范党委全委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对“一把

手”的监督

在高压反腐的利剑下，目前腐败现象虽然大大减

少，但是对“关键少数”特别是各单位“一把手”的监督

仍不足，仍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

督不敢的问题。而对各级党组织“一把手”权力监督不

足的问题主要源自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制约机

制。未来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首先要

从对其权力的分设和制约开始。针对一些重大事项，

要事先做好分工，需将一把手的职责由以往的“分管”

变为“监管”。为改变上级监督太远的问题，上级党委

与纪委要把下级“一把手”纳入监督的重点范围之内，制

定各级“一把手”重点监督清单，强化对重点领域的监

督，补齐监督短板，增强监督实效。为了解决同级监督

太软、下级监督不敢的问题，应该强化全委会行使决策

权的相关制度设计，形成一套相对规范合理的制度，用

以保证全委会在重大事件和重要的人事任免等问题上

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能够充分行使。可以适当增加全委

会开会次数，同时注意全委会开会的效率，对重要决策

要做充分的民主协商，要公开透明，应建立健全重大问

题通报质询制度，全委会应可以就存在疑问的问题对常

委会发起质询，应保证全委会和全体党员的知情权与监

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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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断完善可操作性程序，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虽然很多“老

虎”与“苍蝇”被惩治，腐败蔓延的势头被遏制，然而，部

分监督或制约制度过于笼统，缺少严格的程序性规定，

导致制度发挥不出应有的效应。一些监察机构或监察

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执纪的科学性和程序性明

显不足。未来高压反腐工作既要完善制度建设，也要

充分考虑和设计可操作性的程序。党的十八大后有关

反腐倡廉的规章制度陆续制定出来，逐渐形成了系统。

然而，在众多新颁布的规章制度中，原则性的规定占了

多数，而程序性的措施和对策偏少。再好的规章制度

如缺乏可操作性，就难以真正发挥出制度的作用。在

高压反腐、从严治党中，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只是初步环

节，只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为使其效力得到充分

的发挥，还需要依靠坚决果断的执行力。要确保把制

定的好制度从上至下贯彻到底，避免流于形式，束之高

阁。为了确保制度能够在执行环节中加以落实，应设

立有关制度执行环节的监督机构，切实保障高压反腐

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未来应着力弥补制度中

的程序化条例，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确保制

度在运行过程中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只有完善

程序性规定，才能确保规章制度在制定与运行两个环

节中衔接顺畅，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出最佳的效用。

未来高压反腐要实现预定的目标，努力强化制度的执

行力，增强制度的效力是重要保障。

（四）高压反腐与强化教育并举，制度治党与思想

教育结合

未来要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高压反腐重要论述，

需要在不断完善党内各项制度与法规的同时，强化所

有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

成立初期，参加党组织是有很大风险的。此时由于共

产党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对成员的监督主要依靠党员

的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尚未形成

对权力行使监督的意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

执政后许多党员仍不重视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面推进从严治党，党内监督意识已经得到加强，高压反

腐，强化党内监督成为一种新常态。但是行使党内监

督权真正成为每一个党员发自内心的认知，还需要现

有的高压反腐态势能够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我们要

在保持全面从严治党高压态势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全

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反

腐教育形式，采用新媒体的方式，加强对党员干部廉政

为民思想的培育，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素质，增强

抵御诱惑的能力。高压反腐态势是创建不敢腐、不敢

伸手的环境氛围的保证，而思想教育是提升全党政治

觉悟，营造不想腐、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保障。全面从

严治党，高压反腐是推动全党保持纯洁性、先进性，保

持党的优良作风，继续奋斗的强大推动力。

（五）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发挥民众与舆论

的反腐作用

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发动民众与舆

论的力量开展反腐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

体现。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新形势下更应发

动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对党员干部的权力运作进行监

督。只要我们真正发扬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一

定可以预防官员权力的腐败和滥用。目前我国的群众

监督力度还远远不够，舆论和媒体监督的功能未得到

充分发挥。未来为促使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应

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群众信访举报程序和干

部经常性走访基层制度，要建立便民的举报渠道和平

台，保证人民群众反映问题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复，同

时注重保护举报人的隐私，让人民群众在进行监督时

有足够的安全感。所有干部应定期深入民众之中，听

取群众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让党

的干部时时接触广大群众。二是完善党务公开、政务

公开制度。目前我们还存在着公民知情权的不确定

性，对免于公开信息规定过于简单、立法效力层次低、

责任追究制度难以落实等问题。今后需要从观念更

新、法律保障及制度完善等方面进行对策思考，扩大和

规范电子政务建设，扩大民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增加党

组织和各级政府的透明度，要尝试建立党员干部的人

民群众评价机制，让党的干部接受人民的监督。三是

完善媒体舆论监督制度。使新闻媒体的监督，群众舆

论的监督走上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客观公

正地监督党政官员权力的运行情况。要逐渐放宽新闻

媒体在党规国法允许的范围内反映各种信息的限制，

不断创新舆论媒体监督报道各级各类官员贪腐行为的

方式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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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igh-pressure Anti-corruption

XU Xi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igh pressure anti-corruption has ri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ts core includes the contents of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eliminating corruption，building a strong de⁃
fense line，tackling both symptoms and problems，and putting power in the cage of power system.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igh pressure anti-corruption has achieved re⁃
markable results in practice. The inner Party regulations have been improving and the Party’s style has gradual⁃
ly improved，the anti-corruption methods have been innovated，the inspection work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and the international pursuit of stolen goods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 has won overwhelming victory. We must not be relieved because of our victory，and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ll always be on the way. In the future，we need to further carry out Xi Jinping’s impor⁃
tant exposition on high-pressure anti-corruption，promot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not being afraid of cor⁃
ruption，not being able to corrupt and not wanting to corrupt，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op lead⁃
ers，make the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and the combination of inner
Party supervision and non Party supervision.
KeyWords：Xi Jinping；high pressure anti-corruption；strictly administer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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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是总结疫情教训、推动危机转化的关键。我国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国际社

会在修复理念、救灾体系、应用平台、志愿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通过采取法律体系建设、健全机构和完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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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岁末，新冠肺炎疫情汹涌来袭，在给人民

生命安全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以武汉为代表

的城市在疫情防控的巨大负荷下出现的种种问题［1］，

也暴露出我国在城市治理尤其在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

援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

危机背后是改善城市治理的机遇。完善疫情防控

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

共安全保障，是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疫情的题中应有之

义。作为应对疫情等灾害的重要体制机制，城市灾难

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建设在发达国家方兴未艾，形成了

相应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推动

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建设，尽快发展城市灾难

医学，让中国的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更加高效，无疑

是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在当下有助于为

各个城市更好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制度保障。从

长远看，加强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建设，有助于

提高应急管理水平这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2］也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对于推进我国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际情况，分

析我国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背景及现状、问

题与挑战，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梳理相关国际经验，对完

善我国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提出对策建议。

一、背景及现状

近年来，我国在一系列较为典型的城市灾难事故

当中，暴露出了因为救援体系的不完善和救援物资储

备不足导致的二次伤害等救援问题。这次疫情，让武

汉的另一面暴露了出来，医疗资源的不足，医疗物资的

储备匮乏，是这次武汉疫情控制的短板之一。［3］无论是

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无论是社会安全事件还是公

共卫生事件，城市灾难往往带来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

失，与此同时，每一次城市灾难也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事件，给政府的应急能力和公信力带来巨大挑战。

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是应对城市突发事件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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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少的核心环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已经或正在建立应对灾难应急

机制与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本国本地区公民生命

与财产损失、稳定政治与社会经济。推动我国城市灾

难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建设，对于尽可能地降低事故

带来的损失，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提升大都市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着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

体系建设的相关议题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习近

平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

系，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

胁”。［4］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 10月 25日发布的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建设海陆空立体

化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提升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

能力。［5］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7月发布的《国家突发事

件应急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从突发事件风险管控

体系、城乡社区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监测预警服务体

系、城市和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应

急管理基础能力的措施。［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2018年1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

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应急管理和救援能力的提升

方向，即坚持快速、科学、有效救援，要健全城市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管理体系，加快推进建立城市应急救援信

息共享机制［7］。

在现有的相关体系建设方面，我国业已提出了“一

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一案”：应急预

案；“三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8］。但聚焦到

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我国目前依然缺乏完整的灾难医学

救援体系，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制，现场协调困难，缺乏完

整的伤员转运系统［9］，这意味着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特

大城市在面临灾难威胁时的自身准备依然有待加强。

二、问题与挑战

（一）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的法制体系和分级救

援机构尚不健全

截至目前，在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方面，我国尚

未建立相关的法治体系和职能机构。例如，在此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相关行为主要

依据的法律是2007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2003年5月通过并于2011年1月修订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1989年2月通

过并经2004年8月和2013年6月两次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然而，在这些法律文本当

中，均未涉及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的相关内容。现

实中，由于分级医疗应急救援未形成制度化的体系，湖

北尤其是武汉本地的大量病患从疫情开始就涌向三甲

医院，导致基层公共卫生和医院体系未能在第一时间

控制疫情蔓延。直到各地医疗力量纷纷援助，军队医

疗力量迅速介入（营造和接管相关医院），才从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紧张局面，而这些“非常之举”属于为应对

疫情的“特事特办”，在制度层面，有效可行的紧急事件

处置法律法规依然有待完善。

（二）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缺乏相关的专业机构

和专业设施

专业的医疗救援机构和救援队伍是城市灾难应急

医疗工作的重要基础。然而，我国各地城市灾难应急

医疗工作基础薄弱，除上海等少数地区外，多数的省、

市、县（市、区）均未建立相应的专业应急医疗队伍，缺

少应对重大突发灾难事件的能力和经验。此外，各地

也缺乏应急救援物资与设备储备库，尚未建立灾难应

急医疗救援移动医院，缺乏相应的物资储备。在此次

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武汉当地先后建设的火神山、雷神

山等专门医院，及在大型会展中心、体育馆等建设的

“方舱医院”，均属于临时建设和征用的场地，用以缓解

常规医疗机构床位不足带来的问题，属于“现实之策”。

此外，武汉及湖北各地医用物资捉襟见肘，多家医院先

后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募集口罩、防护服等防

疫物资，日常的应急物资储备不足也成为制约抗疫的

重大瓶颈。相较之下，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早在

2003年建设时，就已经预留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空间和相应基础设施，在此次疫情发生时启动相关

预案，建设应急医疗用房，为防控疫情、救治病人提前

做好充分准备。［10］

（三）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的社会化普及尚不

充分

在灾难救援的专业领域有一项国际共识，即灾民

也可以成为自救者和施救者，90%的生命救援来自家

人、邻居、社区的自救与互救。［9］发达国家对民众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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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救援知识普及十分重视，但在我国，民众救灾知识相

对匮乏，公众参与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的社会化组

织程度较低，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总体薄弱，

灾难医学科普教育缺乏。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期，

更多暴露的是公共安全意识不强的问题，在有些地方

发生了聚集性疫情，一些自疫区返乡人员，不顾自身和

他人安全，不佩戴口罩出入人流量较多的公共场所，带

来的恶劣影响难以补救；在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诸

多谣言令缺乏相关知识的公众恐慌，甚至引发抢购、侮

辱、歧视等行为。此外，在民间力量参与的过程中，科

学化和专业化水平尚显不足，也可能存在“好心办坏

事”等问题。

三、国际经验

（一）科学化的修复理念

城市灾难修复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城市灾难应急

方面提出的新理念。城市灾难应急能力同时意味着城

镇能够从大型或小型灾难中修复的能力，意即城市灾

难修复（Urban Disaster Resilience，UDR）。［11］提升城市

灾难修复力不仅是在灾难来临之时的应急，更重要的

是要日常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不断

提升市民个体应对极端自然灾害和识别危害的能

力。［12］对此，“弹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弹性”指的是

群体或社区面对外部社会（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环境的）

压力或干扰时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弹性越强意味着

城市灾难修复力越强。［13］

增强城市灾难修复力，一方面需要提升灾害治理

能力，加强政府、社会等各个方面资源的整合，增强各

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实

施框架和结构，其中，《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SFDRR）作为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的第

一个全球政策框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框架

减灾和恢复力建设，总结了可持续性和抗灾能力相关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领域的许多发展，明确提出将人类

的身心健康、福祉和修复力放在减少灾害风险议程的

更高位置。［14］

（二）系统性的救灾体系

早在1963年瑞典就筹建了专门应对突发情况的

灾难医疗组织委员会，这一机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正

式的灾难医疗救援组织。经过几十年发展，多数发达

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灾难医疗救援体系。其

中，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的救灾医疗体系是美国的国

家灾难医疗系统（National Disaster Medicine System，

以下简称NDMS）。NDMS是美国国家响应计划（Na-

tional Response Plan，NRP）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

责提供紧急医疗响应、运输和疏散，以及协调联邦医疗

应急响应中病人的最终护理分配，领导机构为美国卫

生和公众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HHS），灾难医疗救援队（Disaster

Medicine Assistant Team，DMAT）则是这一系统的一线

工作力量。

NDMS由3个主要部分构成，分别是医疗响应、病

患疏散和稳定护理。其中，在医疗响应方面，NDMS筹

建了包括55个灾难医疗救援队和35个专业护理团队

在内的共90个医疗应急小组，灾难医疗救援队是由受

过专门培训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支持人员组成的区

域组织，包括35名专业人员和额外的支持人员，这些

人员接受了专门培训，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中独立操作

长达72个小时。每个功能齐全的灾难医疗救援队每

天可以治疗大约250名轻微或非急症患者。与此同

时，联邦政府还部署了储备性的医疗设施，被称为联邦

医疗站或避难所（Federal Medical Stations or Shel-

ters，简称FMSs）。每个联邦医疗站均包含了相应的设

备、病床、医疗用品和有限的药品库存，可用于补充或

替代常规的医疗场所。这些联邦医疗站共有四类医疗

辅助系统：第一类，提供先进的重症监护和手术室服

务；第二类，提供传染病隔离等专业护理；第三类，提供

视听损害的患者护理；第四类，为慢性疾病患者提供

护理。

在病患疏散方面，NDMS提供相应的通信和交通

支持，一般使用国防部提供的飞机将患者从灾难附近

的动员中心运送到相应的联邦协调中心（Federal Co-

ordinating Centers，简称FCCs）。约70—72个联邦协调

中心、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所属医院及全美各地的军

事基地参与其中，同时会有部分工作人员全程提供支

持，在接收疏散患者后，跟踪患者的入院和出院，康复

后将患者运送回原居住地，并协助医院报销患者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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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在稳定护理资源方面，全美约有 2000家医院为

NDMS提供了约10万张普通医疗及外科和专科病床，

参与的医院也可以根据紧急情况的变化自由地改变供

给NDMS的床位数量。

在实际的运行中，NDMS的专门负责人是美国卫

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专职助理部长。在部门协同方面，

国防部负责将病人从灾难地点转移到全国各地的协调

中心，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防部负责招募医院参与，并

协调签订相应的协议备忘录，联邦协调中心则持续跟

踪NDMS的医院病床可用性。在这一过程中，责任也

进行了明确划分，病人的疏散运输被界定为州的责任，

其余则为联邦政府的责任。

随着美国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方面的技术理念不断

进步，NDMS建设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改进：首

先是私营部门（非联邦医疗系统）的参与水平不断提

高；其次是越来越多的区域医院形成协作网络，并成为

NDMS的骨干；第三是替代性的患者运输系统，与患者

追踪工作相联系，减少在运输过程中对国防部的长途

航空运输的依赖。这些方面，都使得NDMS的效能得

到进一步提升。

（三）数字化的应用平台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正迅速成为应急响应人员和普

通民众的必需品。进一步研发数字化的应急服务平

台，并推出专门的手机应用，能够更好地为大量人口提

供“及时”的灾难培训。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

ment Agency，FEMA）、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等机

构均为各个领域的应急响应人员和公众提供了高质量

的应用程序。［15］

以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简称命名的“FEMA”，是这

一机构为公众提供的免费开放的移动应用，包含灾害

安全提示、交互式的应急包列表、可存储的紧急会议地

点，以及开放式的避难所和开放式的灾难恢复中心，对

如何在灾难中保持安全并在灾后恢复进行指导。这款

应用还有灾难报告功能，允许用户拍摄并提交带有全

球定位系统的灾难照片报告，以便将它们显示在公共

地图上供他人查看。此外，“FEMA”还与社交媒体进

行了互联，救援人员能够通过相关链接将情况反馈到

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社交媒体中心。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推出了“CDC流感”应

用，通过这一应用，临床医生、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及公众均能方便地获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建议

和流感最新情况。这一应用中的信息包括有关国家流

感活动的最新信息、疫苗建议、诊断和治疗信息（包括

抗病毒药物）、实验室测试信息、感染控制信息、视频和

链接等，通过这一应用也能够及时订购由美国疾控中

心设计的打印产品，以便在工作场所张贴或分发给

患者。

（四）整合性的志愿服务

当灾难来临时，灾难发生地的居民是城市灾难应

急工作最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包括搜索和救援、运输

和分发救济物资、为受灾者和紧急救援人员提供食物

与饮料等在内的志愿服务，也应当被纳入正式的灾害

和人道主义规划当中。志愿服务作为以个人和紧急团

体的形式而形成的非正式自愿行动，是一个地区灾难

紧急应对的重要资源和能力。

在美国，志愿服务团队主要整合了来自社区的力

量，社区应急响应小组（Community Emergency Re-

sponse Team，CERT）发挥了重要的力量。

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CERT为例，这一小组整合

了4个方面的角色：分别是灾难紧急响应者、针对普通

民众的教育者、提供服务以增进社区福祉、加强社区联

系并创造地方认同感和独立感。［16］这一项目有能力提

高社区应对一系列灾难应急问题，并为不同的社区群

体建立一个为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平台，其提供

的相应服务能够减少急救人员的压力和成本。在灾难

发生前建立这种民间应急响应团队将有效改善社区对

灾难的准备，并提高灾后的复原能力。

四、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治规范，构建系统性的救灾体系

建章立制，有法可依是建设我国城市灾难应急医

疗救援体系的基础，有助于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

法律和制度保障。

首先，在法律方面，可在已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基础上，研究制定专门针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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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灾难应急救援的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法规制度和规

范性文件，健全城市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相关应急法律法规体

系，完善地方性应急管理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实现依

法应急。

其次，各级政府应当构建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

标准体系，着力加强标志标识、风险隐患识别评估、预

警信息发布、应急医疗救援队伍及装备配置、公共场所

应急设施设备配置、应急医疗避难场所建设、物资储备

等相关标准研制，推动应急管理标准实施应用，促进应

急管理工作规范化和应急技术装备标准化。

再者，针对防控疫情的协调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统筹目前“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

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和“一案三制”的

卫生应急体系，在国家层面，可成立独立的灾难应急医

疗体系（类似于美国的NDMS），下设相应的应急医疗

救援力量。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城市灾难应急医疗

救援的管理机构设置模式，强化综合协调职能，加强城

市灾难应急医疗管理组织体系建设，强化相关机构的

辅助决策指挥职能，推动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落实应对

灾难的应急医疗救援责任，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

（二）建立健全专业机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对于同样的创伤伤员，专业

化的创伤中心，比无经验医院的抢救成功率高60%，这

也体现了建立健全专业机构和专业设施对于降低城市

灾难损失的重要意义。［17］

针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专业机构和专

业设施方面存在的问题，各地应当加大城市灾难应急

医疗救援专业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积极

推广应急安全技术，加大对相关团队的培训力度，借鉴

国际经验，整合志愿服务力量，建设枢纽型慈善组织。

同时，加强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信息化建设，建立医

疗救援与市场监管、应急保障、环境保护、治安防控、消

防安全、道路交通、信用管理等部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

共享机制，加快实现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的系统化、

智能化。此外，将“城市恢复力”和“弹性城市”建设的

理念引入日常备灾中，深入推进城市生命线工程等基

础设施建设，积极研发、推广和应用先进的风险防控、

灾害防治、预测预警、监测监控、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

安全技术和产品，尤其是在人员密集场所，加强监测防

控，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药品。要推进健康安全教育

体验馆等急救宣传教育基地和景区救护站点建设，面

向社会公众推广急救穿戴设备、防疫知识培训，推送有

针对性的预防和急救知识。

（三）推进城市灾难应急医疗救援知识和技能的社

会化普及

此次的疫情防控不仅是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更是

一场需要动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人民战争。各级政

府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加大包括防疫在内的城市灾

难应急医疗救援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特别关注行动

不便的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紧急医疗救援

指挥调度中心、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化培训

机构的作用，设计并推广适用于应对灾难情境的预警

和培训的移动应用，提高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

体平台的推广力度，推进城市灾难应急公共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课本、进农村、进

家庭，强化大中小学公共安全知识和技能培养，组织形

式多样的身边风险隐患识别活动，开展公共安全知识

普及，提升公众突发事件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创建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标准化基地，加强以自救互

救为核心的应急技能培训，推动社区、企业、学校和其

他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各类群众性应急演练，让城市灾

难应急医疗救援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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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VID-19 exposed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s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of major outbreaks an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fight against COV⁃
ID-19，strengthening basic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to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crisis. The urban di⁃
saster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system construction could draw lesson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city re⁃
silience and disaster relief system，application platform，as well as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volunteer ser⁃
vice.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popularity in medical
rescue，it could help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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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在制定主体与实施主体、效力来源、适用的对象与领域、规范逻辑以及对公开性的要求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共同支撑，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作为社会治理规则而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时，难免

会因其不同而产生冲突或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显然会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带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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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形成完善的党内

法规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之一以来，学界对

党内法规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关注，很多关于党内法规

的理论成为学者们追逐的热点，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

的关系问题即在其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问

题，是研究党内法规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不

可能绕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由于二者关系

的实质是党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是“党大”还是“法

大”的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学术界比较敏感

而缺乏学术触碰的领域。在理论界乃至实务界，不少

人对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关系的认识依旧较为模

糊，不少人甚至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对立起来，认为法

仅仅指国家法，党内法规并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应当将

之作为法而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也有学者

则认为，为了保证国家法治的统一，应当实现党内法规

向国家法的转化，使党内法规上升为国家法律。显然，

这些认识上的不统一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党内法规与国

家法的关系带来了巨大挑战。无论是在党强化自身建

设过程中，还是在我国力行法治的进程中，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的关系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得到妥善处理和解

决的关键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和

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

国家兴；处理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1］（P96）

为此，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认真

梳理和科学阐释。

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联分析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都属于制度层面的范畴，而制

度是为满足秩序与效率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理性的产

物。党内法规是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为了实现“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而确立并发展起来的特殊

法治现象；国家法则是为实现社会治理而由国家强制

力保障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中，二者都是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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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法治腾飞必须借助的两翼。这决定了二者之间

势必存在着难以抹杀的联系，彼此需要相互支撑、相互

配合、互为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长期执政

地位具有必然性。所以，作为管党治党重要保障的党

内法规势必会与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国家法律密切联

系，水乳交融。

（一）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具有类同性

1.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都是党和人民意志的反映，二

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二者都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

形式，且都要服从并服务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这一目标。二者的存在与发展都服务于我国国家治

理能力的提高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在当代中国社

会，治理既需要依法治国，也需要依规治党，需要国家

法与党内法规的共同支撑。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存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共同支撑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党内法

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在于形成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通过依规治党规范党的权力运行过程，强化党内

权力监督机制，确保党的执政能够不忘初心，始终服务

于广大人民群众，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而

国家法律运行的目的则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

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这一共同目标之下［2］。非但如此，二者的核心准则也

具有一致性，无论党规还是国法，都强调了宪法至上的

原则［3］。党内法规以党章为统领，强调宪法至上；而国

家法同样强调宪法至上。无论是党内法规，还是国家

法，都需要以不违反宪法为其合法性前提。此外，二者

也都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时需要遵循

的法度。党内法规作为治党规范，是党管党治党的依

据，是党及党员开展活动的准绳，也是党及党员必须遵

守的法；而在法治已经成为社会主旋律，国家正在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国家法更是党加强自身

建设时必须遵守的最起码规矩。国家法与党内法规在

推进和保障党的建设科学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尽管不

同，但都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必不可少的制度保

障［4］。而由于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特殊地位，党内

法规对党务的调整必然会影响和涉及国务，因而还具

有一定的“国家法”的作用［5］。

2.都具有法律性

无论是国家法还是党内法规，都是法，都具有法律

性，都能够发挥法的作用。（1）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都是

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行为规范，都能够发挥特定的约

束力，尽管其约束力的成因并不相同。但在各自的适

用范围内，无论是国家法还是党内法规，都能起到相应

的作用。具体到管党治党领域，二者都是管党治党所

不可或缺的规矩，都是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法。（2）二

者都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内容。国家法需要规定公民

的权利与义务，而党内法规则需要规定党员的权利与

义务。尽管二者在权利与义务的配设上未必遵循相同

的理念，而在权利义务所对应的利益与自由的范围上

也不尽一致，但都需要以对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为其基

本内容，并都通过对适用对象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达

到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的目的。（3）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都

需要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对国家法而言，其制定与

修改需要遵循立法法的规定，不得违反立法法规定的

程序；而党内法规尽管不是国家法，但作为一种法也

需要遵循诸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样

的“党内立法法”的规定。（4）二者都具有适用的相对

普遍性与平等性。国家法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而党

内法规则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国家法律从来只对

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普遍的规定，它反映社会成员

的共同要求，是对个体共性的一般抽象和提炼，不考

虑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情况［6］（P16）。“法律的普遍性

是法律所必须具备的本质属性。”［7］对于国家的公民

而言，国家法具有适用上的平等性，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而党内法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家法”，则

是一种软法［8］，也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党员或党

组织制定的规矩，而是适用于特定领域或法域的所有

党员及党组织的，且在适用上具有平等性。对违反党

内法规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处

分，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内法规约束的党组织和

党员。国家法与党内法规都具有适用的相对普遍性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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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相互保障、相互制约

作为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

者都具有法律性，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赖以支

撑的组成部分。不但如此，就二者在我国现实社会中

的作用来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是相互保障、相互制约

的。具体而言：

1.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相互保障

一方面，党内法规保障着国家法：（1）党内法规是

党领导制定国家立法的基础，保障着国家法的制定。

在我国，依法治国是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国

需要坚持党的领导，而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为此，

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而党内

法规则是保障党自身建设，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并带动

党外民主从而实现民主立法乃至科学立法的关键。“党

规虽然作为政党内部规范，约束政党自身的行为，但鉴

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法治

的统一性，党规具有更多的‘辐射效应’。”［3］（2）党内法

规是推进国家法实施的基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

一切的，也包括国家立法以及法律的实施，而党内法规

则是确保国家法实施的基本保障。党通过制定和实施

党内法规，可以提高对广大党员的要求，更高效地调整

党员行为、规范党内生活，促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模范

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以此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全

国人民遵纪守法。同时，党通过党内法规强化了自身

建设，实现了严格而有效自治，这必然有助于提升其依

法治国的能力，在保障国家法立法质量的基础上提升

其实施效果。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更具有灵活性的法，

能够细化宪法、法律确立的党的领导，保障国家法的贯

彻。国家法尤其是宪法确立了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

则，但并没有细化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如何具体实施，

需要党内进行领导体制、机制和方式上的具体制度安

排，国家法律不宜作具体规定，这就需要党内法规来加

以具体化、细致化，以具体落实宪法、法律确立的“坚持

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9］。（3）党内法规对于国家法

的建构与维护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很多国家法是党内

法规直接推动的产物，而很多党员的违法犯罪也往往

是从违反党内法规开始的。实践表明，党的组织和党

员干部不按宪法、法律的规定办事，首先是从违背党章

和党内法规开始的。要从根本上维系党的纪律，保持

党的纯洁性，树立党的威信，从而保证党对依法治国事

业的坚强领导，必须构建全面、系统、规范的党内法规

体系。只有将党领导政权机关的内容、方式和程序都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权

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10］（P261）。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

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

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而历史的经

验与教训表明，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保障，

只有依照党内法规把党建设好，才能够使党真正成为

领导我国法治建设的坚强核心，才能够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提供最强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国家法也反过来对党内法规发挥着相

应保障作用：（1）国家法为党内法规的制定提供立法依

据与权限，保障着党内法规自身的合法性，使党内法规

能够依据国家法的指引并在国家法的规范和保障之下

实现管党治党。法治是当代社会的主旋律，而法治之

法首先是国家法。法治意味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基

本方面都应当被纳入国家法的调整和规范之中，其中

也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活动。而党内法

规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党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

也在其中。（2）国家法所确立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及

其丰富经验为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与借

鉴，能够使党内法规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更为严谨和法

治化。党内法规建设实际上是党力行依法治国时对于

管党治党提出了制度保障需求，是法治精神与党的法

治思维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体现。对党内法规的重视是

党领导人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的结果。不仅如

此，国家法建设的丰富经验可以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

帮助。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党内

法规作为党的十八大之后重新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的

制度，其体系建设才起步未久。中共中央对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提出的规划目标，是要到建党100周年时全

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在此建设过程中，国家法律体系建

设中的经验，包括重要的立法原则、较完备的立法程

序、科学的立法技术等，都可以为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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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要帮助和借鉴［9］。（3）国家法也保障着党内法规

的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明

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

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显然，对于党员而言，国

家法律法规与党纪是合而为一的，国法也是党纪，违反

国法是最基本的违纪。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违纪

党员，一方面必须追究其党纪责任，给予党纪处分，另

一方面也必须追究其国家法律责任。对违法党员追究

国家法律责任是追究其党纪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站在党员角度

上，国家法是党内法规实施的基本保障。不仅如此，对

于那些严重违反党内法规并触犯国家法的党员行为，

在党内法规已经追究其党纪责任的基础上再追究其国

家法责任，可以借助于国家强制力来强化党内法规的

威严。

2.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相互制约

由于国家法与党内法规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组成部分，必然决定了二者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社

