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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 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引发的思考

姚选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面对当前亟须引起重视的党内政治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要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政

治上的绿水青山”这一廉洁政治建设总目标，内涵丰富，其中干部清正是其基础内容，政府清廉是其关键内容，政治

清明是其核心内容。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首先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廉鄙贪的良好政治氛

围；其次要强化教育引导，增强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自身拒腐防变之能力；再次要健全公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

增加政府及其部门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其四要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长