会治理过程中相互支撑，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党内法规建设的成效会影响和制约国家法体系的健全

与完善，而国家法内容的完备与实效也反过来会制约

党内法规建设的水平。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法治与党

内法规建设是相互制约的，国家法治退步的时期往往

也是党内法规建设乏力和疲弱的时期。

首先，国家法制约着党内法规。我国宪法规定：一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

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

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①为此，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与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

活动显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不

能游离于国家法之外。而党内法规建设作为党自身的

立法与执法活动显然也受此限制。这意味着党内法规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得违背国家法的精神。

国家法的规范性与更强法律性可以为党内法规建设提

供必要的依据和参考，从而使其更具有规范性和法律

性。一旦国家法建设不好，则整个国家就难以形成法

治的环境，从而影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法治思

维的形成，导致其难以形成依规治党的意识，难以重视

和强化党内法规建设。

其次，党内法规也制约着国家法。中国的事情关

键在党，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而党内法规则是

实现管党治党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坚持

并强化党的领导，而党是否具有足够的领导水平与能

力显然就成为决定中国法治建设成效的最关键因素。

只有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借助党内法规之力实现管党

治党，实现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以提高党自身的能力，

才能够保证中国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以高

效、科学的方式前进。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党内法规建

设出了问题，则党的建设就一定会出现问题，而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就会偏离方向或出现失误。此

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国家法与党内法规显然是我国法治建设赖以前行的两

条腿，缺少党内法规建设或党内法规建设得不好，势必

会令我国法治建设形成跛腿走路的局面，从而难以真

正实现法治。

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区别探讨

在中国当代社会治理过程中，无论是国家法还是

党内法规，都是重要的治理手段，也都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支撑起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并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各自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又有着各

自不同的内涵和特征，二者不能够混同。

（一）制定与实施主体的不同

“党内法规是党内的规矩，国家法律是全社会的规

矩。”［11］作为适用对象不同的规矩，国家法与党内法规

有着不同的制定主体与实施主体。国家法的制定有着

严格的主体要求，即由代表国家的、具有立法权的国家

机关制定。依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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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

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

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①自治区、直辖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②民族自治地

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③国务院各

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

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④自治

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规章。⑤

而党内法规的制定主体则是党的相关组织。依据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的制定主

体为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

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不难看出，党内

法规的制定尽管也有着特定的主体，但这些主体并不

是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而是党的特定机关。

一言以蔽之，对于国家法而言，其立法主体只能是

国家法明文规定的、代表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党内法规

的制定主体则是能够代表党的党的机关。二者在立法

的主体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党内法规尽管具

有法律性，但却不是一种国家法，而是一种非正式意义

上的法。“在与国家法对应的意义上，党内法规实际上

是一种非正式法。”［12］以上不同决定了国家法与党内

法规立法技术上的差异，具体而言：国家法出于治国理

政的需要，其立法技术要求严谨、技术性强、规范性强，

而党内法规则出于管党治党灵活性的需求，其制定则

可以相对比较简易，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规范性也没有

国家法那样强。

（二）效力来源不同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一种作用于其对象的

合目的性的力量［13］。作为法，党内法规尽管与国家法

一样，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但二者约束力的来源并不

相同。国家法作为硬法，其效力亦即约束力来自于国

家强制力的保障，其后盾是监狱、警察、法院等国家暴

力机构，尽管从法理上来说，“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得

到人们的接受，才能获得完全的持久的效力。”［14］（P261）

与国家法不同，“党内法规”的强制力则来源于党组织

和党员的自觉认同、组织内的纪律、党组织和党员的利

益［15］。换言之，国家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公民的授权，

来自于公民对自己部分权利的让渡以及基于这一让渡

而产生的国家强制力，即公民把权力赋予自己通过选

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反过来要

约束作为个体的公民个人；而制定党内法规的目的是

约束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因此其效力或者说强制执

行力来自党员的认可接受［16］；或者说，党内法规的效

力来自于党员入党宣誓时明确自愿对自己权利的让

渡。“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党规都不得运用国家强

制力保证实施，不得作为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不得作

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依据，不得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不得依靠行政权、司法权保证实施。”［17］（P509）由于其效

力来源不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约束力发挥作用的场

合与机制也不相同。对于公民（包括党员）而言，遵守

国家法是其法定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而对于党员而

言，尽管遵守党内法规也是其义务，但如果其不再是党

员，则可以不受党内法规的约束。例如，我国宪法规定

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党内法规则规定党员必须

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表面上看，党内法规的规定似

乎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但实际上则不然，因为党

内法规适用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入党的前提

就是需要明确宣誓，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这

显然意味着，其对党员义务的履行来源于其自身对自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十七条。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五条。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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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权利的让渡。换言之，如果不是党员就可以完全不

受党内法规的约束，可以不对其适用党内法规的规定，

而只要是党员就必须基于其入党时的承诺而接受党内

法规的约束。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的不同，决定了二者

尽管都被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法

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用机理并不

完全相同，并因此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法体系。国家法

属于硬法体系，而党内法规则属于软法体系。二者共

同支撑起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相互支持、相互配

合又彼此制约，共同在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方面发挥着促动作用。

（三）适用的对象与领域不同

国家法作为法适用于全体公民，也包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组织或个人，用以调整国家、社会

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国家、社会组织（包

括党）以及公民（包括党员）而言，国家法是其行为底

线，而遵守国家法是其法定的义务。作为法，国家法通

过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着社会的

正常秩序，保障着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

行为规范，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交往、

确定关系及秩序的最重要途径”［18］（P2），国家法对于一

国之内的所有人与社会组织（包括党员及各级党组织）

一体适用，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而党内法规作

为仅对党员及各级党组织而言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

则通常只在党内适用，一般仅用以调整党内关系。“党

内关系是一个政党内部的相关组织、部门以及党员之

间进行党内行为时产生的内在关联。”［19］（P161）从党的角

度上来说，党内法规是一种法，对所有党员和党组织具

有法律约束力，而党员与各级党组织则负有遵守党内

法规的义务。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上来说，党内法规是

一种软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体系之外另外一种社会治

理规则体系，是对国家法不可或缺的补充与支撑，并与

国家法一起共同构建起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

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党内法规不仅是一种法，更是一

种政策［20］（P13）。但对于党之外的其他组织以及一般公

民而言，党内法规则不是其必须遵守的规范，对其行为

并不适用，其违反党内法规并不需要承担任何不利

后果。

不仅如此，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适用的领域也不完

全相同，国家法作为硬法只适用于人们的行为领域，用

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仅仅关注行为，只有在行为

人的思想和感情能够提示行为特征并决定该行为对公

共安全的威胁时，才对其进行考虑。”［21］（P205）而党内法

规作为一种软法则在适用于党员行为领域之外，还可

适用于党员的思想领域，对党员的思想提出要求。正

因为如此，党内法规可以在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相结

合的过程中发挥其特定优势，而国家法显然不具备这

样的优势。此外，从广义上来说，国家法与党内法规都

是管党治党的规范，但在管党治党方面，党内法规所涉

及的范围显然要远远广于国家法。这一点在《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有明确体现，该《条例》第七条第

一款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

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

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很明显，

在管党治党方面，国家法只涉及党员违反国法的行为，

不涉及党员违反伦理道德等其他规范的行为，而党内

法规则不仅涉及党员违反国法的行为，还要处理其违

反党规、国家政策、道德以及其他危害党、国家和人民

利益的行为。

（四）规范逻辑方面的差异

从结构视角来看，“任何类型的法（法律制度）都是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尽管有时是以变异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22］（P302-303）不过，在不同的法中，权利义务设置

的理念亦即规范的逻辑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对国家

法来说，法律的直接目的是保障利益，也就是说，保障

人们的诉求与要求［23］（P150-151）。为此，它需要以权利为

基石，因为权利能够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

帮助人们实现自由，维护和保障人们的利益，实现人们

的诉求。国家法律体系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是权利本

位，它是以对人们权利的保护为基点而构建起来的，目

标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以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因此，

在国家法中，对于权利的保护和强调多于其对义务的

规定和宣示。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党员不是普

通公民，而是具有先进性要求的觉悟分子，“对于他们

来讲，优先考虑的不是他们个人的权益，优先考虑的是

他们参与党组织之后如何为人民服务。”［24］因此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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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而言，义务而非权利更具有优先性，义务是作为党

内法规之本位的。①正因为如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建设与国家法制度体系建设在规范逻辑上会有所差

异，国家法制度体系建设侧重对公民的权利保障，而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则侧重对党员的义务的强化。在

党内法规中，尽管也有诸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

条例》这样的专门性党员权利保障法规，但更多的则是

规定党员义务与责任的法规；即便在《中国共产党党员

权利保障条例》这一侧重党员权利保障的法规中，也依

旧不乏对党员义务与责任的规定，很多党员权利的享

有和实现也都是以履行相应的义务为前提的。例如

“党员有权提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要求”。但另一方

面，“党员接受教育和培训应当服从组织安排。”而这显

然也是党内法规作为法而在要求上高于国家法且在内

容上严于国家法的一个重要理据。

（五）对公开性的要求不尽相同

除了以上四个主要方面的差异之外，对公开性要

求的不尽相同也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的一个区

别。国家法——无论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

律及其解释，还是国务院及其部委通过的法规、规章，

抑或是地方人大及政府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规

章——其内容应当一律公开发布，这是立法法对于国

家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使人们知法守法的客观需要，是

现代法治之法的内含之义。而党内法规则由于其调整

对象的特殊性，一些法规会具有涉密性，因而除了公开

发布的情况之外，还存在可以不公开发布的情况。《中

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党内法规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关

规定不宜公开外，应当在党报党刊、重点新闻网站、门

户网站等党的媒体上公开发布。而所谓的“一般应当

公开发布”显然表明，对于党内法规而言，公开发布是

原则、不公开发布是例外。很显然，与国家法必须毫无

保留地完全公开发布相比，党内法规存在不公开发布

的情况。而这与党内法规自身的属性有着直接的关

系。党内法规作为政党政治的产物，作为“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工具，不仅具有法律属性，更具

有政治属性，且其政治属性要优先于其法律属性。换

言之，作为一种规范，党内法规存在的目的不仅成因于

法治的需求，更在于管党治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

洁性，从而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需要。而政治属

性优先于法律属性的特征决定了党内法规的部分内容

必然具有涉密要求，所以不是所有党内法规都适合公

开和有必要公开。

三、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关系的协调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都是法，都具有约束力，都能够

产生特定的规范效果。但很显然，作为法，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尽管二者都是我国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就其相互关系而言却

分别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法体系，适用于不同的调整对

象。其中，党内法规属于软法体系，是治党之保证；而

国家法则隶属硬法体系，是治国之重器。这样一来，当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共同被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之中并都作为社会治理规则而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作

用时，难免会因其不同而产生冲突或不协调，而这种不

协调显然会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及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

要加强有关如何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保持衔接和协

调方面的研究。

（一）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关系的必要性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党内法规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举措。

“它确立和形成了党、法关系的新格局，探索到了一条

在和平时期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新途径，理

顺了长期以来党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存在的某些体制

性、理论性障碍。”［25］但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党内

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就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解决，由于

二者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各自立法理念的不同以及立法

技术上的缺欠，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依旧面临如何相互

衔接与彼此协调的现实问题。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

书记专门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

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

① 需要指出的是，党内法规强调党员“义务优位”“义务重于权利”，并不是否定党员权利的意义与价值，不是倡导党在管党治党方面只提

倡和要求党员履行义务，不注重党员行使权利；而是在于通过对党员义务的强调，使党员时刻保持对于党的先进性之认同以及对于党员身份

的光荣感与责任感，从而更愿意且能够自觉地将其自身的发展投入到与党的建设相一致的步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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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6］。

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

关系的衔接与协调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也提出

了一些很好的对策建议，但同时也存在不少争议。例

如，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调路径应当是

将部分党内法规上升为国家法，使二者相互吸收与借

鉴，最终完全成为一个统一的法体系［27］。有学者认

为，应当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协同，必须在中国法

治建设中把两者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协同推进，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法治保障［28］。还有学者则

认为，党内法规制定既应在形式上与国家立法的总体

规划相适应，又需在内容上与国家立法实现对接［29］。

还有学者认为，必须坚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

成，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的一致［30］。管党治党既

要充分发挥党规党纪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国家法律

的作用，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31］。

（二）协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关系的要求与路径

在推进和强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衔接与协调方

面，笔者赞同如下观点，即：二者的衔接和协调，需要从

国家治理与党内治理两个角度充分加以考量，既要考

虑管党治党的现实需要，也必须遵循法治建设的一般

规律。两个规范体系的衔接和协调不是简单地将其中

一方吸纳入另外一方，使其中一方为另一方所取代，也

不是片面地追求二者从形式到内容的完全统一，而是

在追求二者契合自身不同功能定位和确保其自洽周

延、不相冲突的基础上，“保持两个规范体系相互呼应、

协同和承接的良性互动，从而达致两个规范体系‘内在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状态，形成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32］而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决定》则实际上已经从理论上指明了党内

法规与国家法之间应当具有的相互关系，即二者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依

法治国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党依法执政；而依法执

政，不仅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而且也要求党

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就此而言，要使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之间在关系上保持衔接与协调，必须要在分清

二者各自定位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其各自的界域。

具体而言，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治理应

当在不游离国家法律明确划定的底线与边界的前提

下，由政党依据其各自不同的宗旨与拟实现的奋斗目

标，运用其党内制度或法规自行治理。“政党内部的运

作管理是国家立法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的，特别是中

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内部建设是国家法律无法涵

盖的，只能靠自己制定规则来加以规范。”［33］（P127）反过

来，国家治理所需要的法律也是政党内部的法规或制

度所不能替代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尽管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领导权，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但其自身制定的、用以

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不宜用来取代国家法律而成为治

国理政的唯一手段，否则就会使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失

去其作为法所各自具有的优势。为此，必须要厘清党

内法规与国家法各自的规范边界，妥善处理二者之间

既存在分工又彼此合作的关系，“使党内法规不超越权

限范围而只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归属社会事务的则

交由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法律来规制”［34］，亦即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所调整的事项仅仅是党内事务，

当然只能是党规；如果是社会事务，也许就需要表现为

国法；如果涉及到法定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等，就必

须用国法。”［35］需要切实规避党内法规对自身作用范

畴的逾越，从而不再出现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党

纪取代国法”之异化情形。当然，在此过程中，党作为

执政者与国家的掌舵者，可以就相关社会事务首先在

党内形成自己的政策，并借助于其对国家的领导而使

之成为国家政策，在推进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党可以逐

渐将其中已经成熟可行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法，而不宜

利用党内法规这类以管党治党为目的的规范直接涉足

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

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避免混淆党内法规与国家

法律之间的界限，使二者能够协同配合的必然选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牢固树立并时刻遵循宪法

法律至上的理念，自觉在宪法法律设定的框架内活动，

唯其如此，才能够真正做到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令法

治权威得到切实维护，也“才能形成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全面统筹局面，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强国的法治

梦”。［36］“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

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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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枉法。”［37］（P28）

非但如此，应严格把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各自的

界域，以确保二者之间关系的衔接与协调，还必须注意

维护并维持党内法规作为党管党治党依据的高标准，

避免降低党内法规对党员在思想与行为方面要求的情

况出现。在内容上，应当避免将国家法中对于一般公

民的行为要求纳入党内法规中来，以免造成党内法规

与国家法的混同。相应地，在国家法的立法过程中，也

必须注意掌握国家法在行为底线方面的标准，在条件

和时机尚不成熟和具备时，不宜将党内法规对党员的

行为标准要求规定到国家法中，使国家法规定的行为

底线抬得过高，以免作为公民行为底线的国家法异化

为人们行为的高线，最终变得无法实施。也就是说，协

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绝不意味着要将党

内法规的内容纳入国家法之中或者将国家法的内容纳

入党内法规之内，使二者成为一个法体系，而是必须保

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二元法体系。

除此之外，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

的衔接与协调，还需要加强党内立规机构与国家立法

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强化党内法规工作机制。具体

而言：（1）党内的法规工作机构、人大的法律工作机构、

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

通、交流、通报相关制度拟制定和修改的情况，研究哪

些问题更适合由党内法规来解决，哪些问题需要由党

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同配合来加以解决；研究哪些事

项需要制定党内法规，哪些事项需要制定国家法律，而

哪些事项需要由党政联合发文，尽可能地避免党内法

规与国家法律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2）在党内法规制

定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制定条例》这一党内“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好

党内法规的制定规划、计划、起草、审批和发布等各个

环节的工作；应当强化党内法规制定前的审核，做到重

要党内法规必须经党内法规工作机构严格审核后再报

请审议审批，确保及时发现和消除拟制定的党内法规

草案中可能存在的与国家法有关规定相冲突的现象。

（3）强化党内立规咨询和意见征集，借助党委法律顾问

制度，充分利用好各级党委聘任的法律顾问，对党内法

规制定进行监督或就其草案向法律顾问征询意见，并

向范围尽可能广的党员征求完善建议，尽量防范党内

法规与国家法律出现冲突。（4）做好党内法规的备案审

查、评估和清理工作。通过推进备案审查，及时查找并

纠正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确保党内

法规与国家法能够彼此衔接与配合；通过开展制定后

的实施评估，及早发现并修改与国家法存在冲突的党

内法规；通过定期清理，适时废止那些与国家法相冲突

的党内法规，或者将某些党内法规中规定的更宜由国

家法涉足的问题吸收到国家法之中，确保党内法规与

国家法之间关系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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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性视角的党员标准可以被看作是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是理想的、抽象的和观念的标准。党纪视角

的党员标准则是“义务的道德”，它是现实的、具体的和行动的。从党性标准到党纪标准显然符合伦理学演化的逻

辑，即“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表明了党内治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治理。党纪作为一个标准，直接指向有效果的

党内治理秩序，它是后果主义的和规范主义的。“法典化”是纪律性党规外在规范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它表明超大国家

的超大政党的规范化建设逐渐迈向刚性法治所需的“法律性”，也表征着党纪发展到理性化、体系化和综合化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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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被休谟引发，由康德

点燃，最终在20世纪后半叶才在哲学内部顽强生长起

来，成为跨领域的规范性研究”［1］，进而成为现代哲学

的热点论题之一。法律与道德关系之“分离命题”

（the Separation Thesis）的证成就是规范性问题在法哲

学领域的体现。规范性的“发现”促使法哲学家们和规

范论者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法律）规范的拘束力及其来

源上。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反任意”的集体意志的表达

方式，其实践效用之所以能超越个体的主观意愿或价

值偏好，根源于规范自身拥有的“规范性力量”（norma-

tive power）。这种力量至少有三个来源：其一是规范

及规范对象之外的第三者的力量，如奥斯丁的“主权

者”、宗教法学的“神”、法律政治学的“统治阶级”和“国

家”等；其二是来自规范内容的正确性/可接受性，如自

然法学的“自然本质”或“道德”、哈特的承认的“社会规

则”、康德的“道德律令”等，这是守法者立场的规范性

来源；其三是规范自身的力量，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

（basic norm）、概念法学的“概念”等。其中前两个被视

为内在规范性（力量），后者被视为外在规范性（力量）。

规范性的“外在性”是指规范自身存在作为一个事实，

而规范的存在是形式的（语言的）和逻辑的，它不涉及

规范价值和规范模式，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凯尔森说

规范是“纯粹的”。这种规范性力量之所以是“外在

的”，是因为它自身对外以“标准”的姿态向行为者传达

了规范的要求，同时，规范在对外传递意义时，是经由

特定的语言、逻辑等形式实现的，本文从“标准”和“法

典”视角，审视纪律性党规这种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规

范的外在特性，以期为党规的独立性和党规规范的科

学化证立作出些许贡献。

一、党性标准与党纪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标准”的定义是：标准是

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它对活动或活

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殊值，供共同和反复使

用，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最佳秩序的效果。《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标准（含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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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领域需

要统一的技术要求。”从以上定义，可以得出作为规范

的“标准”与法律和党纪具有如下相同特征：其一，标准

具有规定性，也就是说标准不是描述的，而是承载了一

个权威者的命令的，在这一点上，标准与法律、党纪是

类似的，都表现为立法者意志的“单向投射”。其二，标

准是有等级的，越高的标准越有强制性，其要求越严，

对社会影响越深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

条规定“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刑法（法律）是国家对

公民行为的强制性标准，党纪是党对党员（尤其是对

“关键少数”）行为的强制性标准，二者都是高等级的、

高强制的社会规范。其三，违背标准是会招致惩罚的，

制裁来自于制定者拥有的暴力及其威胁。其四，标准

的目的是追求秩序。所不同的是，标准不仅是技术性

的、细节的，更重要的是标准追求的是外在秩序，它将

规范注意力放在了行动者的外在一致性上，而不像刑

法（法律）和党纪那样，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照

顾”遵守者的意愿（动机、意图、情感）和其他特殊情形，

更不像民事法律和伦理性党规那样是从守法者/守规

者的“内在立场”来反向规定规范内容。

“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包括法律在

内的社会规范的目的都是追求实践者行为的一致性，

以建立稳定的、可预测的、和谐的规范秩序。作为规范

结果的集体行为一致性，内在地根植于一个前提性假

定：行为者人格特性的一致性。因为“可行”的前提是

“可能”。经济学上的“经济人”、法学上的“中人”（中等

资质的人）、伦理学上的“好人”或“坏人”、近代哲学中

的“自然人”等都是对规范对象人格特性的假设。“党

性”是党规和党纪建立的共产党员的人格标准。政治

性是共产党员的第一社会属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包括（内在的）思想标准和（外在的）行动标准。其中思

想标准是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即党章（2017年

版）第二条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

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

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其核

心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的行动标准是思想标准

的行为化，主要通过党员的义务来实现。根据党章

（2017年版）第三条规定的党员的八项义务，可以看

到：党员的行动标准是高于公民的行动标准的，这也从

另一个视角解释了“党纪严于国法”这一命题。两种社

会身份叠合在党员身上，一个是政治属性的党员身份，

另一个是法律属性的公民身份。通过分析和比较党员

的八项义务，可以清楚看到：党员的公民义务要高于非

党员的公民义务，如在党章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带头

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

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这里的“带头”“带动”和

“先锋模范”都是高于普通公民的义务；第三条第三款

规定的“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

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等；第

三条第七款规定的“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维护群众

的正当利益”；第三条第八款规定的“带头实践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了保护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

争，不怕牺牲”等。从党员行动义务视角可以看出，党

员基于党规党纪的行动标准是高于公民基于法律的行

动标准的。由于党章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的特

性，党章规定的上述义务依然是原则的、抽象的。

“抽象的信仰并不能自动地产生相应的日常行为，

中间必有其他的变量介入，特别是社会性的强制安

排”［2］。党性视角的党员标准可以被看作是富勒所说

的“愿望的道德”，是理想的、抽象的和观念的标准。党

纪视角的党员标准则是“义务的道德”，它是现实的、具

体的和行动的。党的愿望存在于所有党员的意识中，

党的领导性活动主要存在于“关键少数”（党员领导干

部）的职务行动中，因此，“关键少数”的行动标准是具

有法治意义的特殊标准，体现在了纪律性党规中。“关

键少数”是党的政治领导角色的代理人，也是普通党员

的代理人，其受人民和普通党员委托行使对党和国家

的领导权。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等是具有法典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在以下有的地方为描述方便可简称为“《纪

律处分条例》”）经过四次演化而确定下来的纪律分类。

可以从程度、细节等两个视角来窥视这些归类后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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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党规的标准特征。“作为政党规范化或者党内契约

化的主要形式，纪律建构对党内政治生活将产生重要

影响。纪律建构的强化是政党现代化的基本态势，也

是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3］。纪律性党规规

定的都是行动底线，如同刑法守护了法律秩序一样，纪

律性党规守护了党规秩序。每一类社会规范体系中都

会存在这样“牙齿”性质的规范。这类维护生存秩序的

规范，在所有类别的社会规范中的效力是最高的，也是

最具有强制力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类规范惩罚

的行为都是最具破坏性的。在纪律性党规中，政治纪

律惩罚的行为在这些最具破坏性行动中是最为严重

的，所以，在党纪历史上，政治纪律是最严苛的。凡是

引起开除的违纪行为就是行动的底线。开除是最严重

的也是最后的惩罚，开除是最严肃的集体行动。《纪律

处分条例》规定的开除标准有两个：结果性开除标准和

行动性开除标准。刑法中把前者犯罪叫“结果犯”，把

后者叫“行为犯”；前者指向结果（不仅要有行动，还要

看行动结果的严重危害程度），后者指向行为本身（有

行动就开除）。很显然，结果性开除标准是宽容的、有

一定幅度的，其强度是弱于行动性开除标准的，后者规

范的是底线标准中最不能容忍的行为。在2018年版

《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的四十五种“开除”情形中，只

有在政治纪律中出现了八种行动性开除标准，其他类

别纪律中的开除标准都是结果性的。这八种情形可以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针对所有党员的行动，如第四十

五条规定的“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

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行为、第四

十八条规定的“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

裂党的活动的”行为和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在国（境）

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

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的”行为。第二类是只针

对此类行为的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的行动，如第

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

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行为；第五十九

条规定的“组织、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行为；第

六十条规定的“从事、参与挑拨破坏民族关系制造事端

或者参加民族分裂活动的”行为；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组

织、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破

坏民族团结的”行为；第六十四条规定的“组织、利用宗

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

策部署的实施，或者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行为。

标准是行为者对规范的外部感受，它也是规范存

在的客观样态。作为标准的党性预设刻画出作为规范

产生者和制定者的共产党员的内在属性，但由于难以

外在度量，党性标准的主观性在面对党内法治化治理

时就只能承担“思想的”或“愿望的”指引作用。从党性

标准到党纪标准显然符合伦理学演化的逻辑，即“从德

性伦理到规范伦理”，表明了党内治理归根结底还是人

的治理，必须尊重普遍人性的一般规律。治理的实效性

选择了治理的规范化。党纪作为一个标准，直接指向有

效果的党内治理秩序，它是后果主义的和规范主义的。

二、法典化

“党纪”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出现在规范性或非

规范性党内文件中，以“党纪国法”或“党纪政纪”组合

形式出现，或单独存在；而“纪律性党规”则是一个学理

性概念，是“党纪”的规范化表述。“党纪”突出了该规范

的强制性、惩罚性的纪律面向，而“纪律性党规”强调了

该规范的规范属性。前者是实践性的，后者是理论性

的。纪律性党规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构的前提是存在

着“党纪”这样的社会规范，同时，这种规范具有“一般

的”规范性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有着

严密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党”［4］。党纪最早也是一

直就存在于党章中。从中共二大（1922年7月）党章到

中共七大（1945年6月）党章中，都专列“纪律”一章（中

共七大党章规定为“奖励与处分”）规定党的纪律，确定

了“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等党纪的基本原则，确

定了开除党籍的六种条件。遗憾的是中共七大之后到

中共十二大之间的历次党章都没有把党的纪律作为一

章单独阐述，而是将党的纪律作为放入“党员”一章中，

除了中共八大党章中规定出了党纪处分的五种形式

（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等少数有分量的纪律性规范外，纪律规范的整体水平

停留在中共二大规定的水平。自中共十二大以来直到

中共十九大，“党的纪律”又作为专门一章出现在党章

中，以比较固定的表述形式规定了党的纪律的定义（党

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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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确定

了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如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

开除党籍，党纪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纪处

分的五类形式，纪律处分的程序，纪律处分的申诉等。

党纪也存在于单行性纪律性党规中。经过对中共中央

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和中纪委法规室等汇编的党

内法规进行统计，下表数字说明单行性纪律性党内法规

文件数量庞大：

表 1 党内法规类别统计表

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有党内法规文件中，纪律类

占到总数34.9%，是除组织类党规之外最多的一类党

内法规；从年份数量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所在的1978年是个分水岭，1978年之后的纪

律性党内法规数量激增，而这一时代不仅是我国经济

上的改革开放年代，也是我国法律建设快速发展的年

代。纪律性党规在1978年后之所以数量迅速增加，最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物质利益比建党以来的任何时候对

党员及其领导干部都深具诱惑力，党性及其政治理念

受到了基于普遍人性的功利主义的巨大挑战，外在的

纪律约束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事无巨细的、执行严

格的纪律性党规的大量出现就是必然。1927年11月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

案》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单行性的纪律性党内法规文

件，该文件对“四省暴动”做了反思，对相应承担领导责

任的共产党员进行警告、留党察看、开除等党纪处分。

1978年以来的纪律性党规不仅数量增加，而且单行性

文件的质量也在提高：在注重实效性（就事论事）的同

时，也提高了文件的规范性（反复适用）；在完善实体性

党纪内容的同时，重视了程序性党纪的建设，同时也强

化了纪律检查机关建设的规范化；规范事项不仅从军

事斗争逐渐转向社会建设，也从单一的党内建设扩展

到了党和政府关系以及社会治理上。

“法典化”是纪律性党规外在规范性的最高表现形

式，它表明超大国家的超大政党的规范化建设逐渐迈

向刚性法治所需的“法律性”，也表征着党纪发展到理

性化、体系化和综合化的阶段。法典作为成文立法的

最高成就，内在地体现了“概念明确”“逻辑严密”和“法

条完备”等规范要求。“如果说法典的风格与其他著作

的风格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具有更大的清晰性、

更大的精确性、更大的常见性。因为它写出来就是让

所有人都理解，尤其是让最低文化水平阶层的人理

解。”［5］（P191）。在边沁看来，立法语言的清楚、明白、具

体、通俗、简洁、严谨、逻辑合理和语法正确是法典语言

的基本要求。纵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办公厅和

中纪委法规室等汇编的240个纪律性党规，可以看出：

这些纪律性党规在文字应用上基本上符合语言规范，

尽管其在早期规范中也存在着模糊的语言，如“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须有大多数中央委员出席，方得开会”中

的“大多数”（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

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82年制定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

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中的“黄色下流”及“在国

外、境外淫秽下流场所寻欢作乐的”中的“淫秽下流场

所”和“寻欢作乐”等。纪律性党规与国家法律一样，在

传达制定的命令时非常依赖于规范语词，禁止性语词

如“不得”“禁止”，命令性语词如“必须”“需”等，这些规

范性语词不仅体现在单行性的纪律性党规中，更体现

在作为法典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另外，

作为代表完整的“概念金字塔”的知识体系，“在其顶端

屹立着一个最高概念，从中首先推导出一些非常抽象

和一般的概念，从这些概念又得出许多具体的和有内

党章类

组织类

纪律类

宣传类

军事类

其他类

合计

1921—1949

0

53

11

20

19

19

122

1949—1978

1

34

3

2

11

6

57

1978—1996

5

56

55

0

0

6

122

1996—2000

4

42

52

0

0

19

117

2001—2007

3

43

53

0

0

10

109

2007—2012

3

66

39

4

0

0

112

2012—2017

4

11

27

6

0

0

48

合计

20

305

240

32

30

60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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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概念”［6］（P162），“概念法学”因其过于强调概念的逻

辑效力、将法律简化为法条和形式等而受到法律现实

主义的批判。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概念的明

晰和概念间的关系对规范体系的重要性。1997年版

《纪律处分条例（试行）》首先开创性地对纪律处分的基

本原则之核心概念进行了定义，如第四条“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之内容就是对“实事求是”进行定义（即“处

理违犯党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准确地认定错

误性质，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恰当地给

犯错误的党员和党组织以纪律处分”）、第五条“坚持从

严治党的原则”之内容就是对“从严治党”进行定义（即

“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维护党的纪律。对于违犯党的纪

律的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依照本条例严肃处理，不得姑

息迁就”）、第六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内容就

是对“民主集中制”进行定义（即“对违犯党纪行为的处

理，必须经党委或者纪委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

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第七条“坚持党员在党的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之内容就是对“纪律面前人

人平等”进行定义（即“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

特殊党员。任何党员违犯了党的纪律，都必须受到追

究；应当受到党的纪律处分的，都必须依照本条例给予

相应的处分”）。“法律原则为规则框定了伸展的范围，

规定了发展的方向，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价值上均

对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7］。在原则概念被确定

后，为进一步限定规则的意义，该条例也对主要规则所

用概念进行了定义。第九条之“党的纪律”、第十二条

之“警告”、第十三条之“严重警告”、第十四条之“撤销

党内职务”、第十五条之“留党察看”、第十六条之“开

除”、第十七条之“改组”、第十八条之“解散”、第二十四

条之“从轻、减轻处分”、第二十五条之“从重、加重处

分”都是定义性条款。在2003年版《纪律处分条例》中

进一步完善了对基本概念的定义，如第三十四条定义

了“党的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第三十八条

定义了“直接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

责任者”，第三十九条定义了“主动交代”，第四十条定

义了“直接经济损失”。这种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强制

性的规定了概念之内涵，让概念获得了最高效力、最精

确的含义。同时，从原则定义到规则定义、从党章定义

到党纪定义等，也充分展示了概念法学发现的规范体

系内容的逻辑关系，也让纪律性党规的规范品性进一

步提升，确立了党纪作为法治中国背景下的一类特殊

社会规范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概念法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法典化运动的知识推

手，不仅是因为概念法学提供了“概念”这个工具，更重

要的是它使得法典获得了规范的逻辑力量。法律与党

纪的制定过程就是一个逻辑模式的安放过程，通过理

解，逻辑让文字、法条、规则等获得了力量。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制定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第一部

分“制定立法技术规范的必要性”中阐述道：“按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除了法律门类齐全外，

还要求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结构严谨，法律之间应当相

互衔接。”，其核心意思是规范逻辑的结构性和体系性

要求。很显然，无论哪一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在制定上应该是受到这一文件指导的。其一，在

体例上，区分为“总”与“分”，其中总则部分是阐述立法

目的、解释基本立法原则和基本概念，是分则部分的原

理和规范前提，分则部分是以规范行为类型为基础，进

行分门别类式地列举规范。1997年版《纪律处分条

例》分为总则和分则，在“总则”下设置了四“章”（分别

是：指导思想、任务和适用范围；实施党纪处分的原则；

违犯纪律与纪律处分；纪律处分运用规则）。此后，

2015年版《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版《纪律处分条例》

沿袭了2003年版《纪律处分条例》的结构和内容。其

二，根据对党纪类别划分认识的不断深刻，通过历次修

改完善并确定了党纪及其处分的类别。1997年版《纪

律处分条例》将违纪分为七大类（政治类错误，组织、人

事类错误，经济类错误，失职类错误，侵犯党员权利、公

民权利类错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错误，违反社

会管理秩序类错误），2003年版《纪律处分条例》将违

纪分为九类（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违反组织、人事纪

律的行为，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贪污贿赂行为，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失职、渎职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为，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2015年版《纪律处分条例》将

违纪处分分为六类（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

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对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

处分和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2018年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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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条例》沿用了2015年版的违纪分类。比较1997年

版、2003年版、2015年版和2018年版四个《纪律处分条

例》分则部分的内容会看到：对分则命名逐渐科学和规

范，从“错误”（1997年版）到“违纪行为”（2003年版），

再到“违纪行为的处分”（2015年版），三个文件的两次

变化，体现对《纪律处分条例》之“纪律”与“处分”关系

认识的不断升华；在对主要违纪行为（政治类违纪行

为，组织类违纪行为）确认的基础上，对从刑法分则中

借鉴过来的“经济类错误”“失职类错误”“侵犯公民权

利类错误”等进行党规化改造，创造性提出了“违反廉

洁纪律行为”“违反群众纪律行为”“违反工作纪律行

为”等党纪特有的概念。

党纪的法典的刑事法律化特点，不仅体现在了概

念、体系、内容上，也体现为党纪实体性法典化和程序

性法典化，后者的规范文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

理工作条例》。党纪法典化的另一个事实结果是：因党

纪效果的“溢出效应”，使党纪的存在从一个党内事实

变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事实。党纪法典化使得党纪与

法律之间的关系变得容易“打通”，特别是随着监察法

和政务处分法的制定，党纪与刑法之间的规范通路就

被真正地连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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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依

法治国理念得到进一步重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出

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该法治体系不仅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

宪法、法律等国家法律体系，同样包括党内法规等党内

法规体系。因此，在处理和解决中国法治问题过程中，

不能拘泥于国家法律，同时应当考虑适用相关党内法

规的情况。正所谓，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依规治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规制在范

围上既有差别又有融合。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的一种重要形态，我们在承认党内法规

具有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基于其缺乏国家法的拘束力

但却意图产生一定规范效果的特点，将其定位于软法，

与国家法律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内在契合，基于其软

法性，协调其与国法之关系，推进法治中国进程。

一、软法的界说

软法（Soft Law）一词早期是国际法学研究领域的

一个专业术语，当时主要是指那些行为规则或制度规

范本身不具备强制约束力和执行力，基于各国具体国

情而选择适用的过程中，却对欧盟治理乃至全球化治

理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这些软法在国际上往往表

现为建议书、白皮书、国际宣言等，它们都具有规制作

用和约束力弱的共性。虽然，软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

于国际法学中，但并非仅在国际法领域存在软法，在国

内公法体系中也同样离不开软法规范［1］（P122）。到了21

世纪之初，我国学者逐渐开始关注软法的研究，他们在

国际软法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法治环

境，创设和延伸了软法的内涵和外延等，以构建和完善

我国本土软法理论体系。软法是我们国家“隐性法律”

的重要因子，更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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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的种类繁多，无论是法律法规中未明确的法律责

任条款，还是国家机关制定的政策、标准等，都是软法

的重要外延［2］。

软法与硬法最大的区别便是在没有国家法律约束

力的基础上仍可起到一定的规范效果。本文主要通过

四个方面对软法加以界定。首先，软法的实质和形式

方面，软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一般仅是对某些主体的

行为方式起到指引、建议的作用，缺乏法律条文中“应

当性”的强制性作用。软法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成文规

定是其必备的形式，在成文的基础上，往往表现为建

议、意见、决议、行动纲领、行为守则等，我们党内法规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党内法规

主要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7

类，这些正好与软法的常规形式相符；其次，软法的制

定方面，其制定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无论是国家机

关还是社会、行业组织都可以成为软法的制定主体；再

次，软法实施方面，由于其缺乏国家法的强制约束力，

在实施上就少了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但这并不必然影

响软法的实施效果，也不影响软法是否具有处罚效能。

软法之中既可以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也可以仅仅规

定指导、建议性内容，而其处罚对象仅针对组织内部成

员，对组织以外的非成员人士无效，而且在处罚内容上

也不能出现违背法律规定的内容，例如对公民人身权

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不得出现在软法之中。例如

体育领域中的各项运动的行业规范，作为软法的代表

之一，就对运动员在参赛前、参赛过程中和参赛后实施

的违纪、违规行为规定了等级不同的处罚措施；我们党

内法规亦是如此，正所谓党纪严于国法，对党员干部的

违纪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还专门颁布了《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违纪、违规党组织和党员

可以处以改组、解散、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

等；最后，软法的结构和位阶问题。软法内部之间一般

是没有位阶序列的，一般的软法是和国法相互关联，受

国法的指引和支持，软法的规定不得违背国法之规定，

即不可违反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法秩序［3］。

另外，软法所具有的独有性质，在国家治理中发挥

其与众不同的规范效能。而它的这些特性主要表现为

自身的规则属性、非国家法要素以及对特定群体具有

规范效力［4］。软法基于其与那些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

律的区别，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崭露头角，为维护社会和

谐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3］。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过

程中，软法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软法已经由最初的

“备用方案”升级为一种效果明显的替代性手段［5］。

二、党内法规的基本内涵及其软法定位

（一）党内法规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党内法规究竟是属于软法还是硬法，必须在了解

其内涵的基础上加以确认。“党内法规”是共产党建设

路径探索和治国兴邦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兴概

念，在我国，最早由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提出，随后多

次被中央领导人在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中使用和援

引。从1938年至今，党内法规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经

历了诸多历史阶段，最终直至现在形成了一套庞大、细

致的党内法规体系。具体而言，关于党内法规概念最

早的论述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毛泽东同

志提出［6］（P159），刘少奇同志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对此

概念进行了援引。1980年为了更加明确党内法规的

内涵和地位，首次在中央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对党规的概念进行了规定，强调广大党

员群体要积极遵守和“维护党规党法”。1990年颁布

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对党内法

规的基本内涵作出更为准确的规定。2014年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党内法规的重视程度大

幅提升，并就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明

确强调要在我国构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助推依法

治国的全面开展。这也是在法治层面正式突出党规的

地位［7］。截至2017年底，全党共有3843部党内法规，

其中包括195部中央党内法规、236部中央部委党内法

规、3412部地方党内法规［8］，2018年还新印发中央党

内法规74部［9］，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党内法规

制度。这些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

定、办法、细则等7类，这7类名称①，反映党内法规的基

本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并且对后期党内法规的

适用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尤其要重视党章的

①《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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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党章之于党内法规正如宪法之于其他部门法一

样，具有根本法的位阶。

党内法规在我国可谓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独

特称谓。其和法律一样，具有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狭

义的党规主要是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第二条之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

章制度的总称。”而广义的党内法规则是泛指上述党组

织“所有用以规范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行为的正式法规

性文件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0］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宪法体制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殊产

物［11］（P34），具有区别于一般国家法律和社会团体规则、

道德规范等软法的特殊形态，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

几点：第一是调整范围上，即党内法规主要调整党内事

务，影响国家事务，也在一定情形下调整国家事务、社

会事务，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第二是调整

对象上，党内法规是调整党组织和党员行为的社会规

范，其社会规范性表现在对党组织和党内各个成员的

日常工作层面和生活等层面做出的科学指引，让党员

和党组织知道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范围内什么是可

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享有哪些权利，具有哪些

义务。除了对党员和党组织具有规范作用外，在一些

特殊情形下也对非党组织和党外群众的行为活动有规

范作用，这是党内法规的一种溢出效应①；第三是调整

方式上，党内法规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手段，同时坚持思

想建党的调整方式；第四是权益配置上，即在权利和义

务的具体配置上，党内法规在保障党员权利的基础上，

体现出义务优先的特征；第五是规范效力上，不仅需要

党组织和党员的自觉遵守，更有赖于党的纪检强制措

施进行保障。

（二）党内法规的软法性

近年来，软法理论逐渐延伸至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中，基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的软法论，为证成党内法

规具有法律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党

内法规的历史形成、基本内涵和特征的总结与分析，发

现其与软法理论确实是有契合之处的。是否有国家强

制力做后盾是软法和硬法的重要差别，也是区分二者

的重要参考。根据软法和硬法常规的区分标尺，同时

依据软法外延的界定，对党内法规是否属于“法”的争

议逐渐停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确认其具有软法的

地位。例如周叶中教授将党内法规定位于“软法”范

畴，主要是根据其立法程序、立法结构和构成要件等因

素，并且具备特定的调整对象和领域，同时有一定的约

束力［12］。刘长秋研究员认为党内法规和软法相契合，

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特征就是一种行为准则，且缺乏国

家强制力要素［4］。还有学者将党内法规视为我国具体

国情下本土化的软法［13］。肖金明教授认为，党内法规

具有软法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内法规本

身并非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这是符合软法的基

本特征之一；二是依据软法的类型和外延，党内法规是

软法的类型之一，政治组织自律规范被划入软法类型

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因此，党内法规作为共产党组织

内部自我监督和约束的自律规范，将其定性为软法便

毋庸置疑［14］。

虽然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对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存

在诸多质疑，但笔者仍然坚持认为党内法规是具有软

法属性的。软法与硬法类别化是基于“法”对社会秩序

调节功能的强弱而划分的，二者的区别在上文已多次

阐述，并对软法的界说予以分析归纳，硬法与软法不

同，主要是指那些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制定出的行

为规范，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实施的后盾。在我

国，硬法作为由国家制定并认可和实施的一项行为规

范体系，主要指由有立法权的机关所制定的“法”，即我

们日常所称谓的狭义的法律［15］（P201）。党内法规与硬法

的内涵相对比，可以明显发现其并不符合我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立法法》中的规定，这就将其排斥出硬法范

畴。而在软法属性方面，首先，在制定主体上，我国党

内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这

类主体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强调的具有立

法权限的机关，而属于社会、政治组织制定的有限效力

规范；其次，在调整范围上，党内法规的约束范围是对

于特定的群体而言能够发挥约束作用，主要以规制中

① 党内法规的溢出效应：即党内法规并不仅是对党内事务和主体加以调整，有些内容在特殊时期是可以溢出党内范畴，对党外群体和事

务进行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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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内部组织和成员为主，主要表现为对党的政

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以及

党的机关工作运行保障方面，其并不像硬法属性的法

律那样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也不像国家法律那样调整

国家象征领域、民商法领域、刑法领域、行政法领域以

及程序法领域那么广泛，相比而言，党内法规调整的主

要是党务范畴，国家法律调整的是国务范畴，虽然党内

法规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但这是党内法规区别于其

他一般软法的特殊性，溢出效应并不能直接否认党内

法规整体的软法性；再次，在约束效力上，其虽然有党

内纪检作为强制力保障，但与硬法所具有的国家强制

力相比还具有很大差别。

通过对党内法规制定主体、调整范围、约束力等方

面的分析，进一步确定其是具有软法属性的。对于党

内法规中的一些特殊情形，比如个别党内法规属于混

合性党规的情况，即党的立法机关和拥有立法权的国

家机关针对跨领域近似事项而联合制定，以党组织文

号印发的，在党内领域和国家特定领域都具有约束力

的一系列规范、规章制度，比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

制定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党政机

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

公厅制定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都属于典型的党内

立法机关和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联合制定的混合性党

内法规，这种虽然具有了一定的硬法性质，但不能完全

磨灭其软法的属性，因此可以将这种混合性党内法规

定性为“坚硬的软法”［16］（P6），本质是软法，具有硬法的

外壳而已。

三、党内法规软法之治的优化之道

（一）明确软法的基本理念和党内法规应遵循的基

本原则

只要是“法”就必然少不了基本原则等基础理念作

为价值引导和精神核心，这些内容可谓是“法”的灵魂

之所在。具有软法属性的党内法规亦是如此，同样需

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并且这些原则需要结合软法

的基本理念，同时突出党内法规的特殊性。在制定党

内法规时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制定条例》第七条已经加以明确，其中明晰了八项重

要原则，主要强调制定党内法规必须严格遵从党的事

业发展和实际情况，并突出了党章的“根本法”地位，同

时还联系了党内法规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内容

等。而在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在实施上则必须立足于

从严治党的中国法治实践，遵循人类普遍的法治原则，

督促党组织和党员群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公

权力［17］。具体的需要秉持遵循宪法和根据党章相统

一、党纪严于国法、发扬民主和正确集中相统一、权利

和义务相统一原则，以及越权无效原则等。坚持这些

原则的指导，不仅有助于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内

部的科学治理，同时有助于协调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

的关系，协同并进地提升对国家各项事务的治理能力。

（二）进一步提升党内法规立法技术

党内法规的立法机制和软法的生成机制有一定的

共性，且都需要我们引起重视。软法较之硬法而言，二

者的生成机制有差异，软法的制定主体多元性和灵活

性更强，但这并不否认软法的制定也需要遵循严格的

法定程序。而党内法规作为软法的一种典型特例，其

立法机制和软法的生成机制就注定有相似性，且需要

遵循软法的生成机制相关原理，而不能过度套用硬法

的制定程序。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即党内“立法法”之规定可知，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是党内法规的法定制定主体，较之其他软法的制定

主体具有更权威的地位，以提升党内法规制定的前瞻

性、民主性和科学性。

此外，“徒法不足以自行”，党内法规立法后的不断

与时俱进的完善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立法后，在具

体的实践、适用过程中，通过科学有效的反馈机制，及

时发现软法适用过程中的滞后性或不足，继而及时作

出总结，便于后期及时修订和弥补缺憾，以增强其实用

性，继而推进党内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通过进一

步提升党内法规立法技术，减少“主观”立法的可能性，

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助推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

（三）健全党内法规实施的监督机制

健全党内法规实施的监督机制，可以使我们庞大

的党内法规体系文本真正落到实处。我们都知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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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硬法”的国家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都有专门的监督机

制，即违宪审查机制，该机制主要是指由法定机关或依

法获得授权的机关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审查相关法

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规定的制度。通过

该机制的实施，以确保宪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和保障宪

法权威，继而进一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我国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本宪法规定了国家的

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

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

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

施的职责。”而相对于硬法的软法，其制定主体的多元

性，受到制定主体的利益驱使，软法的制定可能违背法

治原则，衍生一些立法、执法紊乱的情况。

因此，党内法规作为软法的一分子，虽然较之其他

软法的制定和内容更加科学和系统，但同样存在其他

软法实施的一些缺憾，在发挥党内法规的软法性优势

时，仍然需要加强监督其实施过程中的规范性，避免出

现违规或违法乱象。软法和硬法实施过程中需要各行

其道，发挥各自优势，避免相互抵触，尤其要避免原则

性的冲突和矛盾［18］。但在立法时，应当结合两者各自

的优点，有效将软法和硬法生成机制相融合，在利用硬

法规范软法的制定主体及权力范畴、立法原则等内容

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对软法的事后监督机制。在党内

法规和国家法律协同并进的过程中，基于党内法规的

特殊属性和与国家法律的特殊关系，可以考虑构建党

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互为监督的法律实施监督机制。以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二者有效实施，更好地避免

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宪、违法、违纪行为，

这样的相互监督机制正好符合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定

位相当的特殊性，二者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互为表

里，共同治理国家各项事务。

（四）协调好党内法规和国法的关系，实现软硬法

结合的共生治理

德贝里认为，“共生”就是不同属性的种类生活在

一起。这个定义开启了人类研究“共生”现象的大门［2］。

我国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国家各项事务中，二者

发挥各自的价值优势，形成合力，促成“共生”治理模

式，进而提高治国理政的综合水平。党内法规是规制

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内部的软法，但其中一些混合性党

内法规①不仅对党内治理能够起到积极效能，对国家

治理同样可以起到喜人的效果；同时，党内治理不仅需

要党内法规这样的软法约束，还要依赖于其他国家法

律法规发挥实效，例如党规引证国法的情况屡见不鲜，

即党内法规引用国家法律的具体条款认定违纪行为的

构成［11］（P82）。这在具体规定上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就明确要求，党组织在纪律

审查中发现涉及职务犯罪的，要严格依法予以撤销党

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该规定只是针

对党员出现“贪污贿赂、失职渎职”行为时，需要进行党

内违纪处分，即软法之效能，而关于该类行为的刑事责

任追究，其引证需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

贪污贿赂和渎职罪的内容予以惩戒。

除了上述二者紧密关系外，它们在具体治理过程

中也存在协调紊乱的情形，例如党内法规和刑法、监察

法等国家法律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环节，仍需要

明确界限，方便协调运行。软法与硬法的有效衔接和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同并进，有异曲同工之妙，对

它们的重视有助于提升党内法规软法之治的功效。软

法和硬法的衔接状态，对软法作用的发挥起着重要作

用，衔接得好，软硬两法便可实现“双剑合璧”，发挥共

鸣之效，继而大力提升国家法治社会前进的步伐。但，

如果二者关系处理不当，便会适得其反，阻碍法治中国

的建设进程。为此，对比具有软法特性的党内法规和

具有硬法特性的国家法律，二者的有效衔接也极其重

要，它们协同并进是我们党内法规软法之治中重点把

握的路径。与此同时，需要结合二者特征，有效抓稳它

们衔接的基本原则，避免发生二者背道而驰。党内法

规这种软法和宪法等其他“硬性”的国家法律共同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二者相互协调、并行不

悖。在依法治国、构建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必须协调

好二者关系，实现软硬法的有效结合，形成高效的“共

生”治理模式，方可助推我国法治进程，全方位、体系化

① 混合性党内法规指党的立法机构和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针对跨领域近似事项而联合规定，以党组织文号印发的，在党内领域和国

家特定领域均具有效力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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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依法治国、依规治党。

（五）深入推进党内法规的普法工作

中国普法工作已经进入第七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攻

坚之年，普法工作已成效初显，2018年全国普法办还

专门印发了《2018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推

进全国普法工作的深入。虽然普法强调的是普及法律

常识，普法的对象是国家居民，普及的法律常识是居民

必须要理解的法律，这种法通常是法律中最简便的一

种。但笔者认为，随着普法工作的逐渐扩散和普及以

及普法方式多元化，全国人民对简单法律常识的认知

程度已经明显提高，而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一环，也应当纳入未来的普法工作

中，不仅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普法工作，还要

让非党员人士都了解党内法规的一些基本规定，这样

不仅可以提升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党内治理方式

的认知度，了解除了国家法律之外，党内法规作为“软

法”也可以对“硬法”外之地进行党纪处分，加强社会大

众对党员干部的维权和监督意识，督促党员干部更好

地为人民服务，逐步杜绝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

在具体普法方式上，我们可以先加强对党员干部

的党内法规普法。2019年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法治护

航改革，需要党员干部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的能

力。”［19］我们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已经在不断提

升，在了解和运用“硬法”上，党员干部进步了不少，我

们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过程中，有关

部门专门汇编印发了党内重要法规供党员领导干部学

习，同时开展相关讲座扩展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认

知程度。然而，笔者在调查中，询问过一些基层党员和

党员干部，他们对我们体系庞大的党内法规认知度还

有待提高，从而证明我们亟须加强对党内法规的普法

工作，上文提及我国党内法规现已有3843部之多，普

法不一定要将这3000多部党内法规全部普及，但应当

了解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些规定，无论是程序性的还是

实体性的，都必须在党内加以普及。在对一些基层党

组织的调研工作中还发现部分党员干部对一些基本的

程序性党内法规缺乏了解，造成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发

展受到阻碍。在广泛提升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认知

度后，可以逐渐借助党员干部的影响力以及现有多元

化媒体对普通公众普及党内法规的基本规定，进而达

到人人懂法、人人懂党内法规的局面，在使中国共产党

进一步深入人心的同时，也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

四、结 语

党内法规的法律属性一直是党内法规研究中争议

不断的内容，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不断演进，

软法理论逐渐延伸至党内法规理论研究中，基于法律

多元主义视角下的软法论，为证成党内法规具有法律

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关于党内法规软法

属性的定性，反而逐渐成了争论的焦点。通过对软法

基本内涵和理论的界定与阐述，结合党内法规的历史

形成与基本内涵、特征分析，无论是在制定主体方面、

调整范围方面，还是在约束力上都具有软法的特征，这

已然是不容置疑的结论。至于党内法规中的一些特殊

性内容，例如混合性党内法规，其本质仍属于软法，只

是具有了硬法的一些外表。在对党内法规软法属性确

定之后，重点提出党内法规软法之治的优化之道，通过

明确软法的基本理念和党内法规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提升党内法规立法技术、健全党内法规实施的

监督机制、协调好党内法规和国法的关系，实现软硬法

结合的共生治理模式，同时深入推进党内法规的普法

工作，在彰显党内法规软法之治的优势的同时，与具有

“硬法”性质的国家法律协同并进，积极贯彻依法治国、

依规治党的重要理念，助推法治强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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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增长与就业相背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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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总体就业

形势却并未如预期那样恶化，以致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增长与就业相背离”的现象。本文试图解

释“增长与就业相背离”这一现象的发生。通过利用相关数据并构造科学的方法计算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失业率，以

此判断中国经济下行阶段经济增长是否与就业相背离，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增长与就业并没有

相背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刻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就业优先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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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一）中国经济最近一轮的下行阶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

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努力实现从

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同时，我们对自身

发展质量也越来越关注。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年均10%以上高速增长。如图1

所示，自2000—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的增

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10%以上。但是，随着2008年

开始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在重创发达国家金融

体系和实体经济后，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滑坡。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跌，中国政府迅速采取措

施，在此后一段时间（2008—2012年），有效稳定了经济

下行趋势并呈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这在国际上为中国

政府赢得了应对及时和反应迅速的美誉。而自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再次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中国经济

增长率呈现平稳下降趋势。因此，自2008年以来，中

国经济分别经历了两个阶段但程度不同的下行趋势。

图 1 2000—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作者自己

整理。

（二）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就业情况分析

近几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从公布的城镇就业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

业率来看，总体就业形势并未如预期那样恶化，反而表

现尚好，以致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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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就业相背离”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劳动年龄人

口结构变化，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抑或我国

政府秉持的积极就业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上述现

象给予解释？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对以下问题

给出判断：即便在经济下行初期出现了“增长与就业相

背离”现象，那么这一现象可持续吗？会贯穿整个经济

下行期吗？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分别对经济增长

速度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变化关系、经济增长速度

与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变化关系

城镇登记失业率，是中国特有的失业统计指标，是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扣除使用

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港澳台及外方人

员）、城镇单位中的不在岗职工、城镇私营业主、个体户

主、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之和的比。其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

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岁以上及男60岁以下、女50

岁以下），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

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1］（P235）。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状况决定了就业状况，经济高

速增长会带来就业规模的扩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快速

下降则是引发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但是如图2所

示，我们发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

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行趋势，然而城镇登记失业率基

本稳定在4.0%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随着经济

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下滑趋势。这似乎表明经济增速的

下滑并不会造成较高的失业率。

图 2 2008—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登记失

业率（%）

注：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

鉴》；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之间

的关系

城镇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是反映就业工作状况和政

策落实情况的重要指标，根据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的《城镇

就业人员变动数据测算暂行办法》，本文对城镇就业人

员数量变化率进行了计算，具体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

变化率等于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除以上一期城镇就业

人员数的比值①。如图3所示：我们发现城镇就业人员

数量变化率在2008—2012年基本稳定在3.5%左右。

而自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下行趋势后，城镇

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出现了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符合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正相关关系的理论预期。

图 3 2008—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就业人

员数量变化率（%）

注：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

鉴》；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

（三）问题提出：经济增长与就业相背离了吗？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面临巨大的经

济下行压力，在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措施后，从“四万

亿计划”经济刺激到“GDP保八”，再到近期有学者提出

的“GDP保六”。虽然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维度

的理解和诠释，但是稳定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稳就业

的目标，从总需求管理的角度来看，合意的经济增速应

该是与就业目标紧密相关的。

从以上数据我们发现，虽然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变

化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经济学教

科书中的经典理论“奥肯定律”相符合，但是作为衡量

就业关键因素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却出现了与中

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不一致的现象。城镇登记失业率

①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数等于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员数减去自然减员人数。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办

理正式退休手续人员和因伤亡减员的人数，包括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个体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离退休人数及在职

人员伤亡减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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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表明，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情形并没有

随着经济形势的下滑而下降，就业市场似乎一直保持

相对稳定，这与之前政府为了保就业而出台的一系列

政策包括“GDP保八”等经济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也

并不符合“奥肯定律”。那么，如何客观评价近年来我

国就业市场的整体情况？如何理解经济持续下滑而就

业却“异常”稳定的现象？为此，本文尝试从不同途径

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以及科学计算方法测度的中国

城镇失业率等方面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原因剖析。从

而，为科学衡量中国就业率以及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增

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等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相背离了吗？

——使用不同来源城镇失业率指标的考察

（一）衡量就业（失业）指标的确定

1982年10月第十三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公布《关

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

议》指出，就业（失业）的定义是在一定年龄以上，在参

考期内没有工作，当前可以工作，并在特定的时期内寻

找带薪工作或自主就业的所有人。2013年第十九届

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利用

不充分统计的决议》又对相关定义进行了修正。国际

劳工组织的统计标准，在各国的统计实践中均得到执

行。通常来说，衡量一个经济体就业（失业）的标准为

失业率，失业率指的是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

重。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使用

人社部门的登记失业率统计、官方估算失业率、调查失

业率统计以及社会保险统计数值来估算一个经济体的

失业率。其中，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国际上目前最通行

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对于反映就业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失业率的计算方法，是由失业率所代表的含

义，即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人口的就业（失

业）状况来进行计算的。因此，国际上目前通常使用调

查失业率来计算失业率。我国自1994年开始使用“失

业”“失业率”的概念，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会定期发布

城镇登记失业率，而在2018年4月之后，我国国家统计

局开始按月定期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在此之前，并不

公开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

单就失业率的计算方法看，是比较简单的。但何

为就业人口，何为失业人口，不同的人则可能有不同的

理解。为保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率可以用来比

较，则必须对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定义作出统一的

规定。国际劳工组织为规范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统

计，保证各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可以相互比较，制定了标

准的就业、失业指标定义。

我国劳动力调查同样采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

业、失业的统计标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6岁及以

上才可以合法工作，所以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

内（通常为一周），16周岁及以上，为了取得劳动报酬

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口，包括休假、临

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员。失业人口是指16周

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在三个月内积极寻找工作，如果

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由于采用

了国际标准的就业和失业定义，保证了我国调查失业

率数据与其他国家数据的可比性，在我国经济日益融

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我国

劳动力调查以16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为统计对象，且

不论其是否进行了失业登记，均按国际标准进行就业

失业状态的认定，使得我国调查失业率数据可以更全

面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态。

接下来，我们分别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

查失业率指标的变化和一些学者的计算方法分别进行

对比分析。

（二）使用不同来源的城镇失业率指标对我国就业

情况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

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的变化

按照吴要武和陈梦玫的考察，认为国家统计局在

2017年以前并未公开城镇调查失业率，但是可以从一

些领导讲话以及各种文章中得到这样的数据信息，即

2013年以来（是本轮中国经济下行阶段），城镇调查失

业率稳定在5%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发出

就业形势良好的信息，指出中国保持了比较充分的就

业。［2］因此可以认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信息，经

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是相互背离的。

2.一些学者估算出的我国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

蔡昉和王美艳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得出的城镇登记失业

率，由于指标包含的年龄范围较窄（仅包括16岁到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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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男性和16岁到45岁之间的女性），且没有把享受

下岗生活补贴人员中的失业者，以及处于失业状况但并

未进行登记的人员包括在内，这样大大低估了中国城镇

的真实失业水平。而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

查数据估计得出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虽然是按照国际上

通行的就业定义，可以计算得到比较准确的调查失业率，

但是该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全部公布，因此，也不能获得实

际失业率数字。［3］于是，他们就尝试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关

于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中提供的信息估计调

查失业率，即用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减去城镇就业人口（这

样可得出失业人口数）。具体的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系

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乡加总数，减去农村就业人口数

得出①。按照这一方法，他们估算出来1995—2002年中国

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水平。进一步，张车伟和蔡翼飞

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估算出来1990—2009年的中国

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水平［4］，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 1 1990—2009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主要结果

注：资料来源于张车伟、蔡翼飞：《中国劳动供求态势变化、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12年第4期。

观察表1可以发现，1990—2009年我国城镇失业

人口规模在不断提高，由 1990 年的 574 万人提高到

2009年的1817万人。观察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在

1990—2009年考察期间的变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在

这20年中，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呈稳定、小幅变化相比，

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的变化幅度明显，尤其是1997

年之后更是如此。而且，观察1997年之后的变化情

况，可明显发现几个突变点与我国经济增长受到的几

个国内国际冲击显著相关。1997年的城镇“真实”调

查失业率突然由之前的稳定变化跃升了0.57个百分

① 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家庭承包制保证了每个人拥有一块责任田，农村劳动力要么在非农产业就业，要么可以被视为农业就业，失业率

很低。所以，在不能获得农村真实失业率的情况下，假设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为零，因而把农村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视为相等，不

会产生很大误差。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城镇劳动年龄
人口（万人）

25 143.8

26 176.9

26 823.3

27 526.2

28 440.3

29 167.0

31 137.0

33 159.4

35 023.9

36 967.8

38 873.3

40 806.7

42 716.2

44 878.7

46 960.1

48 529.7

50 879.9

53 161.7

55 088.0

57 129.8

城镇就业人员
（万人）

17 041

17 465

17 861

18 262

18 653

19 040

19 922

20 781

21 616

22 412

23 151

24 123

25 159

26 230

27 293

28 389

29 630

30 953

32 103

33 322

城镇失业人员
（万人）

574

600

630

660

680

790

815

980

1 450

1 397

1 907

1 407

1 620

1 643

1 623

2 052

1 844

1 655

1 763

1 817

城镇劳动参与
率（%）

70.06

69.01

68.94

68.74

67.98

67.99

66.60

65.63

65.86

64.40

64.46

62.56

62.69

62.11

61.58

62.73

61.86

61.34

61.48

61.51

城镇就业率
（%）

67.77

66.72

66.59

66.34

65.59

65.28

63.98

62.67

61.72

60.63

59.56

59.12

58.90

58.45

58.12

58.50

58.24

58.22

58.28

58.33

城镇调查失业
率（%）

3.26

3.32

3.41

3.49

3.52

3.98

3.93

4.50

6.29

5.87

7.61

5.51

6.05

5.89

5.61

6.74

5.86

5.08

5.2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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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达到了4.50%的水平，显然与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

机有关；2000年的失业率水平达到历史高点（7.61%），

则受到所累积的始于1998年的国企脱困、减员增效政

策所导致的下岗失业职工大量增加影响，这一影响一

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才慢慢消散。①另外，张车伟根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所计算的2000年中国城

镇失业率为8.29%［5］，这也进一步证明采用此方法估算

的城镇失业率是较为准确的，而如果采用城镇登记失

业率（2000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3.1%）来判

断失业状况则会造成很大的偏差。

更为重要的是，将城镇“真实”调查失业率的变化

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对比，则可以发现其结

果与通过观察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化能得出的增长与

就业之间是相互背离的结论截然相反。

综上，我们认同蔡昉、张车伟等学者的这一估算方

法。接下来将遵循他们的估算方法计算城镇失业率，

并重新考察增长与就业是否相背离的核心命题。

三、对我国城镇失业率水平的测算

首先，我们采用蔡昉和王美艳、张车伟和蔡翼飞的

方法对2008—2018年近两轮经济下行阶段的城镇失

业率进行估计。［3］［4］具体的：

城镇失业率=城镇失业人员/城镇经济活动人口

=（经济活动人口-乡村就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

（经济活动人口-乡村就业人员）

（其中，乡村就业人员≈乡村经济活动人口）

计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 2008—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续表 2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具体的2008—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趋势图如

下。如图4所示，我们发现城镇失业率从2008—2012年

呈现出先增后降变化，这与2008—2012年中国经济受

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后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相

符。城镇失业率2013年以后在较高的区间运行，这也

与中国从2013年后进入新一轮经济下行阶段经济增

长率下降的变化一致。尤其是2016年的失业率水平

达到这11年的最高点（6.94%），我们认为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政策所导致的失业风险骤然加大

之间有重要关联。

图 4 2008—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接下来，为了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我们还需

要对城镇失业率的计算方法的可靠性进行进一步考察。

与蔡昉和王美艳、张车伟和蔡翼飞一致，我们同样

从1990起开始估算城镇失业率，结果如表3和图5所

示。可以发现，我们的测算结果与这两篇文献所得结

果基本一致。

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1998—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为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有企业下

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1998—2005年间，全国共有1975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到2005年底，国企下岗人员存量已由最高

峰的650多万人下降到61万人，国有企业职工集中下岗对我国城镇就业造成的冲击基本消除。参见国家统计局官网：《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

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2019年8月20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77 046

77 510

78 388

78 579

78 894

32 103

33 322

34 687

35 914

37 102

43 461

42 506

41 418

40 506

39 602

4.41

4.81

6.18

5.67

5.57

年份
经济活动

人口（万人）
城镇就业

人员（万人）
乡村就业

人员（万人）
城镇失业
率（%）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79 300

79 690

80 091

80 694

80 686

80 567

38 240

39 310

40 410

41 428

42 462

43 419

38 737

37 943

37 041

36 175

35 178

34 167

5.73

5.84

6.13

6.94

6.69

6.42

年份
经济活动

人口（万人）
城镇就业

人员（万人）
乡村就业

人员（万人）
城镇失业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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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0—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图 5 1990—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进一步，我们将时间向前提至1978年，看看改革开

放40年以来城镇失业率的变化情况。通过1978—2018

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计算，以对方法的稳健性进行进

一步的验证，具体结果如表4和图6所示。重点看一下

1990年之前的情况：从几个失业率高企的时间段，或

突然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变化的时间点，例如

1978—1980年、1984年、1989年，并凭借记忆将我们拉

回到那几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间点，它们或

者凸显了知青返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冲

击，或者反映了城市改革的启动或经济增长的波动对

就业形成的直接影响，都与我们的经验判断相符。因

此，一个初步判断是，我们所采用的估算方法是科学稳

健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性，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是相背离的。

表 4 1978—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经济活动
人口（万人）

65 323

66 091

66 782

67 468

68 135

68 855

69 765

70 800

72 087

72 791

73 992

73 884

74 492

74 911

75 290

76 120

76 315

76 531

77 046

77 510

78 388

78 579

78 894

79 300

79 690

80 091

80 694

80 686

80 567

城镇就业
人员（万人）

17 041

17 465

17 861

18 262

18 653

19 040

19 922

20 781

21 616

22 412

23 151

24 123

25 159

26 230

27 293

28 389

29 630

30 953

32 103

33 322

34 687

35 914

37 102

38 240

39 310

40 410

41 428

42 462

43 419

乡村就业
人员（万人）

47 708

48 026

48 291

48 546

48 802

49 025

49 028

49 039

49 021

48 982

48 934

48 674

48 121

47 506

46 971

46 258

45 348

44 368

43 461

42 506

41 418

40 506

39 602

38 737

37 943

37 041

36 175

35 178

34 167

城镇失业
率（%）

3.26

3.32

3.41

3.49

3.52

3.98

3.93

4.50

6.29

5.87

7.61

4.31

4.60

4.29

3.62

4.93

4.32

3.76

4.41

4.81

6.18

5.67

5.57

5.73

5.84

6.13

6.94

6.69

6.42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40 682

41 592

42 903

44 165

45 674

46 707

48 433

50 112

51 546

53 060

54 630

55 707

65 323

66 091

66 782

67 468

68 135

68 855

69 765

70 800

72 087

72 791

73 992

9 514

9 999

10 525

11 053

11 428

11 746

12 229

12 808

13 292

13 783

14 267

14 390

17 041

17 465

17 861

18 262

18 653

19 040

19 922

20 781

21 616

22 412

23 151

30 638

31 025

31 836

32 672

33 867

34 690

35 968

37 065

37 990

39 000

40 067

40 939

47 708

48 026

48 291

48 546

48 802

49 025

49 028

49 039

49 021

48 982

48 934

5.28

5.38

4.90

3.83

3.21

2.26

1.89

1.83

1.95

1.97

2.03

2.56

3.26

3.32

3.41

3.49

3.52

3.98

3.93

4.50

6.29

5.87

7.61

年份
经济活动

人口（万人）
城镇就业

人员（万人）
乡村就业

人员（万人）
城镇失业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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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图 6 1978—2018年中国城镇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四、将我们得出的城镇失业率估算结果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及城镇登记失业率进

行对比

第一，将我们估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其他相似

研究比较。我们将估算结果分别与吴要武和陈梦玫、

杨紫薇和邢春冰（见表5）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发现

我们的估算结果与吴要武和陈梦玫的研究结果相比，

城镇失业率的走势和重要节点上的情形高度一

致①［2］，数据结构与杨紫薇和邢春冰的结果也高度

一致［6］。

表 5 22—55岁城市地区样本

注：资料来源于杨紫薇、邢春冰：《教育、失业与人力资本

投资》，《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第二，将本方法估算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比较，如表6和图7所

示。通过对比，我们发现1978—1999年本方法估算出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城镇登记失业率高度一致，但是

2000年以后，采用本方法估算出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

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差异明显，这可能主要是由于

指标选取问题导致的［3］［4］［7］。

表 6 1978—2018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城镇登记

失业率比较

① 吴要武和陈梦玫的计算失业率的方法如下：将《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和城乡就业者数量的差额，看作是“失业

者”，即被调查者在过去一段时间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有就业意愿并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一旦获得合适的工作机会，立即就能去工作。

在失业率的统计定义上，这个“差额”是分子，“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加上失业者是分母。更详细的方法说明和估计结果，见原文。

变量

年龄

女性

非农业户口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学专科

本科及以上

失业率

样本量

1990年

34.77

0.562

0.885

0.158

0.409

0.326

0.065

0.043

0.014

774 138

2000年

35.87

0.435

0.666

0.140

0.408

0.292

0.107

0.053

0.083

134 905

2005年

36.93

0.444

0.626

0.128

0.395

0.275

0.122

0.081

0.055

391 296

2010年

36.78

0.432

0.609

0.076

0.348

0.260

0.152

0.127

0.056

187 562

2015年

37.57

0.423

0.719

0.066

0.341

0.268

0.162

0.163

0.066

217 196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73 884

74 492

74 911

75 290

76 120

76 315

76 531

77 046

77 510

78 388

78 579

78 894

79 300

79 690

80 091

80 694

80 686

80 567

24 123

25 159

26 230

27 293

28 389

29 630

30 953

32 103

33 322

34 687

35 914

37 102

38 240

39 310

40 410

41 428

42 462

43 419

48 674

48 121

47 506

46 971

46 258

45 348

44 368

43 461

42 506

41 418

40 506

39 602

38 737

37 943

37 041

36 175

35 178

34 167

4.31

4.60

4.29

3.62

4.93

4.32

3.76

4.41

4.81

6.18

5.67

5.57

5.73

5.84

6.13

6.94

6.69

6.42

年份
经济活动

人口（万人）
城镇就业

人员（万人）
乡村就业

人员（万人）
城镇失业
率（%）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5.28

5.38

4.90

3.83

3.21

2.26

5.3

5.4

4.9

3.8

3.2

2.3

年份 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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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图 7 1978—2018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

登记失业率（%）比较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作者自己测算。

五、重新考察：增长与就业相背离了吗？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重新考察本节需要完成的

中心任务了。如图8所示，如果依据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标，则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

符合经典理论对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判断。一

方面，这是由于国际社会比较公认的衡量就业的指标

为调查失业率，而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城镇调查失业率

本身在内涵、数据采集方法以及所得结果方面就存在

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核算

方面存在一些误差，与国际社会就业核算指标之间还

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 8 1978—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登

记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进一步，如图9所示，依据我们采用的估算方法所

得到的城镇失业率，在1978—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

长与就业（失业）之间的关系同样与经典理论对经济增

长与就业之间关系的判断不符。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

持续推进，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失业

率之间的变化逐步趋同，联系愈来愈紧密，即经济增长

与就业变化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下行阶段更

是如此。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89

1.83

1.95

1.97

2.03

2.56

3.26

3.32

3.41

3.49

3.52

3.98

3.93

4.50

6.29

5.87

7.61

4.31

4.60

4.29

3.62

4.93

4.32

3.76

4.41

4.81

6.18

5.67

5.57

5.73

5.84

6.13

6.94

6.69

6.42

1.9

1.8

2

2

2

2.6

2.5

2.3

2.3

2.6

2.8

2.9

3

3.1

3.1

3.1

3.1

3.6

4

4.3

4.2

4.2

4.1

4

4.2

4.3

4.1

4.1

4.1

4.1

4.1

4.1

4

3.9

3.8

年份 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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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978—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城镇调

查失业率（%）

注：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作者自己测算。

综上，我们认为，在本轮经济下行阶段增长与就业

并没有相背离。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一

样，经济增速的下滑不可避免地带来就业的困难，失业

风险的增加，甚至就业状况的恶化。在持续至今的本

轮经济下行阶段，必须进一步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把

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深刻

理解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把稳就业作

为“六稳”之首的重要意义，防范失业风险，尤其是要防

范规模性失业风险，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部门对于失

业问题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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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Growth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Downturn Departed from Employment？
MENG Da-hu1，XU Chen-xi2，LI Biao3

（1.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School of Accountancy，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3.Business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as Chinese economy has entered a downturn phase，the growth of China economic
has shifted from high-speed to medium-high speed. 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the overall employment situation
has not deteriorated as expected，leading to the view that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phe⁃
nomenon of growth departure from employme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divergence
between growth and employment. By using relevant data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unemployment rat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downturn，we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inese downturn is inconsistent with employment.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we find that
growth and employment have not deviated in this round of economic downtur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s policy on employment priority.
KeyWords：economic downturn；growth depart form employment；unemployment rate

责任编辑：赵 哲

50



2020年5月
第36卷 第3期

May.2020
Vol.36，NO.3

治理现代化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制度创新研究
——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野

张苇锟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政府是国家为节省交易成本而产生的组织形式，其制度设计决定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经济绩

效。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耦合的制度动因可追溯到古典增长理论和产权经济理论，而供给体系质量的深化是经

济增长的古典增长理论回归的供给经济学的一种表现。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供给与之的匹配，而制度的设计者是

政府。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推进，要保证市场运行提质增效，政府应制度创新，必须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必须尊重市场创新规律和优化创新的制度环境，必须深化社会劳动在全球市场规模内的分工，必须放

松市场准入管制和合理配置全要素生产，必须加强法治制度建设和规范政府权力，从根本上降低市场运行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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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

展”，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2018年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元年，必须要坚持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要素结构的体制机制创新，

破除无效供给，培育和壮大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的接

续转换，促使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2019年，继续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牢牢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新定位政府在市

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直面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降低

市场经济运行交易成本，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指出，强化

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而繁荣的市场经济的

两个基本条件是可靠和清晰的个人权利，以及不存在

任何形式的巧取豪夺。例如，英国为保护本国的知识

产权和提高其交易效率，颁布了世界首部专利产权法。

可见，要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健增长，关键需要一个所有

权明确且有效率的合理的包容性制度，使得组织通过

内部个人经济努力带来的内化收益接近于社会必要

收益。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

9%慢慢下降至当前6.5%左右，正逐渐步入新常态，面

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现代化

的经济体系。同时，发挥市场的创新驱动作用，就必须

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发挥政府在市场调节过程中的

治理机制作用，及时进行制度供给创新，降低交易成

本，从制度上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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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政府行为：

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维系市场机制有效

率运行及对市场失灵的现象做出校正和维护的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国，作为一种市场运行

的外生性力量的组织形态——政府，超然于市场经济

的运行，又深度介入经济运行发展，以内生化主体的姿

态推动市场经济有效运作，本质上具有“经济主体性”。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国

家通过以政府这一社会组织形态为主导的“无形之手”

被释放的巨大作用。政府是国家为了维持市场有效运

行和保持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主要通过制度性工具调

整市场要素配置，为市场产权交易划定边界，促进市场

机制下“交换与贸易”的自由并有效率地运转，同时明

晰、设计、供给和实施旨在改善市场社会福利和保证市

场产权有效率地交易的制度性规则。在某种意义上，

政府必须为这些制度性规则的推进和监管付出一定的

成本，包括代理成本、设计成本、谈判成本、施行成本和

监督成本等。这种成本被威廉姆森（Williamson）称之

为交易成本，正如他所言的“任何问题，无论是契约问

题引起，或看作是一种准契约的问题，都能通过交易成

本的概念来进行检验”。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提出。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交易成本即利用

市场价格机制的费用，包括市场相对价格、谈判、签订

合约等的成本。狭义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换的成本；而

广义的交易费用，可以称作是经济体系或制度运行的

成本，核心是高昂的信息代价。从事交易，之所以是有

费用的，不仅由于信息搜寻是具有成本的，而且交换双

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此外，囿于最大化个人

利益或最小化个人成本的行为安排，市场行动者采取

不同的导致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非正式制度方式往往

具有不完全性。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有限理性、机会

主义和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专用性的存在，这些导致市

场运转的交易费用高昂，亟须一整套降低交易费用的

治理结构。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组织之所以建立

并运行，是因为它们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实现交易收

益。在诺斯看来，西方世界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率先崛

起，主要归功于它们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成功降低了

交易费用。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

速增长，主要源于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了

制度成本，以及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其中，制度成本

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二）政府是一种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形式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实现市场

经济体系的合理运行，应建立一种能让个人收益接近

于社会必要收益的制度安排，但事实是因产权设计缺

乏技术上的“排他性”，或设计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成

本大于其所带来的收益，所以，历史上不曾存在这样的

制度安排。这就需要建立组织（政府或企业）来明晰产

权安排，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建立何种组织

均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而成本的多寡取决于参

与经济交易并联结协议的人数。政府作为一个为保护

社会产权结构运行而攫取租金的组织，其组织设计运

行的成本低于社会自愿组织的团体成本，同时随着市

场的扩大，成本则会更节省。［1］（P1-8）但是，政府的存在，

可能由于获取最大私有化，侵犯社会产权结构，进而导

致市场经济运行疲乏。这就像寻租此类非制度化交易

虽然降低了单个交易的成本，却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

易成本。若在无政府社会中，社会损失了本可以把资

源投入生产而获得的那些产出。当这些资源被用于防

止盗窃活动上，偷窃和防窃的动机会上升，人们进行生

产的动力则会下降。有时，政府作为一个有效弥补市

场失灵进而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合意性组织，其强

制性权力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并使市场运转得

更好。［2］（P50-52）

（三）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经济绩效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迥异，主要是国家的政

治或经济体制安排的不同。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的交

易成本是有差异的，这就决定了经济绩效运行的异质。

社会制度提供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决定了对从事扩

大增长活动或再分配活动的个人的激励。值得注意的

是，正式的制度由一个社会的法律和管制组成，非正

式制度则由一个社会中的规范和习惯组成，两者均对

行为施加约束。那么，拉美为何落后于美国？不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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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宗族或智慧逊于美国，而是其制度安排不及美

国的更具合意性。这就致使其制度规则落地并不能

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得经济绩效被

“内卷化”。制度安排的基准，是产权安排。有效且清

晰的产权安排，能形成正向稳定预期激励并防止市场

运行带来的道德风险的约束，使得市场运行外部成本

内部化，大大降低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然

而，模糊且不明晰的产权安排，只会造成市场运行成

本并不能被已获取的经济效益进行抵消，进而导致市

场经济运行的租值消散。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规则

落地，只会抑制组织运行的生产性努力，诱导它们追

求分配性努力。这只会使得创造的是垄断而非竞争，

不能内化外部运行成本，致使市场交换形式无法正式

实现，也不能让资源配置转化为市场投资再生产

活动。

二、制度动因：

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驱动，即社会劳动

总收入增长速率大于人口增长速率，也就是真正的经

济增长。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分工是

经济增长的源泉，却又受制于市场规模的约束。但以

诺斯为首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创新、教育和资本积累

不能称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经济

增长。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一方面经济增长

速度下滑，另一方面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供需错配和资

本边际效率下降。这意味着我国长期实施的需求管理

难以为继，应将政策的目标聚焦在供需结构优化上，通

过供给侧改革，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同时创新制度

供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

制度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

变革。因此，从理论上探讨经济增长、生产要素的优化

配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制

度动因。

（一）古典增长理论

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受制于市场范

围的大小。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指出，自古以来，

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技能的熟练度、判断的精准度和

劳动生产率的完善度，均源于分工。［3］分工能提高劳动

生产率，源于专业化提高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减少了

工作转换的时间，促进生产实践中钻研出的可简化劳

动的技术发明。而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互通

有无的交易是人的本性。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程度，

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若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则越细。

便利的交通条件可大大减少运输费用，有助于在更广

的范围去开拓市场。因此，大多数工艺改良，都出现在

水运条件便利的地方。

斯密主张经济自由和减少对产业的管制。不可否

认，增加生产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财富的两

种途径，二者都要通过增加资本流动配置来实现。“每

个人都投资国内产业，谋利心使他们关心产业的发展，

使产品实现最大的价值，也就必然使社会的年收入极

大地增加。虽然他们都在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却被

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去达到一个并非本意的目的，

即全社会利益的增进。关于应把资本投入什么样的产

业，当事人比政治家更有判断力”。“如果通过管制试图

使某种产品独占国内市场，无异于在对私人投资指手

画脚，这是徒劳甚至有害的”。“管制的直接后果，是社

会收入的减少。资本来源于收入的节省，因此管制延

缓了社会资本增加的速度。只有让劳动和资本自由地

寻找用途，社会资本才能迅速增加”。国家之间的自由

贸易，不会让任何一个国家变穷，而是让所有国家变得

富裕。

供给经济学的奠基者萨伊主张，供给创造自己的

需求，货币只是交易的手段，资本的增加源于储蓄。经

济销路低迷，并非归因于货币，而是产品跟不上需求的

结果。在产品换钱或钱换产品，只是以货币为中介的

瞬间作用，实质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易。一种产品从生

产到销售，其价值就沿着市场上与之相同价值产品进

行匹配。若一种产品生产过多，或与之相等价值的产

品生产过小，产品供给大于社会需求，抑或社会需求跟

不上原产品供给，此时人们买的东西减少，是因为他们

所赚的利润减少。若不对该产品生产进行干预，产品

生产基于路径依赖，只会超额过剩，价格低于原来的生

产价值，这就会造成经济疲软。［4］只有通过储蓄的方

法，把超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产品数量再投入生产，

才能扩大生产资本的总量。

萨伊认为，国家的繁荣源于政府采取措施干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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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并保证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专横野蛮的蹂躏，合理配

置调节社会生产，确保土地、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

入生产用途中能发挥最大的生产力。有些社会经济活

动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商业领域非政府本身经营不

可，自身只能是个垄断竞争者。政府在生产方面的努

力会妨碍与它竞争的企业，但仍然可以通过尤其是公

路、运河、港口等基础设施的修缮和建设，强有力地提

升私人生产力。“交通对厂商产品生产的作用，并不像

机器缩短产品生产的生产流程和劳动时间旨在增加产

品供给那样，仅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用来节省产品供

给的费用，如物流运输所完成的节省，实际相当于那些

产品从自然无代价地获得价值的全部”。同时，政府可

以通过创办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的方式扩大知识的传

播、促进真理的发现。

古典式增长强调自由贸易、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

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增长如亚当·斯密所言更多

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大化个体利己之心加总

以达到社会福利的进步，财富增长则是源于如威廉·配

第所言的劳动和土地等供给要素的支撑与李嘉图强调

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萨伊还强调了改善生产对财

富增长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制度因素，但对制度因素的

强调还不够系统。

（二）产权经济理论

产权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

因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国家可通过界定

产权来决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刺激社会劳动扩大

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或财富增加繁荣。若不存在对

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和决定，国家就没必

要存在；产权不能可分或可转让交换，市场交易也不复

存在。产权安排落地决定了国家的存在本质，正是产

权的可分，才更有利于分工经济的引入，实现市场经济

适度规模增长。倘若在市场经济系统里不存在与之相

匹配的分散性的权利或责任，市场的竞争性行为也不

会存在。产权安排的界定，使得市场生产经营个体在

决策时的资源使用权利发生替代性制度安排变迁，让

市场经济运营绩效更具多元化。

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著作中指出，若不

存在交易费用，权利的初始界定与资源配置结果是无

关的。一旦市场交易成本嵌入，权利的初始界定对资

源配置的运行效率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一种与社会变

迁相适应且符合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意志精神的

权利界定，比其他不相匹配的权利安排产生更多的租

值产出，倘若不是符合正式制度安排所允许，而是通过

其他权利的转移或合并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往往具有

较高的交易成本。此时，社会总产出被“内卷化”以致

市场运行租值消散。［5］（P78）阿尔钦认为，合理配置稀缺

资源，就意味着各种用途之间存在冲突，必须得通过竞

争来解决。而产权是经济世界里基本的游戏规则，决

定着竞争胜负的结果。产权安排的界定不同，市场经

济运营效率也就不同。张五常认为，在不同的产权规

则下，人们有不同的行为，收入分配的方式就会改变，

此时一国的财富总量也会改变。产权权利调整或确

立，一般具备所有者界定、排他性和可转让性三个标

准，其安排旨在设计有助于市场运行外部成本内部化

的规则落地，保障经济体系顺畅运转。

诺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都纳入制度变迁的研

究范围，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产权安排的确定，是

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与交换当事人努力以内部化外部

交易成本的经济组织博弈的产物，有利于经济增长，也

可能酿成经济倒退。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变迁，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源于有效的产权准则。产权安排一

旦被确立，组织或个体依据其所订立的契约准则来采

取不同的替代性制度安排，进而配置资源以追求资源

价值利用的最大化。如果我们把科斯定理扩展到国家

这种组织形式上，就会发现，国家源于交易成本的约

束，就不能一直有效采取合理的产权规则来促进经济

稳健增长。倘若一国的政治或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为

零，该国的经济增长则与其他组织运行类型无关。如

果此交易成本为正，一国的内部权力分配博弈和规则

结构安排制定落地则是经济增长之关键。

依据产权准则和国家意志来纵观历史上出现的经

济增长或倒退，实际的制度框架往往是那些能促进这

类生产率活动提高的制度，与那些提供了进入壁垒、促

进垄断限制以及抑制信息的低成本流入的混合。产权

结构的清晰界定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让知识财产或专

利所有权得到保护。社会生产被塑造成正向的激励创

新性努力，使得个人努力获取的私有收益率等同于社

会必要劳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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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给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古典理论的回归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

使得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对萨伊定律的质疑。凯

恩斯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下滑、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

和流动偏好导致利率上升的情形下，为克服因总需求

不足引发的经济倒退，政府可采用扩张型的财政政策

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管理，刺激

市场的总需求，拉动消费的增长从而繁荣经济。他的

思想，谓之“需求侧管理”，在二战后，受到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普遍认可采纳。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需求侧管理”因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滞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价格水

平不断上涨而受到社会广泛质疑。于是，以美国经济

学家拉弗（A. Laffer）、万尼斯基（J. Wanniski）、吉尔德

（G. Gilder）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

派认为，人们欲望无穷和消费不足是因为生产环节出

现了问题，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刺激生产，采取相对紧

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缩小政府

开支，提高私人投资能力。尽管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与供给经济学并不完全相同，供给管理也并非简

单地刺激供给总量，而是改革供给结构和提升供给质

量，但目前我国的确存在企业税负过重、产品供需错

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行政干预过多和制度成本过高

等牵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掣肘，必须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

去一降一补”①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发展方式的

转变。

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一书，阐明供给学派对若

干重要经济事实的见解。供给学派强调了经济增长的

关键源于生产供给和企业家的重要作用。财富的增长

源于生产和供给的驱动，非贸易盈余所得的货币。生

产者在创造需求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其投资决策在决

定消费者购买的数量和类型方面是关键性的因素。当

然，经济停滞不是缺乏需求，是缺乏高质量的供给和有

效的生产。萨伊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即“需求源于供

给，不存在产品供给过剩市场经济活动。即使存在产

品过剩，只是劣等品过剩，谓之缺乏创造性供给努力，

无法跟上消费者需求变化。”［6］消费者的需求不是一成

不变的，但是生产者必须不断创造新产品，才能引致新

的需求。一国生产者不可能觉察事先臆断的产品需

求，而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源于产品供给质量。世界

万物是变迁的，产品供给质量也得与之变迁。［7］一个社

会财富的增长来自个人投资者而非政府，只不过企业

家是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投资产品并生产携有某种

随机实验性质，对此产品被推出市场未来能否获得回

报，只是个先验概率，并不一定能盈利，仅以自觉的热

情和敏锐的机警力“摸着石头过河”，进而在“干中学”

增加市场经济运作经验。“一个获得成功的经济，依靠

富人的增多，依靠一个庞大的敢冒风险的阶级。它们

愿意舍弃轻易可得的舒服生活，而去组织新企业，赚取

巨大利润，然后再投资”。“企业不断地改变它们的产

品，它们的销售方法、广告宣传和零售战略，以便在这

个体系中找出某种独特的、合适的地位，而它们就从这

个地位尽可能长久地得到垄断利润。如果没有政府的

援助、保护专利或用其他方法排除竞争者，这些垄断地

位就不会持久。”［8］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

取得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把企业家请了回来，

修改了相关法律，允许自由创业，保护契约，确认了生

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

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破坏了需求，一旦需求受到

政府的操纵，把“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变成“你来取，

人家就会给你”，就混淆了因和果的关系。补贴的政策

诱导的供给，仅仅是背离了需求，在产品生产供给过程

中，如果没有市场容量，仅是伪装，即使“外表”光鲜艳

丽的消费业态，也不会刺激经济。尽管非生产的政府

支出能刺激需求，实质也只是在减少需求。虽然在统

计报表上存在“购买力”数字的变动，但也只是人为增

加刺激，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当政府举办福利事

业，发放失业救济金、大量提供公共服务职业，这时会

妨碍生产性工作；当政府对获利的企业征税旨在支付

那些开支，需求就会下降。供给学派的另一位学者费

尔德斯坦对政府的作用存有质疑，政府在做决策时，往

往缺乏高瞻远瞩，相较于居民和企业家（依据资本资产

的长期经验），目光短浅，其作用的扩大，无意是在阻碍

①“三去一降一补”指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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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系统的运作，仅能获得反向的效果，不能提升

市场经济绩效。

高税收是经济发展的制动器，同时也制造了通货

膨胀。“拉弗曲线”指出：稳健的财政收入取决于政府在

存有两种预期收益税率措施时应保持适当的税率。万

尼斯基对此作了解释：如果政府颁布100%的税率，人

们从事社会劳动生产的成果就会被政府所攫取，缺乏

货币刺激驱动去从事社会生产活动了，货币交换生产

工作也就停止了，政府的收益也就变为零。罗伯茨认

为提高税率会减少供给的数量和提高它的价格。吉尔

德赞同罗伯茨的观点：高税率是对生产的制动器，而税

收制动器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它减少了商品的供应，

却没有同时限制货币的供应，结果是过多的货币追逐

过少的商品。迈克尔·伊文斯强调，从历史上看，每当

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缩

小时，通货膨胀就会趋于加快。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

方法是用增税来降低生产，然而更好的方法是用减税

来提高生产能力。每当扩大工厂和设备的费用超过国

民生产总值时，减税将会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因

此，政府应当削减对投资和资本收益的课税，同时比削

减所得税还要削减得多一些，以刺激投资。

其实，供给学派继承的是斯密的自由竞争思想，政

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自由竞争以创造与市

场需求匹配的产品供给。但是，在凯恩斯为应对经济

危机提出政府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进而弥补市

场失灵的困境时，此思想就变得模糊不清。实际上，供

给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争论正如尹伯成所言的并不单

单是“供给”与“需求”谁创造了谁的辩论，更多的是市

场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博弈。

三、制度创新：

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被视为与企业一样是以

收益为目标的组织。它们都被描述为一种为了使主体

福利最大化而设立了一系列规则的政治系统或社会系

统，被寄托于能设计一套约束社会行为规范和保证规

则顺畅运作且能降低交易成本的道德规则机制。科斯

指出，政府实质是特大企业，通过行政干预而无须进行

市场运作就能决定各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不像企业

还需与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进行市场契约联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从提高

供给体系质量为着力点，以供给侧改革为发力点，创新

引领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新思路，昭示着今后我国的

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外生或内生的技术进步创新变革与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9］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技术进

步、生产力发展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发展分工的关键要

素是分工主体、市场范围和制度。因此，探究经济增长

的实质，就是要从分工经济出发，经济增长源于分工，

分工关键在于包含人力资本、教育、经验、创业创新和

企业家精神等人的基因，以及包含以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为主的外生交易成本与以制度建设为主的内生

交易成本。诺思和托马斯曾将技术进步创新、规模报

酬经济、资本积累配置和知识经验水平等要素归并为

经济增长，但这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因，而是制度供给的

果。经济增长源于制度供给是否与当前市场状况相适

应，制度的制订主体重点在于政府，［10］而交易成本的

节省取决于以政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制度创新。因

此，政府的制度创新应致力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

得制度运转起来的产权归属清晰、政府的权责明确、知

识的保护严格和经济的顺畅有效，如保护产权、扩大市

场规模、鼓励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鼓励创新，加强制

度建设与法治建设，规范政府权力等。

（一）加强对私有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任务是保护国家的安全、

建立公正严明的司法机构和供给公共工程、教育服务

等公共物品。加大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力度，循序渐进

地诱导个体或厂商参与知识转移与共享等创新活动。

要没有社会联合力量对个体或组织的财产所有权或专

利产权的保护，资本的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仅是政府

保护之下的价值体现。［11］产权不仅需要明确地界定所

有者，而且需要保证所有者的权利不受侵犯。产权的

保护，主要有“自我保护”和“国家保护”两种形式，能激

励个体或组织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再生产。很多场合，

让所有者自己保护自身权利非常困难，而且成本高昂。

政府通过国家机器来保护产权，不仅更为有力，而且可

以降低保护的成本。因为政府保护产权具有规模经济

效果，所以政府能保障所有权不被社会其他组织侵占。

社会收益因其成本低于社会自愿组织的成本而随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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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的扩大越发显著增加，更能刺激社会经济经营

组织以租值回报（即税收）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规制约

束，来保障自己权益不被其他组织抢夺。［12］相反，如果

产权得不到国家保护，人们为了降低保护的成本，宁

愿选择收益更低的经济活动或者试图通过不劳而获

的方式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当每个人都试图建立

自己的保护系统，结果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高不可攀。

最后破坏了社会的生产性活动，降低了生产的积极

性。近年来我国对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实行的登记确

权发证，统一纳入不动产登记体现了对产权的进一步

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发明创造的外部性内部化，为

创新提供了经常性激励，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

要因素。产品制造工艺的技术改进往往是不经意情况

下反复试验的结晶，若此改进的收益被其他产品生产

者攫取的成本高于其所能获得的收益，其他产品生产

者便会停止侵占他们权利的行为，仅当将此技术改进

的秘密予以专利产权垄断保护起来，即使其他生产组

织者意欲侵用，潜在的私有利润也在增加，创新也就慢

慢出现。［13］在自由市场竞争中，技术革新者的收益会

因他人的模仿而缺乏产权制度的保护，造成租值消散，

产品市场上出现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产

权安排的缺乏或模糊错位，技术创新带来的正外部性

并不能激发创新主体的边际创新水平的提高，仅会低

于社会最优水平，此时就需要专利或知识产权予以解

决这一掣肘和保护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合法权益和

营造创新法治环境。

（二）尊重创新规律，优化创新的制度环境

智慧市场，与资本及劳动市场一样，也是生产要素

市场，知识、经验在里面能得到开拓、积累、分享和应

用。新企业成立的速度、新产品开发的速度和新行业

创立的速度，都依赖一个智慧市场的运作。知识增长

包括协调不同个人努力的新模式以及利用资源的新组

合，还包括适应新条件对工具和制度的修正，都源于无

法预见和无法设计的过程，只有营造适合知识进步和

技术创新的自由的制度环境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创

新。近两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改进加强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

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都体

现了尊重创新规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精神。“创造

性思想需要一种有信仰的行动。信仰者必须相信自己

的直觉，相信自己思想的自发创造，并努力探索使之达

到实验和认识的地步”。萨伊指出各门学科之间存在

普遍的相互联系，纯理论的科学必须先行一步，才能引

导实用科学的发现，我们不能断定一种完全是好奇心

的对象的事物，里面究竟潜伏着什么有用的性能。不

能一味注重“干”而忽略了“学”，当忘却了“学”，“学”转

换不了“干”，此时智慧的力量只能是空穴来风。

利润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没有发展

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也就没有发展。利润往往依附

于新事物的创造和未来新产品价值的转换与实现。经

济之所以能向前发展，向前进步，源于敢于冒险、敢于

尝试其他“理性”人不敢试验的新领域，伴随着新智慧

的企业家精神灌输在社会产品生产供给创造过程中。

在企业家所开发的项目中，只有较少一部分获得成功。

但谁也无法事前预知，发掘成功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

给予企业家们挑战传统科学，探求梦想的自由。“物质

进步基本上是无法预知的（预见到一项创新，实质上也

等于实现了创新），在那些事物总是不太好控制的新领

域里，常常出现最重要的进展”。

（三）扩大全球市场规模，促进社会劳动分工

根据斯密定理，社会劳动分工深度受到市场规模

的约束。如果市场太小，分工就不会细化。而交通条

件的便利有助于在更广的范围开拓市场，所以早期的

工艺和产业的进步都发生在水运条件便利的地方。

新经济史学派也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归因于建立了

有效的产权制度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范围的增

大，让经济体在生产贸易流通领域突破地理空间上的

限制而作为人口有效需求市场容量的存在，刺激着劳

动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即使是单一细小的产品也可以

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1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由于资产阶级让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都延伸开

拓到世界市场，相关的商业、港口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相

继发展起来，反向刺激了他国的生产和消费。正是由

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产品市场链条的劳动分工才能做

得越专、越精和越细。同时，需求取决于人口规模和劳

动分工。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比乡村有更加专业化的商

品生产和服务业，正是由于其能更好刺激劳动分工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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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拓展产品的交易范围来促进产品多样化，给市场创

造与消费者效用相匹配的有效需求。在一些工业化进

程加快的地区，人口的密度本来就高，但仍存在当地用

工短缺等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而工业化滞后的经

济体伴有过剩的劳动力，却没有新的产业和新的市场

消化这些过剩的劳动力。诚然，高人口密度可以成为

分工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分工深化的前提是执行良好

的法律、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稳定的地区形势。基

础设施落后、市场分割、政府机会主义严重和政局动荡

等问题会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劳动分工的深化会因

此受到抑制。尽管拥有过大的人口规模，分工也难以

深化。因此，必须打破地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

场积极推动经济、贸易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近

几年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的

建设、北部湾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二孩政策的全

面放开，有效地扩大了市场规模和促进劳动分工深化

发展，节省交易成本。有效人口规模力是市场容量增

大的前提，主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入的

增加。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可支配

收入，扩大市场规模，又反向进一步促进劳动分工的深

化。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保障就业创业措

施的深入，大大扩大了因居民有效购买力提升带来的

市场容量，助力于劳动分工的深化。

（四）放松准入管制，提高全要素配置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主

要驱动力，但是私营企业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天花板。

进入决定了一个经济的竞争性，而进入壁垒的设置以

牺牲新进入企业的利益保护在位企业。“不良的管制不

仅增加了商业运行的成本，而且增加了投资回报和个

人交易的不确定性”。［15］（P124）在进入和管制中缺乏的透

明度增加了官僚的自行决定权，诱使官员采取机会主

义行为，使企业的注意力从经济性的生产活动转向寻

求租金，使整个社会交易成本高昂，这也是官员腐败的

主要根源。我国政府2017年着力推进的农村宅基地

确权改革和自贸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都体现了鼓

励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的思路。

人类是社会生产力的创造核心，是最重要的生产

要素。有前景的创新，要有知识转移共享和研发积累

外溢，也要有人力资本的投资、知识水平的驱动和企业

家精神的支撑。若社会劳动者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不能

找到市场商机、自行创业和参与竞争，即使其拥有很好

的知识资本财富，但也无法将此变成先进的生产资料

来完全发挥内生潜力。劳动市场在全国市场范围内的

蔓延扩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劳动分

工和增进了社会福利。但是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上，户

籍制度、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和住房等体制障碍仍然阻

碍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只有深化体制机制结构性改

革，逐步冲破市场的制度桎梏，才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

原生动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开篇就举了诺

加利斯城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小城的两部分分属美国与

墨西哥，人们拥有相同的祖先、文化和地理环境，收入

水平却相差3倍。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他们拥有不同的

制度。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隶属美国，履行的是美

国的经济制度规则条约，在其管辖市场范围内自由就

业和自由竞争，其居民能得到很好由政府、学校或企业

给予的教育，知识技能的提高又给他们带来相比于索

诺拉州的诺加利斯的居民的较高工资。索诺拉州的诺

加利斯居民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制度下，这两种制度

给人们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激励约束，也给企业组织或

个体带来了异质的分工生产驱动，造就了国境线两侧

经济发展阶段繁荣迥异的根源。［16］（P2）近年来我国城市

陆续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入学服务及积分入户政策都体现了鼓励劳动力自由流

动，尊重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的要求。

（五）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规范政府权力

制度安排的存在旨在内化人们从事社会劳动活动

相互作用时的不确定性所引致外部成本的高昂。诺斯

以英国海洋运输的例子表明，在海盗猖獗的时代，海盗

的存在提高了贸易的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英

国多年的时间里都采用行贿的办法来防止北非海盗在

地中海的劫掠，并且行贿是有效的，是因为地中海贸易

的收入增加使国家境况的改善总体上超过贿赂的费

用，且这种保护规则落地的成本要低于海上保护机构

所收取的租值。当把同样的例子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企

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时，为了通过政府的审批，通过

行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虽然降低了单个企业的交易

费用，却提高了全社会的交易费用。因为政府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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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设置进入壁垒和过滥的行政审批等行为都提高

了交易的成本，影响了经济绩效的提高。随着全球市

场规模的分工深化，地区间跨境贸易将面临较为高昂

的交易成本约束。17世纪英国国家制度从强制性制

度安排到诱导性制度安排的演化，减少了因国家机会

主义和人民寻租酿成的过高交易成本，大大提升了制

度安排的交易效率，进而使得英国成功实现工业化。

例如，1997年世界银行出台的《世界发展报告》明确提

到，经济发展的最大桎梏是无法减少由于政府有限理

性、机会主义带来过高的内生交易成本。来自政府随

意践踏征用私有产权、过高税率、恶意通货膨胀、垄断

性使用资源、滥用审批权、许可证操纵、行政干预司法

等，都会造成交易成本居高不下。［17］因此，遏制腐败、

规范政府权力是经济长期健康持续增长的动因，但这

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安排设计支撑。近年来我国大

力推进依法治国、审判权独立、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税

负、减少审批事项、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一系列改

革都体现了规范政府权力，促进公平竞争的理念，有利

于降低内生性交易成本。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真是体现产品的价值属性，

不仅要有“量”还要有“质”，从原先追求产品数量“锦标

赛”式的竞争状态向现在及今后的“细工慢活”数量与

质量并举的稳中求进本真之追求，体现的是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9］内核是要转变过去需求侧管理和投

资驱动理念，动力是要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换走了

“旧鸟”，引来了“新鸟”，凤凰涅槃，展现的是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逻辑供给经济学，根是政府制度供给本真理

性与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有效契合。未来中国经济要

成功转型升级，必须浴火重生，要充分明晰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政府在市场竞

争中应做“裁判员”而非“运动员”，资源的有效配置取

决于市场，这又需要政府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所以，

政府要积极稳妥推进制度供给创新，推进产权安排，鼓

励创新，减少垄断，依法行政，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保

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从多

方面降低内生性交易成本和外生性交易成本，形成有

利于创新试验和分工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保障高质

量发展的“组合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伟战略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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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Institution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view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ZHANG Wei-kun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Government is an organizational form produced by the state to save transaction costs，and its system
design determines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economic operation，which then determines the economic perfor⁃
mance. The institutional motivation for the coupl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lassical growth theory and property economic theory，while its institutional design deepening
the quality of supply system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classic regression for supply economics on economic
growth theory. The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the matching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with it，and the de⁃
signer of the system is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 innov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nsure market operation improve
quality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respect the
law of market innovation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of innovation system，deepen the division of social labor
in the global market scale，improve the allocation and use of all factors，and regulate government power to pro⁃
mote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aiming at sav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KeyWords：transaction cost；high-quality development；government behavior；institution innovation

责任编辑：刘 博

60



2020年5月
第36卷 第3期

May.2020
Vol.36，NO.3

治理现代化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新时代背景下
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路径研究

—— 以云南省为例

黄威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河北 石家庄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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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行动遵循。我国地方政府应从强化资源整合、设立协作平台、优化第三方合作等方面进行路径探索，推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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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三五年，各

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智能化是实现社会治理

现代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创新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

界融合的智能化治理模式，助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

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新时代，群众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政府的治理方式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加速向智慧化升级迭代。智

慧政务建设既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

有之义，又是撬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杠杆。地方政府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

智慧政务建设路径，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新时

代应有的新作为。

一、我国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现状

智慧政务是指有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

端计算、资源管理共享等方式，打造高效率、广便民的

新型政府，提升其在服务、监督管理、决断等方面的智

能水准。智慧政务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业务协同水平等，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实践。我国智慧政务建设的

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电子

政务发展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已经初

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包括实施政府数据开放计划、线上

线下协同发展等，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公共

服务效率与品质、提升公众满意度。

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发展急剧加速，随着社会公众

对于政务信息化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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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发展进度也显著提升。国家智慧

政务的发展势头十分良好。据工信部的调查记录，我

国智慧城市试点已经有300多个，其中包括100%的省

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以上城市以及47%的县级以

上城市。2016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

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计划，2017

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普遍

建成网上政务服务平台。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

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技术和服务体系，实现政务服务的标准

化、精准化、便捷化、平台化、协同化，政务服务流程显

著优化，服务形式更加多元，服务渠道更为畅通，群众

办事满意度显著提升。［2］在互联网大数据的保驾护航

下，智慧政务势必在全面数据整合、线上线下融合、全

面阳光服务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的完善。

以上海市为例，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编定的《全面

推进“一网通办”加快建设智慧政府工作方案》2018年

颁布。其中针对当前的政务服务中所存在的种种问

题提出了25项重要工作要求，涉及智慧城市建设的各

个领域以及“一网通办”设立的各个环节。方案的最终

要求是在2018年建成上海政务“一网通办”总门户。［3］

为达到这个要求，上海全面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

务服务体系，使得服务流程更加精简、数据资源更加

透明、业务手段更加多样化，广大人民群众及企业法

人需要办理的所有政务服务事项，无论线上线下，均

可以做到一网受理、一网通办、全市通办，一定程度上

实现人工办事到数据共享的本质改革。上海市应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提升市政府管理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到2020年，形成整体协

同、高效运行、精准服务、科学管理的智慧政府基本

框架。

就我国目前各地智慧政务实际建设情况而言，智

慧政务虽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但仍然处于

起步阶段，实际推进和运行情况较落在字面上的规划

尚存在较大差距。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智慧政务需要高点定位的战略规划，需要

抓铁有痕的务实推进，需要久久为功的主动作为。相

较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较于中央对于治

理现代化的要求，地方政府的智慧政务建设仍然存在

多方面的问题。

二、我国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

存在的共性问题

智慧政务建设作为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新事

物、新任务、新挑战，并没有成形的经验可以照搬学习，

也没有一致公认的建设要求和建设标准；智慧政务天

然的阳光透明属性与权力运行惯性之间的矛盾，使之

带有政府自我革命的属性，实际推进过程中存在着现

实的张力，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缺位，智慧服务功能难

免名至、形至、实不至；政府本身不具备直接的科技力

量和运维能力，对于智慧政务合作第三方有较大的依

赖性，合作方选择的良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建设成

果的参差。地方政府想要真正实现智慧政务建设任重

道远。

（一）缺乏统一建设标准，数据资源整合不足

智慧政务资源主要包括基础平台资源、政务信息

资源、重要业务资源和安全保障资源四个方面，信息

资源整合是推动政府在线上进行社会管理和执行公

共服务职能的保障［4］。当前，我国各地政府职能部门

之间智慧政务基础资源存在部门管理分散、建设投资

重叠、数据采集滞后、数据利用率低等问题，这种情况

就造成了各职能部门“业务分割”和“信息孤岛”等现

象。虽然各地政府创办了相关业务办理的网站，但在

缺乏统一规划和规范标准的情况下，难免目标模糊，

标准混乱，政务信息资源数量不足且共享性差。对于

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分配没有进行统一的统筹，而且

网络共享和动态数据库缺失，造成了资源总量的缺乏

和有效资源的闲置，限制了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阻

碍了我国智慧政务的建设。可以说，大量政务信息资

源“杂乱堆积”式地集中于政府手中，却同时分散在各

层级、各部门，数据与数据“语言不通”“对话困难”，

“沉睡”在无人问津的角落，近乎“历史的尘埃”，无益

于政府的系统科学决策，也妨碍了智慧化政务服务的

实现。

（二）实用服务功能欠缺，关键事项上线乏力

不可否认，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我国在智慧

政务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各个职能部门

的服务理念也同步发生了较大转变提升，继续加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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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动智慧政务建设水平，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阳

光政务实施将大有助益。同时，必须看到，除少数城

市、地区外，当前智慧政务服务总体上存在着形式大于

实质内容的现状。相关调查显示，智慧政务的网站结

构和展现方式都过于简单，可见可得和持续活跃的主

要是信息发布功能，智慧政务门户网站多处于以信息

发布为主的初级状态，能够呈现的内容大多和政府公

告栏没有本质区别，与解决群众实际办事需求的用户

交互的栏目非常缺乏，不能和用户实现线上沟通交流，

能够实际在线直接办理或者与线下有机衔接办理的具

体事项少之又少。用户反馈投诉渠道也不明显，反馈

投诉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平台的生命力。以

上问题，究其本质，只是政府服务意识问题在智慧政务

平台服务实践过程的集中反映。智慧政务平台的政务

服务实用功能的多少、实用性的大小，是关乎群众满意

不满意的大问题，是决定智慧政务建设成败评价的根

本性问题。智慧政务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可以在智慧政

务平台线上直接解决或者线上线下融合从而更高效解

决的线上政务服务事项的多少，而线上政务服务事项

是简政放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政府自我革命，需

要政府决策层自上而下地强力推动，需要行之有效的

常态化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更依赖广泛参与的公众监

督评价体系。政务事项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政务服务

线上工作的长期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可以先易后

难，逐步由少到多，成熟一批，上线一批，必须想办法让

各层级、各部门统一步调，坚持行动不止步，劲头不

滑坡。

（三）建设合作选择多样，支撑能力极不平衡

智慧政务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与许

多行业和部门密切相关。不仅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积

极配合和协调，还需要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

组织领导、平台建设、资金支持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础

上，对于技术支持、平台承建、系统运维合作方的选择，

关乎智慧政务建设实绩。

当前各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合作方选择，有的

与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其

旗下从事相关业务的科技服务公司；有的辖内不同层

级、不同部门采用不同的合作方，依托于大大小小各种

独立运营的科技公司；有的引入包括三大移动运营商、

中电科技等在内的央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各层级、

各部门与其接洽中各自提出专项需求，依托其支持分

别建设各自层级、部门的政务平台；也有的选择与商业

银行合作，与其金融科技相关战略结合，依托其金融科

技力量，支持智慧政务建设。

当前各地方政府合作方选择多样，在综合治理能

力发展水平和对智慧政务重视水平总体不平衡的基础

上，加剧了地方政府间智慧政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地方政府应当以政治可靠、数据安全、技术稳定、服务

到位、态度积极、实力充分为标准，慎选优选智慧政务

建设合作方，加速推进智慧政务建设，丰富政府服务内

涵，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升政府服务品质，促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智慧政务的建设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但目前在推进智慧政务建设的过程中也存

在“信息孤岛”林立、实际服务能力不足、合作方选择

多样及其建设实绩参差不齐的问题。对地方政府来

说，解决这些难题，选择匹配度好、效能高的合作方，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云南省智慧政务起步不

可谓早，但近两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提升。当地政府

敏锐地把握中国建设银行战略转型的契机，与建设银

行携手，依托其政治担当、安全体系、金融科技、服务

理念、泛在渠道与线上线下融合能力，系统性升级改

造其智慧政务建设进程，再造智慧政务平台，成功创

建、有效推广和实际运行“一部手机办事通”APP，做

实了智慧政务服务，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和公众服务

体验，大幅度改善了当地营商环境，激发了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在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部手

机办事通”APP亦有实际作为。因此，对于多数地方

政府而言，云南省智慧政务建设经验，具有较大的借

鉴意义。

三、云南省智慧政务建设经验借鉴

2018年，云南省根据国家关于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为提高民众对于政府治理的满

意度，紧密结合云南省智慧政务建设的现实情况，公布

了《云南省加快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的工作目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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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1）2020年底前，全面整合各类办事服务平台，完

善全省“一部手机办事通”和“互联网+监管+督查”、中

介服务网上交易、营商环境在线支付、用户体验监测等

系统功能，提升用户体验。（2）2022年底前，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系统功能更加完善，政务服务事项办

理做到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同，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或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

纳入平台运行和管理，政务服务更加便利高效，全面实

现“一网通办”。［5］

云南省在推动智慧政务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与中

国建设银行展开深度战略合作，采取各层级、各部门领

导层和相关骨干与建设银行成立项目联合攻坚营的有

力措施，集中封闭办公，集中作业快速打通政府部门间

的信息孤岛，集中攻关快速梳理确定智慧政务平台上

线事项，整合建设智慧政务综合平台，在政府端实现精

准治理所需的数据决策和高效能政府所需的智慧服

务，推动自身高效运转，实现随时受理、快速审批；在企

业端实现一次登录便可完成跨部门的多个事项查询办

理，降低办事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极大地改善了营商

环境；在个人端实现对居民全生命周期全生活场景的

涉公共服务办事事项的基本覆盖。通过建行大学，对

各层级干部进行了智慧政务平台操作及智慧化服务能

力提升的相关培训，为政府培育了大量智慧政务相关

工作的行家里手，依托线上培训资源提升政府服务人

员综合服务素质，帮助政府提高服务的主动供给能力，

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云南省政府与建设银行的智慧

政务“政银合作”模式主要包括：

（一）合资成立数字科技公司

云南省政府为保持“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可持续

发展，根据省政府的建议和要求，与建设银行旗下的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信保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能投集团旗下的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合作成立了建信云能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合

资公司）。该合资公司立足于提高云南智慧政务，依

托建设银行“新一代”系统和金融科技战略指引下的

前沿金融科技支撑，构筑智慧政务能力，全民一起分

享数字化政务带来的便利。具体表现为统一数据标

准，横向链接公安、卫生健康、人社、教育、发改、工信、

财政等共计30个政府部门，贯穿“省、州、县、乡、村”

五级，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生物科技等新型

技术打造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技术应用研究，在政

府服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跨境贸易、住房租赁、绿

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运用，深度融入云南数字经济

和数字治理，为政府、企业、客户精准提供金融科技

解决方案。

（二）倾力打造“一部手机办事通”APP

中国建设银行依托其金融科技和数据安全优势提

出实施金融科技战略，进行科技赋能，助力云南省政府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创新应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技术，开发“一部手机办事通”APP，实现大量窗口

办理事项“指尖办”。民众可通过身份验证登录“一部

手机办事通”APP，办理医保、民政、税务等个人和企业

的相关业务。特别是“我要办理”“我要投资”等以用户

为中心的主题化交互方式设计，实现了良好的应用体

验，做到了“办事通，只为每一步”。自2019年1月“一

部手机办事通”APP正式上线，因其便捷性和实用性得

到群众和企业的肯定，注册用户量、上线点击量、业务

办件数持续上升。截至2019年 7月，“一部手机办事

通”APP注册用户突破200万大关，累计完成30次版本

迭代升级，上线事项达到516项，办事主题达到16个，

办理业务超过五百万件，实现16个厅局70个行政审批

事项通过手机办理。通过APP线上业务的推广，建设

新时代政府，为云南省政府提供大数据挖掘，将云南从

个人到政府的信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让云南省政务

服务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更加精准，更好地促进发展数

字经济，建设新时代大数据云南。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部手机办事通”APP作

为云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

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在2月5日

疫情防控专题升级的基础上，新增“最新疫情动态”（定

时更新当天疫情相关的最新消息）、“发热门诊和定点

医疗救治机构查询”（可以在线查询自己居住地附近的

接受新冠肺炎疑似病例诊治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解决

民众发热后不知去哪儿就诊的问题）、“新冠肺炎防护

知识科普”（由专业的医疗人员科普新冠肺炎防护的知

识并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进行辟谣，减少民众的恐

慌）、“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同行程查询”（直接输入乘坐

的车次，就可以查询该车次有没有患者同行）、“在滇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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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务”、“督查举报及线索提供服务”和云南省内各个

自治州以及各个市的疫情专栏等与疫情相关的板块，

以便让用户可以实时了解疫情动态、出行情况以及医

疗资源分布。同时，开展“云南抗疫情”扫码行动，对全

省范围内所有公共场所，实行全部人员扫码出入制度，

通过大数据记录个人在公共场所的行踪，从而对可能

的疫情进行溯源和监测。

为切实解决社区工作者负担，提高社区疫情防控

的效率和精准度，由中国建设银行打造的“建行智慧社

区管理平台”现已接入“一部手机办事通”APP疫情专

题。普通用户可通过这个APP进行个人健康信息填

报、复工申请、查询记录、查看公告等，为城乡社区管理

人员提供社区人员管理、疫情结果汇总、统计查询、复

工审核等功能，方便社区管理人员对社区人员进行管

理。为当地政府管理部门配套提供所辖社区整体情况

管理、整体疫情监控、报送信息分析等功能。

（三）建立泛在线下服务触角

2019年，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在全辖319个

网点的总计1587台智慧柜员机上统一嵌入“智慧政

务”功能模块，开通“智慧政务”功能，通过把智慧政务

服务的能力嫁接到全省的每一家建设银行网点，将其

全部升级改造为政府智慧政务的“便民服务网点”，云

南省政府在几乎零边际成本的条件下，新增319个经

过前期银行选址和经营验证过的人流密集和临近商

圈、社区、企业的群众便利位置的政务服务渠道，从而

协同手机客户端、配合政务大厅，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提供便捷、高效和多领域的智慧化窗口式服务平台。

群众可以在任意建设银行营业厅办理出入境证件预受

理、ETC缴费、个人参保证明、社保（查询）、生育服务登

记、预约办税，以及缴纳水电费、燃气费、通信费、有线

电视费等20余个事项。智慧政务模块在建设银行网

点智慧柜员机上线短短一个月内，云南省内各地群众

通过建行网点累计办理交易类政务业务4541笔，查询

类政务业务20 326笔。

为保障建行网点“智慧政务”服务功能顺利运行，

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在各营业网点均高标准配备智慧

政务服务专员，确保便民政务服务功能落到实处，在用

户获得“指尖上”的政务服务的同时，获得“最多跑一

次”的身边政务服务，真正做到线上与线下、移动与物

理在服务过程中的有效协同。此外，对于偏远乡村地

区群众，建设银行通过手机客户端为他们提供了“裕农

通”办理选项，在手机端操作便可足不出户实现线上事

项办理，同时依托“裕农通”商户、“村口银行”，提供线

下的服务支点，助力解决偏远乡村地区群众办理政务

难、效率低的问题，让“建设银行就是客户身边的‘政务

便民服务中心’”的新理念在云南省广大城乡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惠及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云南省在建设智慧政务过程中不断创

新模式，大力推动与建设银行的“政银合作”，探索自身

发展优势和特色，为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路径提供

了参考和借鉴。

四、我国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

路径优化方案

优化我国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工作，应当有的

放矢、对症下药。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借鉴云南省经

验，从强化资源整合、设立协作平台和优化第三方合作

三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路径。

（一）统一计划标准，强化资源整合

建设智慧政务，数据资源是基础，统一的数据标准

是前提，全面打通数据接口和全面整合数据是关键。

云南省采取整体设计、统一开发、集中部署、多级共用

的方式，整合当前省级统建、部门自建的各种网络政务

服务平台和办理系统，统一构建全省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形成统一的服务入口，将各类政务服务联结在一

起，联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手机客户端软件，实现

了统一标准和资源整合，提高了政务处理水平，推动了

智慧政务建设。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建立了政务数据库，该数据库

资源丰富且信息量大，必须充分使用这些平台，扩大范

围，不断更新，统一规则和业务服务，建立覆盖各级城

市政府机构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各地政府应

依据实际情况，统一制定信息技术、管理和服务标准，

打通省、市、县、乡四级乃至省、市、县、乡、村五级，及各

层级不同部门间的数据接口，通过对存量数据标准化

处理和对新增数据的规范化整合，实现全量数据资源

的可交换、可开发，打通“信息孤岛”，推动地方政府智

慧政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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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立协作平台，强化约束激励

当前地方政府智慧政务建设，除了运营网站和管

理政务信息，应当充分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改善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功能，并适当给政府提供社会

服务新技术，打造智能协作平台。主要进行三个方面

的优化：一是全面感知，即利用社交平台的特征，获取

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及舆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舆论

问题分析，找出针对问题的解决对策和建议。二是及

时反馈，即摒弃传统意义上的政务治理方式，抛弃教

条死板的治理套路，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进行治

理前的预测和防范，治理中的推测演变，其目的是消

除因治理而可能会对人们造成的不利结果，寻求社会

治理的动态稳定，这不仅需要相关人员的付出和配

合，而且需要建立健全社会舆论监管机制。三是公众

参与。社会大众在接到政府公共服务时，可以通过反

馈平台将关于服务的信息反馈给政务服务平台，如果

可以的话，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对

策，以此来提高政务平台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让“互联

网+政务服务”变为互动的、高效的、人性化的政务服务

平台。

在加强平台与公众互动性功能构建和关系管理的

同时，要由高层领导和专门执行机构强力推进政务服

务事项的上线。一是确立目标计划，建立常态化考核

制度，强化激励约束。要结合各层级、部门、实际确定

一定期限内上线事项目标和计划，动态考核通报上线

情况和计划完成率。此外，在梳理上线事项、推动数

据共享等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关键工作环节时，有

必要采取集中封闭办公等强力推进措施，集中攻关突

破。二是梳理政务上线事项，通过智能协作平台功

能，由公众对各层级、各部门智能化水平进行打分和

评价，包括对上线事项覆盖度、操作流程便利度、线下

线上融合度、事项办理效率和体验满意度等方面。三

是给予智慧政务建设合作方对各层级、各部门关于智

慧政务建设一定的考核评价话语权，保障各层级、各部

门对于智慧政务建设方所承担的相关工作的配合度和

响应度。

（三）优化第三方合作，强化借力发展

智慧政务合作方的选择，因智慧政务本身的性质，

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智慧政务基础

设施建设，涉及政府和民众核心数据，信息安全至关重

要，应特别谨慎；其次，智慧政务属于公共产品，在当前

地方政府总体承受债务压力、财政收支相对吃紧的背

景下，政府投入的建设资金有限，智慧政务合作方缺乏

直接盈利点，往往合作动力有限；最后，智慧政务最终

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应当具有多渠道、多触角、全

覆盖的可获得性，合作方不应当只作为智慧政务平台

系统中的后台提供技术保障，而最好可以在渠道布放、

前端服务支持方面有所贡献。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失为智慧政务合作方较优选

项。具体来说，就其性质而言，政治天然可靠；就其系

统重要性而言，数据绝对安全；就其作为一国金融重器

而言，技术必须稳定；就其高端服务业的行业定位和白

热化竞争的残酷现实而言，服务惯于到位；就其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密切政银合作促进业务发展

的一贯动力而言，态度肯定积极；就其机构设置和人员

构成、资金体量和盈利能力，实力相对充分。近年来，

政银合力发展智慧政务，助力政府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提升网上服务能力，以便达到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

资兴业的目标。通过多区域、跨层级、全覆盖、集约化

的服务平台建设，一方面，助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促

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提高社会效益，实现优政惠民；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无形嵌入政务系统，有形打造品牌

形象，重塑商业银行经营及盈利模式，将单点式、分散

型营销获客变成系统性、网络化平台获客，有助于寻求

新的业务增长点。通过积极的政银合作，地方政府可

以利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技术、网络和信息等优势

来为自己的日常经济管理事务进行“减负”，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地方政府发

掘本地的优势项目和优质资源，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为银行和地方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引导银行对当地重

大项目建设和广大企业经营提供更大力度的融资融智

服务，体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主动作为。在

政府行使经济调节职能的时候，银行也可以利用自身

全国系统的信息优势和经济金融领域的专业优势，加

深参与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为提升经济政策的

合理性和有效性做出贡献。在一体化平台建设和智慧

政务推进过程中，政府往往存在机构内部业务协同难、

与公众期待存在差距等问题，精准快速高效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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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提升。而商业银行的互联互通、资源规模、系统整

合与金融科技的优势恰好契合了政府优化业务流程、

发展新型政务模式的需求。

在政府智慧政务建设和政银合作的进程中，依托

金融科技，深度挖掘分析公众需求层次，加快推进放管

服改革。首先，使用大数据技术结合银行金融数据及

政务数据对民众需求进行分析，解读民众关注的政务

及金融重点，分析民众的普适化需求，形成普适化解

决方案；其次，关注地方特色化需求，将海量的数据进

行综合分析处理，对目标对象进行挖掘，形成有针对

性的特色化解决方案；最后，利用区块链技术以点带

面，形成全国性的政银合作网络，为民众提供全国互

联互通政务服务平台，不断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

需求。

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中国建设银行作为智慧

政务建设的备选合作方，具备更加独特的优势。近年

来，建设银行主动引领新金融实践。“金融科技”作为

“三大战略”之一，已成为其深化战略转型的基础和支

柱，全力开启“第二发展曲线”，推进G端连接，助力社

会治理，成为国家信贷的金融重器。以科技赋能金

融，以金融赋能社会，同时也推动自身由传统信用中

介向新的数字化、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和信息中介转

变，形成自然批量获客。推进政银合作助力社会治理

体系现代化，是建设银行新金融实践和战略转型的重

要举措。2018年开始，建设银行为云南省地方政府建

设“一部手机办事通”APP，构建 APP、PC 端、网点

STM、“裕农通”、政务大厅“五位一体”的智慧政务新

格局的成功实践，又为建设银行支持服务地方政府智

慧政务建设提供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模式路径，积累了

宝贵的成功经验。建行大学的成立和发展，对全国范

围内优秀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汇集整合，对智慧政务

领域的专业研究和实践总结，为地方政府培养智慧政

务专家和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智慧政务服务能力提供

了融智开放共享、线上线下融合的宝贵教育平台和培

训资源。地方政府与建设银行就智慧政务建设开展

新的深度合作，携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做出新的有益探索，创造更多

成功实践。

五、结 论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

展，云南省以智慧政务建设撬动全面深化改革，这不仅

是一种新的政府服务模式的主动选择，也是政府贯彻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有益实践。因此，各地政府

必须从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机制、管理方式、管理技术

等层面进行调整和改变。未来，地方政府有必要把握

以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新金融实践探

索和转型发展契机，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深化政银

合作，借力金融科技力量，助推智慧政务建设，助力政

府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升，建设新时代服务型政府，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步伐，用好金融源

头活水，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新时代发展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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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庄是我国最基本的自治单元之一，村庄的政治文化包含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农村传统文化及西方外来资

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容，后面两种构成村庄政治亚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政治亚文化在村庄治理

中的积极功能集中体现在表达机制、激发机制与协商机制上。因此，要充分发挥政治亚文化的积极功能作用，使之

成为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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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56年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教授发表了《比较

政治体系》政治学学术论文，并在文章中首次提出政治

文化的概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政治

系统（国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倾向”，并开创了政治学

研究的新路径——政治文化分析视角，掀起了政治文

化研究的热潮。后来，不同的学者也开始涉足政治文

化研究领域，随着政治文化的研究深入，政治亚文化在

政治文化研究的母体中出现雏形。虽然阿尔蒙德、鲍

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中提出“亚文化”的概念，但对政

治亚文化的最初定义应当始于卢森伯恩在《政治文化》

一书中的定义，他认为，政治亚文化就是指在一个政治

体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政治导向显然有别

于该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或至少有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政

治导向。［1］（P151）通俗来说，政治亚文化是指在一个政治

共同体政治文化中除了主导政治文化以外的居于次要

地位的政治文化。

村庄是我国农村村民居住的基本形式，是我国公

民自治的最基本单元之一。那么，什么是村庄治理呢？

笔者认为，理解村庄治理概念的定义要明确两个概念：

首先，“村庄”并非某些特定的自然村或行政村，而是泛

指“农村”；“治理”意味着既有来自政府权威力量维持，

以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要，但又不限于政府权

威，还应包括更多自治主体如个人、组织等私人领域权

威。因此，村庄治理就是公共领域权力主导下以私人

领域权威作为具体、有效运行的治理方式。在我国，村

庄治理是指在政府公共权力规范的指导与调控下，以

村民自行治理为主体，通过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权力

相互作用促进乡村发展的特定形式。

当前，我国乡村政治环境面临内部社会的转型与

外部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村庄治理模式从传统向现

代化转型，农村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冲突与融合双重交

替的过渡性阶段，集中体现为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

文化的某些内容为代表的政治亚文化与新时代主流政

治文化之间的交汇、冲突、融合，乡村政治文化发展面

临文化“阵痛”向“新生”转变的困境。特别是党的十九

大后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主导政治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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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很大的变更，与之相应的政治亚文化在适应主导

政治文化的更替过程中也同样必然面临“阵痛”向“新

生”转变的困境。村庄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文化调适压

力”增加，乡村政治文化处于“文化中轴”政治文化向

“制度中轴”政治文化过渡阶段。当前，我国把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我国农村工作的重点，国家层面的政策介

入较为重要。政策介入实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在政

策嵌入或执行过程中，文化拒斥力远远大于其他条件

拒斥，是最大的社会阻力。根据阿尔蒙德和亨廷顿的

观点，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特别是从传统走向现代

化的过程中都普遍存在政治不稳态，文化是最重要因

素。如果政治亚文化与主导政治文化不能有效磨合，

乡村文化拒斥力量便对主导政治文化及其相关的制度

与政策安排产生抵抗，别说是乡村振兴，甚至连我国的

社会稳定也会受到严重的冲击。［2］（P113）因此，协调整合

政治亚文化，积极发挥政治亚文化在村庄治理中促进主

导政治文化世俗化、合理化，增强村民政治认同的向心力

作用，为国家政策在乡村的有效介入，加快实现乡村振

兴，夯实基层政治统治的文化、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治亚文化在村庄治理中的功能

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

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还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秩序的

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

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

的。［3］（P586）事实上，乡村政治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单元或

称为小政府制度化运作方式的缩影，王绍光把乡村社

会结构看成“蜂窝”状结构的集体社会，农民的政治参

与带有很大的结构痕迹，而文化在“蜂窝”状结构中具

有黏合村民政治心理的作用。乡村政治文化的构造，

是公民文化混合性的典范，造就农民特定的政治人格，

村民的政治取向完全融入乡村政治文化之中，形成了

中国农村村民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文化对人的影响

是最长久最根本的。因此，发挥政治亚文化积极功能

在村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功能作用，使之成为推进

村庄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为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

发育与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撑。笔者认为，乡村政治

亚文化的积极功能在实现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在表达、激发及协商机制上。

（一）表达机制

政治表达是指公民或团体在特定的体制框架内，

通过政治行为、政治言论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方式表

达自己政治关切的政治行为，政治表达机制就是协调

发挥公民政治表达的一整套连接方式。政治表达是公

民政治参与最直接、最广泛的方式，文化认知是政治参

与的心理基础，机制完善是政治参与有效性发挥的保

障。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直接方

式，是草根民主在我国的实践与创新，农民参与村行政

事务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村庄治理系统的开放度和农

村治理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成效与活力。

村庄治理最本质的特征是村民自治性，村庄权力

运行过程主要是农民参与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

是一种通过直接的政治参与表达其利益关切的治理方

式，而合理的政治关切是一种“涉及到自身愿望和欲望

的表达、情感和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要求具有真诚

性”［4］（P20-21），只有真诚性的政治表达才是村庄善治的

内生动力。而表达机制的完善及功能的发挥能使村民

的政治表达更具有真诚性与实际性及合理性，正如哈

贝马斯所言“合理的表达可以得到客观的评价”。

我们常说可以用正确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解释需求

本性的人是合乎理性的，良好公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必

须是目的性与理性交往的统一，文化的价值在于使具

有不同标准的相关者围绕着共同的文化价值形成了主

体间相互承认的圈子，尽可能描述和规划出共同的兴

趣。政治亚文化的多样性也代表着不同的价值标准，

而实现公共的善则是共同的兴趣。因此，每一种政治

亚文化的存在都代表着村庄治理各主体之间的文化价

值标准，或称政治偏好。偏好差异的合理存在也是有

利于公共的善实现的，因为公共的善与偏好冲突为沟

通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乡村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通

过政治亚文化在刚性与柔性方面所反映的文化价值创

造与之相适应的沟通机制，通过表达自我合理关切促

进个体价值吻合，通过表达机制的构建与发挥培育更多

理性参与的乡村公民，在协商与表达中拓宽农民政治表

达渠道，为建立完善、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创造可能。

1.政治亚文化意味着多元的利益表达，为培育积

极参与型公民提供了可能

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与完善需要积极参与型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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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与型政治公民的培养需要特定的参与型政治文

化孕育。乡村民主政治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试验

田，扩大基层民主一直是我国政府政治改革的重点之

一，培育积极参与型政治公民成为扩大基层民主源源

不断之动力，因为“一种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

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5］（P406）当前村庄公共事务管

理过程中，村民政治参与的动力亟待提高，村民政治参

与的动力不足成为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瓶颈。一

方面，由于农村人口“空心化”导致参与主体缺位，部分

农民社区公共精神缺失和社会合作网络断裂。另一方

面，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区域性，农民历

来就缺少政治参与的基因，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

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

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

这种权利。［6］（P95-112）长期的社会结构造就了臣民型的

政治人格。因此，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培育积极参与

型公民至关重要，因为文化更能深入影响和支配人们

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倾向与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人民群众从生

活的“依附者”角色走出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告别

被政治边缘化的困境地位，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

制内的真正“政治人”：社会民众政治表达的权利障碍

已经消除，沉睡已久的公民主体意识苏醒，民主“权利

的时代已经到来”。但现实与理想之间仍然存在不可

跨越的差距，权利时代的到来也未必所有的权利都会

得到应有的尊重。农民权益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权

利受到侵害所带来的系列基层官民冲突与上访成为基

层治理的难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利益与意识形态对立而又统

一。一方面，利益为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基

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反作用于利益需求。城镇

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发展过程中涉及农民利益的领域

不断增多，村民维护自我利益意识的多元性为政治亚

文化的发展和嵌入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复杂多样的

政治亚文化为农民维护利益需求提供了可选性的思维

参考，也为解决农民利益冲突提供了良性空间。

文化是行为的先导，政治亚文化的复杂多样性代

表农民拥有更多关于权利意识与维护利益的方式的信

息，超越乡土地域所带来的思维狭隘性，超越传统乡土

“臣民”角色的消极性。通过文化信息的接触，农民提

高对自身利益的意识与关切度，通过亲身参与以维护

自身利益，不断强化自己在乡村政权运行过程中的角

色认知，激发了自我参与村庄事务的热情与主动性，增

强公民主体意识感。同时，政治亚文化本身的张力作

用能够使其在道德妥协与交换中更具有理性，强化了

对公意与权威的认同，促进自我与他人融入乡村治理

运行体系之中，强化了对基层民主政治的认同感，并积

极参与到乡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之中。

2.村庄政治亚文化求同存异性质，为拓宽政治表

达渠道提供可能

当前中国农村环境格局深受城镇化的影响，社会

多元化更为明显，各利益主体交锋、交流、交融已成为

其共存的方式，但文化自身的张力与包容性意味着价

值观的交锋既不会陷入多元的放纵，也不会陷入文化

人类学所谓的“文化适应”陷阱。相反，文化多元交锋

恰恰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多元文化的价

值主体不是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的，文化的关联性与价

值共识为冲突的缓和提供了可能。基于共识基础上求

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多元文化价值发展的方向，正如虞

崇胜教授所说的那样：“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是政治

文明建设的最高境界。”［7］（P221）笔者认为，文化价值认

知是村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决定村民政治参与的

态度与行为，即使村民某方面的文化价值认知差异是

异质的，但由于为了共同的治理目标，所以绝不是孤

立的。

政治表达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在公共领

域所涉及范围较小的某一村集体，村民政治表达主要

围绕自身利益或最大公约数之公共利益。村民政治表

达是实现基层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和重要前提，完善

的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大会能够丰富公众讨论，便于个

人成长和乡村民主进程的运转，进而保证民众对政治的

广泛参与，使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8］（P48-54）

当然，村民在公共生活中政治表达积极性的发挥

不仅需要制度的支持与保障，更需要文化包容以不断

为制度完善提供动力支撑，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具有

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法治国家机制的保障，

71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3期

它也依赖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化模式的合拍，依赖于习

惯自由的民众的政治文化。”［9］（P29）中国乡村社会主要

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历来就缺少以自由平等的契约精

神为支撑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日

趋走向多元化，村民自我认同的转变及日益“原子化”

所带来的关系断裂，加上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尚未完

善，乡村中一些突出的矛盾问题引发的越轨行为的风

险在增加，而乡村传统公共精神与现代民主文化公共

精神尚未形成有效融合。因此，如何在多元价值中寻

求价值共性，实现价值互补是激发村民积极参与乡村

民主建设的关键，因为无论是个别行动者还是集体行

动者，在社会行为中都把价值当做取向。［4］（P179）基于价

值维护立场，每个人不得已而采取如韦伯那样的“对理

由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公共精神的合理表达为“理

由解释”提供必要的渠道。

但是，乡村结构的固定性往往使公共表达缺乏灵

活的渠道，人们不得不把价值取向在必要和适要的时

候通过谋求新的表达以捍卫自己的有效理由，即使是

非制度化的（如上访）或制度化的途径。那么，政治亚

文化如何在拓宽有效的政治表达渠道上发挥其功能

呢？首先，政治亚文化意味着价值多元，村民通过各种

言论、建议、批评使之成为一种公共舆论，为形成一个

开放的民主社会提供了可能；但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

自身追求共识达成又使之在多种舆论中能够确立某一

共同目标，并为这一共同目标的实现确立可行性的方

案。其次，多种舆论关切孕育着公民对政治平等的呼

声，村庄事务某方面的不平等性刺激村民渴望以某种

方式反对不平等的理由，为拓宽政治表达渠道提供了

可能。最后，价值是行为的先导，政治亚文化所带来的

价值多元避免不了行为导向性冲突，村民参与村民会

议和代表大会及各种维权抗争行动受特定的文化意识

支配，通过多元的价值表达，为村民个人价值的自我实

现及提升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机会；通过多元的信息表

达与意见的传播，有利于维护创新表达渠道（如乡村协

商民主）的权威性，正如斯蒂芬·伽得鲍姆（Stephen A.

Gardbaum）教授所认为的一样，表达渠道权的正当性不

在于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关注，而在于社会个体成员的

自我实现将会由于对其有用的信息和意见的传播扩大

而被推动。［8］（P48-54）政治亚文化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考

验，为建立完善的村民利益表达机制提供可能。

政治表达机制是特定政治体系的显性规范表现，

政治文化则是“政治系统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性

秩序下的隐秩序”。［10］（P3）政治文化能够为政治制度提

供深层次的支撑，并影响着整个政治体系的协调运转，

特别是当政治制度落后于政治文化需求时，特定的政

治文化指导下的心理趋向能够驱使人们去改变现有政

治体制，引发制度改革或革命。

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首先要通过各种

渠道确保农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维护与实现，这也是基

础民主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当农民权利及利益受

到侵害时也必然要求适当的利益表达途径诉诸意愿。

但是由于历史及社会的原因，我国农村农民利益表达

的系统性保障机制建设尚未完善，农民生活在社会最

底层，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传统的方式如通过

寻求乡村能人帮助维护自己权益，或向村组织及基层

党政机关抗争或越级上访等非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方式

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随着乡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增

加，乡村社会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利益也朝着多

元化方向发展，农民利益诉求也逐渐增加，现有的制度

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政治表达的过高期望，往往诱发

农民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达。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达既增

加了民众对制度的不信任感，也为基层社会稳定带来

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国家能否顺利推行民主政

治，显然与其政治文化有莫大的关系。［11］（P54）农民利益

表达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他们利益矛盾冲突形成制

度化的解决方式的结果，正是系统内各政治文化相互

作用、博弈，驱动了村庄村民自治的方式创新。通过文

化冲突、包容与道德妥协不断检验现有制度存在的不

合理之处，去糟取精；也为村庄事务解决形成制度化的

处理方式创造了相应的舆论与心理导向，使世俗化、合

理化的政治文化嵌入制度与模式之中，推动制度的创

新与完善。通过文化作用不断为村民自治制度、乡村

基层党组织制度、社区村规民约等的建立与完善提供

源源不断的文化涵养。同时，政治亚文化有利于创造

一个宽松的对话氛围，确保农民政治表达的自主性而

非强制性；另外农民还可以在宽松的环境内表达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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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度的不合理之处的见解，给予农民自由大胆探索

机制创新的空间。

（二）激发机制

1.激发更灵活多元思维

人是不能摆脱文化的影响的，人类本质上是深受

文化影响的。文化认知是思维创新与进步的基础，一

个充满生机和激励冲突的政治思维活动伴随着人类社

会的整个文化交往过程，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与物质生

活的富裕唤醒了新的“民主时代”，人类在多样化文化

的冲突与交融中激起了理性并迸发出众多思想的火

花，思维正在日趋活跃与繁荣。帕瑞克认为，文化的多

样性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人们形成特定政治思维

的衡量尺度。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可以增加人类的

价值选择范围与空间，有利于形成不同生活方式与观

念的竞争，避免文化霸道。另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可

以提高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营造多样文化之间进

行对话的氛围，为新思维的诞生创造了可能。乡村社

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赋予人们追

求更高的政治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已成为

乡村社会秩序告别“差序格局”“文野之别”到实现“善

治”的应然价值。诚然，政治亚文化是乡村政治文化多

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乡村政治文化多样化的

内容。多样化的趋向促使人们别出心裁，追求新颖，分

解了传统思维的统一性。［12］（P219）追求新颖与独特，便于

激发人们多元的政治思维。

中国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乡土性的，乡村是政

治社会化的最后土壤，农民是最后的“政治人”。物质

世界的发展带来的文化的繁荣与交流的扩大，中国农

民政治思维正孕育着新一轮的“黄金时代”势头——灵

活多元政治思维公民已成为乡村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如何实现

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主导，但社会主义文化也非排

他、孤立的文化，因为其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

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村庄治理现代化也是村庄民主

的现代化，但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村民之间难免会

陷入利益、意见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有些分歧与矛

盾的解决在非制度框架内的优势明显优于固定的制度

之内，因为村民本身的观念形态文化在解决纷争方面

存在主导政治文化无可匹及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系列模式探索为基层民主政治

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从广西河池宜州开创村民自治

先例到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再到当前的“四位一体”新

模式等等，反映了农民在处理村庄事务过程中思维的

灵活性与创新性，正是原有的乡土文化与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作用，才使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更具有时代

活力和科学性，使民主实现更有可能。当前科学技术

巨大进步带来的信息交流的频繁与便捷，乡土性的政

治文化注入更多新时代理念，更新了人们的政治认知，

丰富了农民对乡村事务处理的渠道，在政治实践过程

中用新的思维方式寻求新方法新路径。农民文化实践

活动增强了农民的政治意识，政治思维逐渐走向开放

与多元化，日趋成长为具有民主意识的“政治人”。

2.激发对政策与制度的包容

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

由的一步”。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本质上是实

践的。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

产活动方式决定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与

融合，交往与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冲突与包容。文化

的包容性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前提。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文化的包容性源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绝非绝对

的封闭与保守性，任何持有此种观点的想法，都是十足

的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的包容性也绝非是文化吞并与

消灭，否则也是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笔者认为，文化

的包容是相互借鉴吸收对方优秀先进的部分而促进自

身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因此，文化包容并非无限、无条

件包容，而是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包容。阐明了文化的

包容性，文化包容对政策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公共

政策转换、输出的过程，也是文化借鉴吸收与人们观念

逐渐形成的过程。政策制定和输出是文化输出的主要

形式，因为“任何政治文化上的结构都可能影响到政府

政策制定和政治输出”。政治亚文化一方面通过影响

政策的制定者的心理活动，促使政治决策保持有效性

与均衡性的统一；另一方面，政治文化通过发挥其政治

社会化的功能作用于公民整个政治活动过程，影响人

们对于政策的认同与选择，往往后者发挥的重要性更

大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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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治理相关政策及制度安排的有效运行程度，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安排，即

政策与制度的选择；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对政策

及制度的安排的适应性。但无论是哪个方面，都无法

避免文化因素对政策及制度的影响。相对于主导政治

文化，政治亚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政治亚文化的

包容性特征的主要表现，是其多元性与多样性存在。

在村庄治理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政治亚文化之间及与

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作用，影响决策者进行政治决策

的思维定式，决策者进行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要把农

村传统风俗习惯作为重要的考量，激发其对传统民风

习俗的考量，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避免决策的

武断与缺乏实际性。另一方面，政治亚文化所具有的

包容性更能促使政策与制度的安排在多元灵活的社会

中有效地适应社会实际，避免急剧的文化冲突导致政

策与制度失灵。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大一

统”的理念凸显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有利于提高村民

对政策与制度的价值认同，缩短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

的生效期。

3.激发制度创新与完善

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离不开特定的政治文化，

因为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其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

依赖于制度上的合理结构，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依

赖于政治文化的支持，依赖于人们对其制度和价值理

念内心的认同和信仰”。［13］（P264）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得益于政治亚文化特有的政治批判功能。首先，政治

亚文化的多元性使其具有敏锐的感知性，它能够对当

前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理性感知，并以批

判的形式为旧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提供舆论准备；其次，

政治亚文化的包容性有利于创造宽松的政治文化氛

围，而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只有在宽松包容的政治

氛围中，才能激发政治主体的创新意识，促进制度创新

与完善。当前农村政治制度的创新设计重点围绕实现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既有国家层面的行政权力推动，

且是第一推动力，又有村民本身的自治权作用。因此，

如何发挥制度的创新作用致力于实现中心工作目标成

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难点，特别是在乡政管理与村民

自治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方面，如何更好衔接协调两者

关系，确保既发挥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又能激发村民在

村庄治理中的积极性。

我国村庄治理的运行制度设计——村民自治制度

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在基层运转的独特方

式，基层民主的发展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领导，不可能

缺乏国家宏观政策介入及基层政府的直接领导与管

理，多元的政治思维有利于形成配套适应性的制度设

计方案；此外，村民自治是直接民主的运行方式，村庄

事务的解决及制度的良性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民

对制度的适应程度。徐勇教授指出，乡政管理与村民

自治是村庄治理的两个重要层面，从中国农村当前村

庄治理的现实与实际出发，应在坚持“乡政村治”的制

度框架下，努力寻求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

接。［14］（P167）笔者认为，当前村庄治理过程中主要突出的

问题是处理好行政权与自治权问题、自治权中“两委”

权力冲突问题。政治亚文化本身代表多元的政治诉

求，它能有效影响农民政治认知与自主选择决定权，培

育村民多元利益诉求的政治心理，激发村民对现有制

度的认识并不断尝试新事物，产生新思想，探索新实

践，培养与农村治理相关的科学性的公民思维与价值

理念。村民通过适当的政治表达途径，维护其在合法

范围内的自决权、自治权，为衔接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提

供了问题解决的思维空间，为制度创新设置提供最为

可靠的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包容的政治亚文化创造

了村民宽容的政治人格，既为制度的适应周期提供时

间保证，也为制度的失利提供容忍空间，有助于促进国

家对农村政策与制度的合理调适与完善，促进乡村协

商民主制度、产权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等的改革与完善。

（三）协商机制

协商民主理论是西方面对多元文化冲突，反思代

议制民主不足而探索和复兴的一种民主思想。多元文

化的冲突已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事

实，多元文化主义的包容性也无法避免多样性的文化

冲突，但多元文化冲突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通过努力

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当代理论最新发展已经为应对

挑战准备好了现实的选择，即协商民主，多元文化冲突

更加彰显了协商民主的价值。［15］（P152）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把基层治理成效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稳步推进基层协商”，推

动协商民主扎根广大基层，逐步“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

74



·文化治理与文化建设·

主协调与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发挥协商民

主的社会治理优势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环节。作为乡

村民主选举的补充，协商民主价值功能，促进了构建有

利于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长效机制，开辟了中国

村庄有效治理的新途径。乡村协商民主稳健推进使协

商民主越来越从一种“理论陈述”转变为一种“可操作

的原理”［16］（P307-332）政治亚文化的多样性为协商民主带

来挑战，协商民主为解决文化多样性的冲突提供了可

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成功实践，

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政

治亚文化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中国国情，充分吸收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也要以理性与开放的眼光看

待西方民主协商文化的某些内容，避免陷入罗斯金所

提及的“独特性陷阱”和“神秘性错误”，充分发挥二者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1.政治亚文化意味着多元政治偏好的存在，为协

商机制的运行提供了可能

文化冲突特别是深层次的文化对立既位育了消极

（与主流政治文化对立）的公民政治偏好，也增加了社

会公共理性的成本，在这样一个意识到文化多元的民

主社会中，多元文化的价值是否定的，或者说积极与消

极的权衡天平趋向于后者。但社会多元是人类迈向现

代文明的必由之路，文化多元是社会多元化的孕育母

体，即文化是位育社会进步的设备与工具。多元文化

带来的冲突挑战，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通过努力寻求

解决冲突的路径，更何况当今世界许多奉行多元主义

的国家已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创造了稳定的民主

政治环境。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意识，是特定

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主观反映，

因此，政治文化自然也是解决社会冲突的一股重要

力量。

诚然，政治亚文化在现实中形成的多元政治偏好

也影响民主政治运转的整个过程。但需强调的是，政

治亚文化主导下的政治偏好难免会存在聚合民主中的

有限理性或唐斯所言的“自私公理”，即“每个人更多关

心的都是自己的而非别人的安全与幸福，当他们之间

发生冲突时，又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人的利

益”［17］（P25）。偏好往往驱使公民和官员会按照自己的

利益自利行事（偏好交易）或盲目偏好聚合（偏好聚

合），偏好交易与偏好聚合都不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民

主的核心是各种偏好的改变而不是偏好的聚合”［18］（P1），

斯坦森用“内生偏好”这一术语说明这一偏好是不稳定

的，只是当下法律规则、过去消费选择、社会压力及普

遍文化的产物。那么，如何实现多元政治偏好的转化

功能，使个体政治偏好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公共理性最

大化目标呢？阿米·古特曼与丹尼斯·汤普森在《民主

与分歧》中指出，“在一个鼓励真正协商的民主过程中，

偏好不仅在公民被给予有关可供选择的政策的更多信

息时能够发生改变，而且也会在他们逐渐理解其他公

民的偏好并学会相互合作以发现他们以前未曾考虑到

的政策选择时发生变化。”［19］（P192）他们认为，通过参与

协商，人们可能改变原有的政治偏好，使个体偏好或有

限理性转为公共理性。正是文化的多样性，使决策在

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既避免了“自私公理”的局限性，

也阻止了公意的强制性，它远非民主政治中的障碍，相

反，它或许能够在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中促进自由、平

等和理性的协商。

因此，个人政治偏好向公共理性偏好转变需要借

助公共协商手段。那么，村庄治理过程中公共政治偏

好对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创造又提供了哪些可能呢？长

期以来，由于协商的不平等性，乡级政府和以乡村干

部、经济能人和家族长老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精英成为

村庄事务的主导者，弱势群体往往被边缘化，即使他们

可以参与到村庄事务之中，但对最终决策的影响也是

微乎其微的。而社会的多元与开放，人们的政治意识

与政治的多元化观念也逐渐使他们的权利意识与公民

意识觉醒：对乡村治理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自我公民身

份与利益相关度的关切提高，平等、自由、公正的不获

得感往往滋生村民对原有制度运行产生民主的政治怀

疑主义。“人们在选择与自决、幸福与福利以及自我价

值的实现等方面存在持续的差异，在思考与实际生活

相关的美德、政治参与的意义方面存在广泛的争

议。”［15］（P152）如果不通过乡村治理机制的合理构建，那

么，压抑在农民内心的政治不平等爆发会产生“乌坎村

式”的危机，因为公民的偏好与决策存在某些正式的联

系，其中每个人的偏好都同样重要。［20］（P54-60）村民多元

的个体表明了多元的个体诉求，为构建多元互动的协

商机制及有效运行提供了可能，因为多元的政治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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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给不利于其偏好的政治体系带来更大的压力，通

过扩大乡村不同群体在乡村民主政治运转过程中公民

的同等政治参与释放体系压力，矫正原有的不平等不

完善的协商机制，使协商建立在平等、公正与尊重的个

体间、个体与集体间的对话基础上，建立在村民公开、

多样地参与决策和政治议程的确立基础上，保证所有

引人注目的看法都能够进入公共的辩论之中，使个人

理性偏好转化为公共理性。

2.政治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融，促成了协商共

识的达成

公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混合性，公共领域

多元的文化结构避免不了不同组织之间异质文化差异

与冲突，包括在物质、行为、制度与精神层面。但一个

民主社会，只要未到濒临崩溃时，公民的某种结构意义

上的分歧都是有限的，因为一个尚未崩溃的政体，必须

而且一定维系着共识与分歧的平衡。阿尔蒙德认为，

共识与分歧平衡的维系力量在于“在公民文化中是由

一种机制来调节的，这种机制与调节积极性和消极性

之间的平衡机制相似。这种机制就是规范与行为之间

的不一致”。［21］（P360）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

的重建》中认为，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的，人

们可以通过开拓和发展各文明之间的共性而逐渐形成

一种文明。因此，公民文化既是社会文明冲突的始作

俑者，又是缓和冲突的调解人。政治亚文化作为政治

文化中的次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但

却是构成社会某些意义上结构分歧多样化的关键因素。

如何解释政治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融？笔者认

为，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过程中

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反映各文化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的辩证关系，既“互相反对、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性

质，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的趋势”［22］（P239），又相互

依存，不断在对立中走向统一。

政治亚文化接触时间

图 1 不同政治亚文化对立与互动互融的关系图

大体上，在正常的政治系统内政治亚文化的对立

统一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趋于缓和的，差异与矛

盾尽管带来分歧，也往往带来互补，为冲突逐渐缓解、

相互逐渐融合提供了可能。

政治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融是一个共识与分歧

共存的过程，但一个正常有序的民主政体总能发挥自

身的优势使冲突趋于共识的达成，因为在此系统内的

分歧与社会差异必须是帕森斯所说的“有限的多极

化”。试想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共识，要和平解决政治过

程中所出现的分歧的可能性将是微乎其微。［21］（P359）文

化从冲突走向缓和，最终朝着文化融合的趋势发展，实

际也就是各文化之间互动有利于形成公民之间的社会

信任与社会合作，促成了协商共识的达成。

那么，政治亚文化的互动互融在促成民主政治运

行的协商共识达成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政

治亚文化的互动互融为解决协商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协

商基础。长期以来，乡村政治的主导者是乡村政治精

英，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地位不平等

使他们“游离”或被排除在乡村政治运行过程之外。不

平等会限制对话的可能性，多数的政治贫困会导致少

数的专制。“多种不平等形式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被组合

起来，使得受压迫团体更加难以进入公共领域——他们

要得到公共注意和领会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23］（P13）。

笔者认为，政治平等是民主的核心，也是协商的基础。

通过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互融，为乡村各政治角色形成

科学合理平等的对话机制创造了独特的制度环境，使

政治亚文化的表达能够丰富公共领域中公共理性的内

涵，为协商创造创新提供了公共空间，从而组成集体行

动者。第二，政治亚文化的互动互融有利于培育积极

的协商文化。人类不同文化的交往，构成了丰富的人

类文化史。多元文化的碰撞带来的文化冲突，既是文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解决文化矛盾的唯一途径；没

有文化的冲突，就不会有新的适合时代的文化生成，人

类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日趋变得更为强大而具生命力

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矛

盾调试、取舍、重新组合。“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在于它

的内部矛盾一样，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文化冲突是

不同性质的文化间的矛盾性的表现。文化冲突不仅会

改变原有的文化性质，而且还会生成新的文化”［24］（P295）。

初期碰撞 文化融合
对
立
统
一
关
系

磨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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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成的文化是经过融合具有共性且适应社会发展的

新事物，为社会的转型积蓄了新的文化力量。社会主

义协商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必然遵循文化的

发展规律，是主导政治文化之间，主导政治文化与政治

亚文化之间，各政治亚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取其精华的

结果。协商文化的缺失是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顺利

推进的文化障碍，尽管我国有着传统优秀的协商文化

基因，也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精华，也有“温岭恳谈”基

层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案例，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符

合各地域特征的乡村协商民主，在坚持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更该注重发挥政治亚文化的互动

互融作用，通过文化的相互作用，为培育积极的协商文

化提供可能。

3. 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张力，有助于协商理性的

提升

多元文化的存在，对于构建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国

家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因为多元的政治文化易与主导

政治价值观存在紧张关系，影响政治的稳定；但多元文

化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包容融合的一面，这就为其形

成张力提供了可能。张力的存在构成政治系统运行的

动力机制。［25］（P12-15）因此，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张力作用

在于维系着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使之趋于稳定也具

有独特的作用。第一，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张力有利于

平衡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为有序政治参

与提供了可能；第二，政治亚文化之间的张力有利于维

持公民对政府权威的理性与情感的均衡；第三，有利于

维系公民民主协商分歧与共识的均衡。政治亚文化的

张力在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中如何体现呢？笔者认

为，政治亚文化张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文化

群体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构建公共协商对话机制以表达

其偏好。因此，文化张力为公共协商对话机制的运行

提供了可能，正如博曼所说“公共协商是一种带有特定

目标的对话。它要通过解决问题或消除冲突来克服问

题的情形”。［23］（P51）

诚然，张力的存在为公共协商的运行提供了可能，

公共协商是对话性的，也是理性的交换过程，正如博曼

所说“不同的文化结构也许会把问题归结于不同的理

性形式。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正当性和判决本身的，因

此就产生了公共理性”。［23］（P79）那么，在村庄治理中的

公共协商如何促进乡村社会的公共领域协商理性的提

升呢？笔者认为，首先，公共协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理

性认知。民主协商需要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机会，

而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村民的民主选举投票、议事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协商引导或引诱他人像他那样相

信投票或议事所产生的差异，以及为想要理解和讨论

的问题和他人的看法进行自由、平等、公开的信息与理

性处理，通过公共协商为理性交换提供了可能，提高了

村民对协商结果的合法性认同，为村民在处理村庄事

务的过程中可以合理预期他们能够影响协商的结果或

者在将来修正不可接受的结果提供了可能。其次，公

共协商有利于实现公共理性最大化的提升。协商民主

的两大障碍一是道德冲突，二是地位的不平等，如果协

商民主无法解决，那么多元的政治亚文化就成为限制

实现公共理性最大化的关键因素。公共协商的目标在

于实现共同的善与基本问题，村庄事务就某项议事存

在的共识与共同的价值追求为“重叠共识”的建立提供

了可能，“重叠共识”通常是解决大多数冲突正在实践

的必要条件。［26］（P225）另外，民主的达成不排斥道德妥

协，正如博曼所说“道德妥协必将促进多元协商”，“公共

协商中大多数实质的妥协是公民自治的一部分”［23］（P85），

也必将融入村民自治之中，为缓和村民在公共协商过

程中的对立与冲突，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公共理性的

达成与提升创造了积极的政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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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Political Subculture in Village Governance
LIN Ze-min，LI Yan-li

（College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e village is one of the most basic autonomous units in our countr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il⁃
lage includes some contents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culture，the rur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foreign
capitalist culture. The latter two constitut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village political subcultur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the active function of political subcultuthere in village governance is embodied in the
expression mechanism，the stimulation mechanism and th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subculture and make it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villag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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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分化，加之日益加

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乡村大有衰落之势。在社会治理领域，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

严重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乡村治理面临巨大

挑战。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两年多来，围绕社会治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大政方针，为乡村有效治理指明了方

向。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在“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的总框架下，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

治”结合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落实县乡村联动的乡村治理工作体系，横向上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体制顺畅、多元

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纵向上要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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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事关农民安宁、

农村安定、国家安全。有效的社会治理，能为乡村振兴

提供安居乐业、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推动形成生机勃

勃、充满活力的社会风尚。建立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

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一、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难题

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两大抓手，如

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社会保障是社会的

“稳定器”，社会治理是社会的“安全阀”。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成绩斐然，彰显社会制度的显著优势。人民安

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

幸福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广大农村日益凸显，乡村大有衰

落之势。为此，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中央先后印发和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乡村治，则百姓安。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治理。治理有效，既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也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

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是一个庞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共同发

展，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发力。而这一切，都是以社会稳

定和谐为前提的。公共安全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一国

的社会治理制度、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是国家安全、社

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要保障。加强乡村治理，提高治

理效能，是夯实基层基础的固本之策，是实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充满活力和

安定有序的乡村社会，提升乡村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的重要选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领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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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制度安排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治理主体、治

理事务和治理制度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农村日

益加剧的人口稀疏化、老年化等问题，给乡村振兴、乡

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一）农村内部矛盾不断增多

由于新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明显低

于城市居民收入，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22 882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 31 939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11

622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8163

元，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贫困居民的

2.75倍和3.91倍。［1］而且，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之间的

收入差距也很大，2019年，上海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33 195元，甘肃是9628.9元，上海大约是甘

肃的3.45倍。同一地区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

拉越大。随着新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社会结

构、社会分化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农村内部新的社会矛盾。首先，是产生了

一个以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

并且这个群体已成为农村常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其

次，由于留守人口生产、生活、生理、学习上的正常需求，

长期得不到满足，导致发生各种各样的过激行为，如自

杀、暴力事件。鄱阳湖的一个村子，在1980年至1993年

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8人，主要都是上吊、喝农药，自

杀的人当中50%是因为贫困，农民自杀特别是农村妇

女自杀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山东省妇联和一些机

构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儿童中有心理障碍及行为反

常现象的检测率为19.8%，而且农村儿童的检测率大大

高于城市儿童的检测率。［2］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老

年人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而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严重影响农村社会

治安

随着广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以及人口的大量外

流，包括村霸在内的黑恶势力趁机抬头，不仅给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影响整个社会

的繁荣稳定。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根据实地调查，在当前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的大背景下，黑恶势力具有以“村霸”、宗族

恶势力、“保护伞”以及“软暴力”等新老犯罪手段交替

使用，团伙规模不定、人员变化快等新特点。［1］同时，

“黄赌毒”、拐骗妇女儿童等丑恶现象的肆虐严重影响

着农村社会的安定和安全。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

经济犯罪延续高发态势，多类型犯罪复合交织，案件规

模屡创新高，风险系数剧增。接二连三的交通事故也

已成为困扰农村安全的一大隐患。

（三）社会风险时刻威胁着农村公共安全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不仅风险种类繁多，

而且跨界性强、传播速度快，互相交织，很容易形成风

险综合体。加上一些地方的乱垦乱伐、滥开滥采，工业

污染、农药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严重，使得农村生态环

境极其脆弱，各种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如地

震、水涝、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如重大交通安全事

件、生产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食药品安全事件等

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极大破坏了农村社会经济秩

序。2019年1月至5月期间，我国破获4500多起食品

安全相关的犯罪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500多人，

捣毁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3800多处，重拳打击了食品

安全领域的犯罪行为，确保了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1］

（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复杂多样

乡村是城市之根。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

场化、信息化，不断形塑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

系，青壮年等乡村精英的外流，严重削弱了乡村治理的

能力和水平，不仅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人力不足，有些村

委会甚至沦为黑恶势力兴风作浪的幌子。由于基层组

织、村委会软弱涣散，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

都有衰落之势。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物质

关系逐渐演化成为乡村内部人和人之间的主要关系，

传统的乡村文明不断被撕裂。乡村变成了一种人们将

就的、无奈的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3］建立

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乡村血缘和地缘共同体开始瓦

解，而新的共同体尚未形成，长期留守农村的农民，因

看不到自己和农村发展的希望而精神颓废，短期行为、

非理性消费、“等靠要”思想在农村日渐流行，婚丧嫁娶

中的一些陈规陋习沉渣泛起，严重破坏了乡村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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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影响了乡风文明建设，使得我国乡村振兴的

相关政策措施难以落地生根。当前农村存在的主要问

题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

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

文化的失调。［4］

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为加强乡村社会治理，提高治理效能，自党的十九

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国

家密集制定、出台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大政方针。

《意见》最早提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要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

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

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在之后陆续颁布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20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做了专门规定，

逐步形成了以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为基础，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

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

会治理体系为统领，以县乡村联动为基层治理工作体

系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我国乡村治理的“四梁八柱”

逐步确立。

（一）乡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重在基层。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农村

居民的居住地、生活点。社区活则社会活，社区稳则社

会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历来都是社会

治理的重心。因此，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是从社区治理

体系建设开始的。针对广大农村村委会自治组织软弱

涣散、治理不力等突出问题，《意见》对新时期农村社区

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党委

领导、村民自治、依靠法治、重视德治的社区治理体系。

1.加强党组织对乡村振兴中社会治理的坚强领导

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的长效机制，向发展不足

和治理低效的乡村派出第一书记，从而增强党的领导。

把大学生、农民工、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优秀分子配置

到村两委，配齐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村干部队

伍的带头作用。从农村优秀村干部中选拔乡镇领导干

部，大力在农村青年中发展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推进

农村党员的定期教育学习。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

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

2.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

积极探索村支部书记担任村委会主任的选举制

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自我约束和

自我引导作用，引导新乡贤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充分

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完善“民事民议、民事民

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社区民主协商机制。加强基层

社会服务，实施“一门式办理”和“一站式服务”的乡村

社会服务综合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

尤其是大力发展服务类和慈善类社会组织，积极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

3.提升乡村法治化水平

积极培养乡村干部和农民的法治思维，提高其法

治素养，增强农村居民依法自治和依法处理社会矛盾

的能力，引导农村居民依法解决三农领域的社会矛盾

与纠纷。切实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提高乡村干部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理的能力。建立和完善社区调解、

政府仲裁、司法保障的矛盾纠纷联合调处机制。提高

农村普法力度且精准施策，针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针

对性普法教育，加强农村法律援助，探索建立对农村困

难群体法律维权的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

4.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重视发挥道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规范约束和精

神引领作用，要积极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在全社会

宣扬道德模范精神，借助道德模范人物的事迹向乡村

社会弘扬积极向善、尊老爱幼、诚信友善、勤俭持家的

精神。建立道德激励和约束的良好机制，要通过乡规

民约和社会组织章程等建立起农民自我管理的规则体

系，形成自我教育的良好制度，提高自我服务和管理的

能力，实现乡村社会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

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活动，树立道德模范，弘

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2019年，国家出台的《指导意见》《条例》，对乡村

社区治理又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明确要“以自治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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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

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

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5］。

（二）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为防范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有序，创新社会治

理，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日益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

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

局”。经过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

会首次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

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

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

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

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

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大报告提

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

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九届四中全会《决

定》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

尽则、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又是一次重大的

制度创新，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

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和乡村社区治理体系建

设结伴进行的。只是在提法上，过去更多的是用了“体

制”。从《意见》中“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

到《指导意见》和《条例》中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

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再到《决定》中的“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

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从“五位一

体”到“六位一体”再到“七位一体”不断创新，日臻完善。

（三）乡村基层治理工作体系

以十九届四中全会为重要节点，我国乡村社会治

理不仅明确了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架构，也规定了总

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架构。如何将基层和顶层贯通，实

现上下联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此做了专门规

定，提出要完善和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

会的治理。

1.逐步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

党组织全面领导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组

织、宣传等工作，团结并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筑牢党在

农村的执政基础。要加快建立和健全党组织部门牵头

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的村务监督机制。持续向贫

困村、软弱涣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派驻第一书记。通

过各种办法配好配强发展滞后和治理低效地区的乡镇

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好配优乡镇党委书记。在乡村社会

广泛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教育宣传实践活动。

2.明确了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本思路

坚持县、乡、村三级联动思路，把社会治理和社会

服务融合起来，使得治理的重心逐渐向社区下沉，提供

全面、优质和精细化的服务，从而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第一，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

县级政府是乡村社会治理“一线指挥部”，主要起到统

筹谋划作用，要压实社会治理统筹谋划与领导责任，发

挥好协调不同治理机构，整合治理资源的作用。建立

县级领导干部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乡村社会治理

中的包村制度。第二，明确乡级政府是为农服务中心，

在服务中强化管理职能。乡镇层面要整合审批、服务、

执法等职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站式服务管理平台，

“把一网办”和“最多跑一次”落到实处。要加强农村社

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尤其是要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等领域内的治理。

第三，明确行政村是基本治理单元，加强村民委员会的

自我管理和服务职能，发挥村监委、居民议事会的监督

职能。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村规民约，推进村民自

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扎实推进自治、法治、德治

的有机结合。

三、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从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基本要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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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按照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总体框架，直面现阶段农

村社会治理中的主要问题，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应

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上，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

撑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一）横向上，建立和完善责权清晰、体制顺畅、多

元互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从“五位一体”到“七位一

体”，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像突发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件的社会治理体系还没有建

立起来，具体到某一层级、某个事件，各个主体的权责、

参与方式以及彼此互动、交流的体制机制等不好规定，

导致在应对社会治理事件时，各社会主体的权责不清、彼

此交流互动的体制机制不畅、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不多，

具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这些不足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要尽快制定、修订应对农村突发重大公共安全

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生物安全法》等应对风险

社会急需的相关法律。结合农村社会治理领域中的突

出问题，认真分析各类治理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机理，

科学研判事件发展态势，明确各社会主体在乡村社会

治理中的权责、参与渠道、参与方式。更好发扬党的核

心领导和政治保障作用，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组织

管理职能，以及保证社会协同和公众的有序有效参与。

二要创新灵活多样的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

支撑的体制机制。在“七位一体”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中，民主协商、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不仅是各自独立的

一位，还是各社会主体交流、互动、协同的重要平台。

要充分用好这三大机制和平台，把“枫桥经验”时代化、

本地化，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有效化解

人民内部矛盾。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政党协

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

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体制机制，寻求最大公约

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法治在乡村社会

治理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充分运用现代科技

和信息化手段，统筹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各

种信息数据的集成运用，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

（二）纵向上，建立健全指挥有方、服务到位、上下

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高潮迭

起，成绩斐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趋成

熟，“七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备，但是，在纵

向治理上，贯通中央、地方、城乡社区的基层治理工作

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同时，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应急

管理体制也未完全建立起来，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

应灵敏、上下联动难以实现。由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有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指挥混乱、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外行领导、错误研判、反应迟缓、贻误战

机、物资和服务供给不及时、工作衔接不紧密等等问

题。建立健全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乡村社会治理体

系，应将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社会治理属性和应

急管理属性有机结合，将治理重心下沉，突出基层治理

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以县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单元，

打造县乡村联动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体系。

一要不断提高县级“一线指挥部”的指挥能力和水

平。县级党政部门是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

是国家大政方针最重要、最直接的执行者，发挥着“一

线指挥部”的功能。国家的每一项政策，乃至我国国家

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都与县级党政部门的

执行力息息相关。在乡村社会治理，尤其是应对突发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首先，县级党政要坚持原则，始

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

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其次，县级党政

部门要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创造性应对突发事件。

作为“一线指挥部”指挥官的县级党政领导，面对突发

事件的发展变化，应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创造

性执行政策，避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第三，县级党

政部门要统筹谋划、协调各方，不仅要做好指挥官，还

要当好调度员，要能够有效统筹协调好应对突发公共

安全事件的各项政策、各种资源和各种关系。

二要不断提高乡镇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乡镇

是公共服务中心，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担负着管理

和服务的职责，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后勤保障服务部”。

要按照扩权强镇、富民兴村和依法下放、能放就放的原

则，依法依规赋予乡镇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构建

功能完善权责一致的管理服务体制。乡镇领导要强化

管理和服务意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有效推行

精细化、网格化和人性化管理。利用一切资源，调动各

方力量，搭建各种平台，畅通各种渠道，实现一站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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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Run-ju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Effective governa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tinuous industrialization，urban⁃
ization，market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have accelera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and the in⁃
creasingly sparse and aging population，so the rural areas are in great declin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rural areas are on the rise. The evil forces，including village tyrants，seriously af⁃
fect the social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All kinds of unexpected public security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and
th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complex and varied，rural governance
faces great challeng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state has formulated and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major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around social governance，point⁃
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gov⁃
ernance system of joint construction，co-governance and sharing，and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sev⁃
en-in-one”social governance system，we will improve the“three-in-one”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we should es⁃
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lear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smooth system，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Vertically，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good command，good service and linkage between top and bottom.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social governance system；grass-roots governance；community

务、人性化服务。确保在一些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应对中，医疗设施、医疗资源、生活物资供应及时、充

足，民生得到有效保障。

三要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的“三治”结合的社区治

理体系。社区是居民居住区，也是一些突发公共安全

事件防控的前沿阵地。要以行政村为单元，形成党委

领导、村民自治、依靠法治、重视德治的突发事件防控

体系。首先，要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

我监督，形成良好的自治格局。每个居民要更加坚信

党和政府的领导，相信科学，相信自己，安排好作息，照

顾好自己，照顾好家庭。其次，要发扬科学、互助、信

任、关怀的德治精神。在突发事件应对中，要充分发扬

道德教化的功能，大力弘扬优良家风家教，倡导互助、

信任、关怀等社会公德，树立道德典范，形成团结向上、

充满活力的乡村风尚。第三，要依法应对。要提高居

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引导人们遵守、学习、

运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法律规范，依法表达诉求、解

决纠纷、维护权益。第四，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在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农

民群众，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区治理格局，实

现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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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机下社会大众意见治理反思

高德胜，曲鹏芳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舆论纷繁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进行。同时，

社会大众意见趋于分裂，将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较大挑战。疫情危机下，社会意见治理应从三个方面入

手，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规范言论行为，壮大高扬主流思想舆论。在保障言论自由、区别对待不同意见、社会合力

治理原则指导下，形成规范社会言论行为以进行“治”、壮大抗疫主流思想舆论以进行“理”的社会意见治理思路，以

期较为客观全面地缓解社会疫情意见压力，在社会舆论场域弘扬主旋律，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良好的舆论环

境，减少舆情次生危害。

关键词：疫情反思；意见治理；意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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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德胜，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国家主权；曲鹏芳，吉林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我国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和对外开放形

势均造成较大冲击和影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必须坚决打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

击疫情斗争既展示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

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1］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持

续推进，某些社会问题社群意见的日益分裂已然成为

战“疫”期间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也成为检验我

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积极应对社会舆

情、科学治理疫情“疫”见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保障。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研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做好宣

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

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2］宣传教育和

舆论引导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党和人民能否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应对和治理

疫情危机下部分社会成员意见不同甚至分裂的“软风

险”指明了方向，打赢疫情防控舆论战对于我们早日战

胜疫情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大众对疫情意见的复杂表现

疫情期间，由于个人动机、立场、视野、辨识能力不

尽相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观点与情绪也常多样化，社

会舆论存在不同趋向的多元化表达。根据疫情期间社

会意见性质的不同，整体上可以划分为正向意见与负

向意见两大类，社会舆情沿着两种趋势变化发展。

（一）正向意见

正向意见一般是指正确反映疫情现状和存在问

题，对于问题解决能够给予建设性意见的舆论观点。

虽然社会疫情意见复杂多样，但是正向意见、正能量舆

论仍是主流。

第一，积极、健康、向上的观点是舆论的主流，反映

了社会大众在困难面前，坚持党的领导、万众一心、凝

心聚力，形成战“疫”的强大力量。不少社会民众虽不

能亲自前往一线，但心却一直同一线工作者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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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致敬一线工作者！”等社会意

见对于坚定社会信心，同舟共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针对一些迷信、谣言和消极言论，先进的社

会成员积极地进行了澄清、解读和反击，协同国家媒体

护佑了社会的正向导向。面对疫情谣言，不少具备专

业特长的人士，凭借自身的科学知识与生活经验主动

对谣言和消极言论进行了揭露或反驳，其他有较高思

想觉悟的群众也适时地进行了舆论助力和正向传播，

为疫情期间健康的舆情秩序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负向意见

负向意见是指在疫情舆论复杂的环境中反动的、

虚假的和消极的社会观点或情绪反应，是基于某些动

机对公众造成误导的负面性信息。负向意见虽然不是

舆情的主流，但是其在舆论中的传播力、聚合力、破坏

力和影响力却不容忽视。根据“木桶效应”，负向意见

是社会意见治理的重点。对当前疫情危机下社会中存

在的负向意见进行概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一些反华势力的反动意见。例如，2020年2

月17日下午，一个名为“微客铁汁5”的微博账号称自

己为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实名举报武汉病毒研究

所所长泄漏病毒。帖子一出，国内哗然，严重影响了武

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进程。后经证实，该账号为

假冒人员，其来自境外反动网站，目的是为了吸引境内

网民关注，给网站“引流”。

第二，个别事件或工作失误引起的不满意见。例

如，一篇《新冠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论

文中披露的数据，引发社会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是否隐瞒疫情的质疑；湖北红十字会个别干部同志的

失职行为，导致社会部分公众对公益组织及政府廉洁

性产生怀疑。类似不满情绪的积累，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三，没有科学依据的不实意见。疫情发生以来，

包括吸烟、喝酒、涂抹芝麻油、晒太阳等能够有效防止

新冠肺炎感染的谣言不断出现；一句“病毒可通过宠物

传播”导致不少地方出现宠物坠亡事件。不少社会公

众盲目听信此类谣言，对疫情防控和公众生活产生了

不良影响。

第四，自媒体加工的虚假意见。例如，韩国疫情严

峻时出现的“韩国人逃难青岛”的话题曾在坊间引起热

议，有自媒体宣称中国特别针对韩国人采取防疫措施，

引发了部分社会矛盾情绪。对此，中国驻韩国大使邢

海明辟谣称，中国一些地方采取的防疫措施并非仅仅

针对韩国国民，包括中国国民在内同样需要遵守。

二、疫情期间部分意见失范的成因解释

疫情期间，部分意见失范现象对疫情防控工作产

生了不良影响，对其产生的原因加以分析，对打赢疫情

防控信息战、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

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社会结构存在

的问题为疫情意见分裂提供了温床。我国正处于现代

化加速发展的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

矛盾。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哲学原理，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使社会群体出现分化趋势，社会结构

的转变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转变的不同步性为疫情

危机下的社会意见失范埋下了隐患，进而导致在疫情

危机下社群意见趋于分裂。

第二，反华势力别有用心地操纵，企图借助谣言制

造社会混乱达到抹黑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别有用心之人宣

扬中国发展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特别是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反华势力借机通过媒体剪辑渲

染等手段，误导视听，传播谣言，妄图瓦解国家内部向

心力来抹黑、削弱中国的国际力量和国际地位。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疫情防控的病毒战，又是疫情防控

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切不可让敌对势力借机造势从而

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第三，个别地方政府官方平台信息发布不够到位，

未能完全、及时地满足社会公众的关切需求。根据传播

学者克罗斯的谣言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

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谣言的破坏力既取决于

真实信息的透明度，又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辨识判断能

力。根据公式，在疫情危机下，要使事件的模糊性尽量

趋近于零，就需要官方及时、充分地发布科学准确的疫

情信息。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工作的

重点在于保障一线防治工作，面对来源广泛的复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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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政府在完全确证之前，无法全部立刻给予准确回

应，导致社会可靠信息不够充分，从而在社会舆论场域

使一些不良媒体趁虚而入，借机发布虚假信息，扰乱了

社会舆论环境，这是部分社会疫情意见分裂的原因

之一。

第四，部分社会公众缺乏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能

力，容易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媒介。首先，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难度及社会压力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凭借非典疫情的历史

记忆，难免会产生恐慌心理，缺乏理性思考和独立判

断，难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盲

目进行舆论“站队”，三人成虎，使虚假信息成为“事

实”，从而沦为不良舆论的附庸与帮凶。其次，在舆情

空间中，社会公众往往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极易在追

求社会正义的过程中造就“多数人的暴政”。对于疫情

防控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看似不够公平的事情，社会公

众通常在“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裹挟下，让道德审

判取代了理性思考，从而沦为谣言和分裂意见的受害

者与施暴者。

第五，部分自媒体或媒体撰稿人在注意力经济语

境下，为获取利益，捕风捉影，罔顾事实，制造并传播虚

假信息，以此来增加点击浏览量与转发量，制造社会舆

论热点。例如，以反映“社会实情”为噱头，对某些社会

事件进行“爆料”，利用人民群众的同情心和正义感，煽

动社会大众的怜悯、悲愤情绪，此类信息或谣言往往由

于引起部分社会情绪的共鸣而被误认为事实真相进行

广泛传播，甚至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所利用，作

为攻击或抹黑中国抗疫斗争的借口。

总之，在疫情危机下，对社会意见特别是一些针对

疫情的失范意见进行治理迫切而必要，有利于为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与精神支撑。

三、疫情危机下社会意见治理的策略选择

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意见治理的核心内容是保

障公民言论自由，规范言论行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疫情危机下，应当在保障言论自由、区别对待正负向意

见、公众与政府合力治理原则的指导下，形成规范言论

行为以进行“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以进行“理”的社

会意见治理体系。

（一）社会意见治理的指导原则

关于疫情的社会意见治理，切不可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之类的临时性治理，而是需要在一定思想准

则的指导下进行科学治理。根据社会意见治理的自身

属性与时代特点，系统的社会意见治理须立足于前提、

内容、主体三方面进行全面治理。

1.意见治理前提：保障言论自由

必须明确一点，疫情期间，对社会意见进行治理，

并非限制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恰恰相反，社会意见

治理正是以保障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为前提，这是社

会意见治理的前提与总体原则。

第一，社会公众言论自由是我国法律赋予的基本

权利。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有权对某一社会问题运用多

样化语言形式，根据自身意愿自由表达观点、意见。行

使权利无须经过政府同意或审核，但需对自身言论造

成的社会危害性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疫情危机

下，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

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第二，公民言论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的

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

发展的显著优势”。［3］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是人民群众

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疫情危

机下，通过言论自由，公民可以影响政府抗疫战役决

策，使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利于决策

实行。

第三，社会意见表达自由是去中心化表达结构的

必然要求。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社会意见表达结构从

中心—边缘结构向去中心化结构转变，官方媒体不再

是唯一的意见发布者。特别是在突发疫情危机的情况

下，由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疫情现状、

抗疫决策等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言

论自由处于被排斥和压抑的状态，久而久之，被压抑的

情绪可能集中爆发，极易导致社会意见的非中心化表

达，甚至是反中心化表达，导致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逐

渐失去根基，进而导致社会混乱。所以，疫情危机下，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更应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保障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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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听取民意，以更好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意见治理内容：正向意见与负向意见区别对待

“治理”包括“治”和“理”双重内涵。在保障社会大

众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对社会意见进行“治”，就是监

督、规范、整顿、惩处社会负向意见；对社会意见进行

“理”，就是理顺、宣传、引导、赞扬社会正向意见。当

前，从抗疫战役大局以及社会安全稳定全局的角度出

发，一方面，对于虚假的、有害的、反动的以及过分消极

的社会意见，需要“治”，对其进行抵制、管控、规范、强

化自律以净化社会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对于健康、积

极的社会意见，需要“理”，使之形成正向合力；对失之

偏颇的意见需要导，使之符合基本的主流意识形态。

总之，社会意见治理的内涵就是治和理的双向用力和

两手统筹。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社会意见治理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政府对社会意见的管控与限制，恰恰相反，是以充

分保障社会公众言论自由为前提的。社会意见、舆情

作为社会公众心理活动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群众关切，对于社会不同意见不能“一刀切”。社会意

见治理并非堵住社会公众的嘴，对社会不同意见绝对

禁言，而是要根据社会意见的性质分类处理。对于威

胁社会稳定的不实舆论要依法惩处，因其他因素影响

而形成的偏颇意见要进行疏导教育，体现正能量的社

会意见要给予支持肯定。对虚假错误的意见舆论进行

规范时，也要坚持刚柔并济的举措。既要坚持抵制的

态度，又不能一味封堵，而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正面回

应，以正视听。社会意见治理的目的是通过正面回应

和规范失范意见，弘扬社会主流意见，净化舆论环境，

在社会上形成一股话语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

会利益的最大化。

3.意见治理主体：社会大众与政府部门合力治理

由于社会意见是官民沟通交流的媒介之一，社会

意见表达是社会大众（包括社会个人和社会媒体）与政

府部门（包括官方媒体和政府监管部门）多元互动的过

程。因此，对于当前的疫情意见治理，也需要社会大众

与政府部门合力治理。

第一，合力治理的理论逻辑是社会协同互动。社

会协同互动理论强调，社会是由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的政府、市场、群众、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构成的

系统，各社会行为主体协同互动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

发展。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多元力量的共同

治理，而不是单一力量的全方位治理。［4］在疫情危机

下，为缓解社会意见分裂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不利影响，

需要群众、媒体、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努力，对社会意见

进行协同治理。

第二，合力治理的现实逻辑是社会意见表达结构

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意见表达结构由中

心—边缘结构逐渐向去中心化的结构发展。在去中心

化的社会意见表达结构中，人人均有机会成为某一社

会意见的中心。所以，社会意见治理要改变传统意义

上由政府单方治理的思维，转向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治

理，实现社会意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基于多元合作

与政府有效整合的现代公共治理是现代公共理性的必

然要求。［5］疫情危机下，社会意见治理更离不开政府的

规范与引导，离不开社会媒体和公众的自律。社会媒

体和公众作为社会舆论的大众力量，在舆论民主的社

会背景下正确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对于打赢疫情防控

舆论战具有重要作用。

（二）社会意见治理的具体路径

疫情危机下，对社会意见进行有效治理，是一项整

体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治”和“理”两个方面具体落实。

1.社会意见治理之“治”：规范言论行为

规范是指对超出规则、界限的言行进行约束、调

整，使其符合社会的规定和标准。疫情危机下，对于社

会失范意见，需要对其进行规范，以符合疫情防控和社

会发展的要求。对于社会失范言行的规制，是在保障

相关当事人言论自由的前提条件下，政府运用硬约束

力，群众、媒体运用软约束力多重措施使其言论回到正

确轨道，维护社会舆论空间的正常秩序。

（1）相关职能部门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社会“疫”见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

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

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

的制止措施。”［6］（P147）目前舆论空间中的社会意见亦是

如此。对于错误言论除了一般性的批评教育之外，法

律手段是社会意见矫正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

2020年 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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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对借机造谣滋

事的，要依法打击处理。”［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办理妨害预

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违法违规的言

行，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对于疫情期间滥用言论自由权利甚至借机造谣滋

事的现象，相关执法和司法部门要及时、准确和公正地

予以处理，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治理功能，维护舆论空

间秩序。一方面，要对公民言论进行规范。法律是对

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公民滥用权利的制

约。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时需要在权利与法律

界限之间找到基本的平衡点。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为

主体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超越了法律界限，滥用了法

律权利，就失去了该项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在第五

十一条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

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

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要对媒体

言论进行规范。在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数量多，意见

杂。特别是疫情期间，很多关于疫情的不实信息和谣

言往往都是从一些自媒体平台或媒体撰稿人那里传播

出去的，对此，相关职能部门必须加大对自媒体意见的

检查审核力度，提高社会意见进入公众视域的准入标

准。对于不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是有可能在社会

上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的媒体言论，对制造、传播、宣传

不良意见的媒体撰稿人，必须依法依规进行整治规范。

总之，在切实推进社会意见治理现代化、打赢疫情

防控舆论战的进程中，法律是规范民众言行的硬约束，

法治是捍卫舆论话语权的基石。

（2）公民加强道德自律，合理行使言论自由权利

规范言论行为，单纯依靠法律规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正如《论语·为政》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疫情

危机下，对社会失范意见进行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法律

惩处，更重要的是民众从内在加强道德自律，从源头上

解决社会意见失范问题。

公民加强道德自律，并非放弃言论自由权利，而是

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对于未得到权威确证、自

身又没有充分把握的信息与意见应当审慎表达。特别

是新冠肺炎疫情关系重大，公民在对此问题进行言论

表达时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绝不能任意妄为。尤其在

网络空间，要注意意见的影响范围与社会效果。与线

下传播相比，社会意见的线上传播具有影响范围广、社

会反响大、难以掌控的特点，尤其是负向言论在网络空

间更易得到发酵与传播。这就要求社会意见在网络空

间表达时，要注意影响范围，注意言论的内容与表达方

式，必要时也要对自身的言论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自

我克制。当意识到自己消极情绪过多时，公民可通过

自我抽离（Self-distanced）的方式予以调节，即个体从

当时情境中抽离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对自己及情境

进行客观分析。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运用自我抽离

的方式正确看待社会事件，对形成正确认知、作出正确

决策、调节个人情绪等具有重要作用。在疫情暴发的

非常时期，对公民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是法治和

国家利益的需要。

（3）媒体提升整体素质，做好社会信息“把关人”

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担负着搜集、整

理、宣传信息的社会功能与责任。媒体存在的理想状

态是以官方主流意见为引领，以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

为目的，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地反映事件的真相与本

质。但在注意力经济语境下，不少自媒体和媒体撰稿

人极易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发布的信息容易扰乱

社会舆论、分裂社会意见。

疫情危机下，整顿媒体队伍是规范社会意见的重

要抓手与切入点。根据库尔特·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媒

体在进行信息宣传时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身立场与视

角对信息进行过滤、筛选，在信息的客观性、专业和市

场标准、媒介组织的立场方针三大标准下对信息进行

“把关”。由于传播媒介的立场、方针不尽相同，传播的

信息并非纯粹的客观公正。因此，一方面，要坚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支持媒体多样化；另一方面，要完善媒

体把关标准，将传递真实信息、坚持主流思想、服务社

会群众纳入把关标准，在信息源头与传播中介方面规

范社会言论。相关从业者与业余爱好者要培养自身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思想觉悟，严格遵守职业道

德与组织行为规范。在职业道德与利润效益的平衡中

坚持正确的方向，对于不符合实际且违背人民利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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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利益的言论要坚决抵制。

总之，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要运用法律与道德

双重手段对社会意见进行规范。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运用法律法规硬约束力规制下，个体与媒体都应当提

高自己的政治站位，合理合法地行使言论自由权利。

加强自律是减少权利滥用的有效途径，更是国民素质

与责任担当的体现。在对社会正义事业充满激情的同

时，多一分理性与责任，不制造、不传播、不轻信不利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言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良

好舆论环境。

2.社会意见治理之“理”：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主流思想舆论是指在社会中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

和接受的，在社会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舆论。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流思想舆论是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有利于

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胜利的舆论、意见，具体表现为党

群同心、学习先锋、遵纪守法、共克时艰等思想舆论。

第一，要发挥官方媒体的作用，引导抗疫主流思

想舆论。官方媒体作为社会媒体的标杆，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对于揭露和纠正社会虚假信息、引导社会舆论

走向、安定民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美国学者

德弗勒（Melvin Lawrence DeFleur）的媒介依赖理论，

社会受众通过大众传媒获得满足或达成一定目标时，

如果受众缺乏其他代替性的资源或方式，就会对大众

传媒产生依赖。社会动荡程度越大，受众依赖程度越

深。疫情危机下，对社会意见民众会面临两种选择，一

种是相信官方信息，一种是相信社会评论。在面对突

发疫情这类危及自身安全的公共事件舆情时，民众自

身趋利避害的心理会促使其在第一时间根据现有信息

作出判断。因此，一旦官方媒体缺位，未能及时发布权

威信息，民众就会在个人心理的驱动下选择相信社会

评论，对其所表达的内容不辨真伪地全盘接受。因此，

在进行社会意见治理时，政府官方媒体既要对社会意

见进行“破”，即面对社会谣言等虚假信息，官方媒体要

秉持实事求是与违法必究的原则，坚决破除和惩处，又

要积极对社会意见进行“立”，即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具

体态势要及时、如实通告，公开发布准确信息，减少社

会自媒体趁机作乱的机会；同时，对于体现社会正能量

的舆论意见，要运用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宣传与引导，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

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

里”［7］，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

力，以牢牢把握在社会舆论大环境中的话语领导权与

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

第二，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宣传抗疫主流思想

舆论。意见领袖不同于所谓的网络大V，是指人民群

众中较早或较多接触真实信息的人，因其具有较强的

社会责任感和综合能力，其意见在一定范围内被公众

广泛接受与认可。在社会舆论环境中，意见领袖主要

发挥传递信息给周围普通受众，解读、评价相关信息意

见的作用，对普通受众的言行产生导向影响。由于意

见领袖在一定范围内社会认可度高，与其他媒介相比，

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效果更加显著。例如，在此次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钟南山院士因其敢讲真话、一

心为民，83岁高龄依旧奋战在抗疫一线，赢得了全国

人民的赞誉，成为全国人民的意见领袖。“听钟南山的

话”“钟南山让什么时候动我就什么时候动”是人民的

心声，事实证明钟南山院士的意见对疫情防控产生了

极大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社会群体中具有睿智眼

光、较强社会责任感且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员要充分

发挥其意见领袖的作用，积极向大众宣传抗疫主流思

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民众存在的疑惑给予解答、

提出建议，发挥好政府与民众之间信息交流的纽带

作用。

第三，发挥社会媒体的作用，与主流思想舆论同频

共振。随着全媒体的发展，社会媒体对人民群众的影

响日渐增大，壮大社会主流思想舆论，社会媒体的作用

不容忽视。在全媒体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要应势

而动、顺势而为，推进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专业性媒体

与大众化媒体融合发展。商业平台与大众化媒体要为

主流媒体和专业性媒体提供支持与补充，在官方媒体

的引领下弘扬社会正向意见与主旋律。在此次疫情防

控工作中，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模范榜

样，他们的言行与精神是抗疫主流思想舆论的核心与

灵魂。社会媒体应提高舆论宣传站位，辅助主流媒体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对抗疫先进人物的事迹与精神进

行大力宣传弘扬，呼吁社会大众见贤思齐。通过社会

大众媒体的宣传弘扬，在全社会形成正能量的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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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社会民众抗疫热情，营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氛

围，为解决疫情危机提供精神动力和良好舆论环境。

结 语

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重

要方面是社会意见治理。疫情危机下，对疫情意见进

行治理不仅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现实要求，也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病

毒固然可怕，与病毒同样可怕的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社

会意见的过度分裂。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社会意

见分裂的蝴蝶效应不容忽视，亟须整体性的社会治理。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

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

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

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

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6］（P148）对疫情中表现出

的复杂意见进行科学治理，迫切而必要。从社会意见

治理的本义出发，在保障社会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通过

对社会意见区别对待，合力治理，规范言论行为以进行

“治”，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以进行“理”，引领抗疫话语总

基调，使代表正能量的主流意见以绝对优势压倒社会

失范出格意见，净化舆论环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营造健康的舆论生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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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纳入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之

一，2020年3月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

导意见》，要求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

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应该

说，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健全，生态

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不断精细，展望“十四五”乃至更长

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成

效，关键就是执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就

是把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

治理效能，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美丽中国。

一、生态环境政策执行效果

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

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目前，

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四梁八柱”已经成

形定型，各地要自觉尊崇生态文明制度、严格执行生态

文明制度、坚决维护生态文明制度，确保生态环境政策

的效果显现。

自觉尊崇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客观承认区域生

态环境本底差异的实情，要清醒认识区域生态环境分

化趋显的现实，要推进分区施策，甚至一区一策。事实

上，我国国土辽阔，多样性、非均衡性、脆弱性的特点突

出，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各异，发展基础、条件

和水平不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就必须采

取差异化的生态保护策略［1］（P1），为此，“十三五”生态

环保规划就提出“分区施策”，追求环境质量改善要“以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为导向，分区域、分流域、分阶

段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任务”，落实空间管制时

要“实施差异化管理，分区分类管控，分级分项施策，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新老生态环境问题交

织，过去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尚难完全消除，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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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分散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许集聚发生，过去不太突

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或许陆续凸显，过去不曾显现的生

态环境问题或许突发暴发，这就需要构建现代环境治

理体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让各个地区都能应对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都能

胜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任务。

严格执行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真作为，坚决杜绝

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在以中央政府为中心

的统一体制下［2］，生态环境政策能够得到执行。不过，

我国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

本扭转，大多数研究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执

行所致，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不完全执行是阻

碍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因素［3］（P36）。事实上，地方政府

的行为选择存在主观选择性［4］（P1143），自上而下的压力

是有必要，地方政府也会有所行动，但容易形成政策输

出，或许是用文件去落实文件，那只是压力的层层传

递，而不是必然的、具体的政策结果和执行效果［5］（P287）。

生态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生态环境质量的有力改善，

要压实地方政府主导责任，这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环保

真作为［6］（P25），要加大环保投入，改善生态环境基础设

施，切实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防范环境风险，确保生态环境安全；要健全环境法

治，通过立法、规划从源头预防新的污染排放，通过监

管、执法守住底线不让非法排放生存，不让环境损害

发生。

坚决维护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发挥地方政府的

创造性。事实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

各地区的创造性实践，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蕴藏于

其中的“企业家才能”来促进市场发育［7］（P4）；在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地方政府作用至为关键，始终贯穿于我国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处理之中［8］（P203）。应

该看到，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生态环境问题区域

性特征，使得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解决各地区生态环

境问题难度较大。展望“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变革仍将持续深化，工业化将全面完成，

但工业化重点和产业集聚将发生重要变化，城镇化步

入后期但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

二元结构仍尚难根本扭转，因此，更需要发挥地方政府

的创造性执行，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文明高水平建设的融合协同。

二、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的制度保障

地方政府是行为主体，也是积极行为的责任主体，

发挥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给

予地方政府实事求是的行为空间。

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的制度保障，核心就是地方

政府推动发展的强力激励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主导责

任落实的制度能够相容。应该说，粗放型的发展方式

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9］（P4），曾经经济增长是地

方政府考核最为关键的指标，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追

逐 GDP 的增长而陷入“晋升锦标赛”［10］（P33），进而会

放松环境规制、降低环境标准，对生态环境形成压

力［6］（P25）。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

要全面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加

快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保护和发展是辩证的统

一，两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

保护是“缘木求鱼”，一味保护而没有发展，保护最终将

无从着力；脱离保护搞发展是“竭泽而渔”，一味发展而

没有保护，发展最终将无从立足［11］（P36）。转向经济高

质量发展阶段，不是为了生态、为了环保而不要开发、

不要发展，而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山水

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多重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形

式、大众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12］（P4）。新时代以来，基

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弱化了甚至放弃了对一些地区（如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GDP考核，《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

“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

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与此

同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还出台

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可

以说，目标激励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松”、在生态环境

保护上的“紧”，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目标

激励相容。此外，也要给予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尝试、探

索、创新的容错可能，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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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首次提出可实行容错机

制，进一步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目标激励相容。

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的制度保障，还在于严明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要强化追责惩戒，维护制度权

威，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

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使对制度执行的外在监督化

为推动制度执行的内在动力。制度执行的效果，在于

加强监督；监督作用的发挥，在于结果及时反馈。从约

谈、综合督查、环境保护督察，再到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13］（P5），这些“督政”手段能够大大推动地方政府严格

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不仅在于权威上升、力度增强，还

在于及时向全社会公布督察结果，让不完全执行、不执

行曝光在阳光之下。同时，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通过“督企”落实污染企业的治理主体责任。当前，环

境政策正从行政管制、市场手段向环境信息披露政策

的延展和转变［14］（P160），要进一步推动建立和完善上市

公司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以及一些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的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让污染排放者、环境破

坏者无处遁形，还要通过环境信息披露的信号作用去

优化绿色金融体系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让金融资源

从污染性企业中逐步退出，从污染性行业中逐步淡出，

更多投向绿色企业和绿色产业，带动其他资源的重新

优化配置［15］（P25），促进绿色发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此

外，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也是

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的运行机理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构

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

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

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体系

正在稳步推进当中，建设成效正在积聚迸发当中，一些

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如河（湖）长制已得到全国推

行，效果显著。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

（一）执行要落地

创造性执行的前提是执行不走样，更强调执行有

效，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不是不作为，用

文件落实文件，“上下一般粗”“左右一般齐”，或者是瞎

作为，简单的“一刀切”或层层加码，甚至把好经念歪，

借生态环境保护名义乱作为［16］（P112）。在生态环境政策

执行中，不可否认，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这

决不能成为欺上瞒下的勾当，更不能成为讨价还价的

余地。一些生态环境政策在制度上可能存在模糊之

处，其本意就是要发挥地方政府的创造性，地方政府不

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泻千里；一些生态环境政策在执

行中可能会影响地方的短期利益，但这决不能成为地

方政府不完全执行的借口，要着眼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生态环境政策的执行落地，要大力提升基层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县级生态环

境部门的治理能力建设。2016年9月《关于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印发实施之后，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还根据

机构改革、垂改（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直管理制度）和综合执法改革要求有所强化，划入了发

展改革、国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相关生态环境保

护职责，以及国土、农业、水利、海洋、林业等部门相关

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不过，人员配备、能力

建设等还远达不到全面现场生态环境执法、完全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要求。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地方政府创造性执行，应回

归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中去，要把

握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减缓所形成的窗口

期。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仍不能很好正确处理发展和

保护的关系，仍没有严格执行生态文明制度，仍没有很

好地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推进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提高政

治站位，紧密结合实情，立足生态环境本底，瞄准生态

环境改善目标，进一步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倒逼作用，

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协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积极探

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新路子。

（二）规划要协同

规划是生产力，是制度执行的有力抓手。据不完

全统计，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类规划有80多种，各类规

划不可避免存在“部门主张”，甚至是“各说各话”，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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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换届或领导人变更，往往也会带来规划变更，因

此，要大力推动“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一届接

着一届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实践中，地方政府中战略性群体的能动作用往往

能够创造性执行，具体表现就是规划协同。规划协同

最容易体现的是指导原则，生态优先也好，绿色发展也

好，都能体现在各类规划的指导原则中，不过，并没有

找到统摄性指标予以贯彻或指引。规划协同最富有挑

战的是空间落地，自然资源部门有“三区三线”（城镇、

农业、生态三类空间以及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生态环境部门有“三线

一单”（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和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

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19年《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四体系，然而，空间规划

落地、空间有效管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生态环境

保护而言，至少要求发展改革部门主导的发展规划（和

产业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生态

环境部门主导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指标、空间等方

面的“多规合一”，进而要求多部门的高度协同。

规划协同还需要区域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空间、

尺度大多是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往往都是区

域性的和流域性的，因此，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区域协同

治理，以及跨行政区域的规划协同。较长一段时间以

来，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流域环境综合治理、流域生态

补偿、区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等都有区域性规划协同

的成功实践，需要进一步增强跨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

控能力和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执法要服务

生态环境有很强的外部性，也很脆弱，一点小污

染，就有可能需要大投入去治理，甚至酿成生态风险、

造成生态安全事故，因此，严格环境规制、严格执法，就

是要堵住、防住污染排放、环境损害的行为。当然，严

格环境执法也要给企业出路，让“企业必须”“企业应

该”变成“企业可以”“企业能够”，在告诉企业不应该做

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同时，也要告诉企业如何去做，甚

至帮助企业如何去做，也就是说，对污染企业不是一关

了之，对污染行为不是一罚就完，还是要提供优质生态

环境服务，切实做好简化行政审批、减税降费等“减

法”，做好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乘法”，推

动企业的积极环保行为，让企业自觉成为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生产主体和行为主体。

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制性制度和诱致性制

度要并重。生态环境立法、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前置、生态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等都是强制性制

度，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让企业守法成为常

态。与此同时，也要大力发挥诱致性制度的作用。企

业是经济主体，是因应经济活动而生的一类主体，要让

环境执法通过成本、收益进入企业经济活动循环之中，

进而通过经济规律而发挥作用，否则，自然资源、生态

资产、生态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都面临着实物量、

物质量、价值量和实际价值价格体系直接对接的挑战，

很难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也就很难直接发挥作用。

四、结 语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仍需咬紧牙

关，还需爬坡迈坎；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依然需要依托我国国

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依然需要坚持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就要求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

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效能，切实改善环境质量，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建设美丽

中国。

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和生态环境问题区域性特

征，使得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和解决各地区生态环境问

题难度较大，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的创造性执行，要建立

必要的制度保障，核心就是地方政府推动发展的强力

激励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主导责任落实的制度能够相

容，还需要构建合宜的运行机理，让地方政府可为、能

为、愿为，推动企业的积极环保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高水平建设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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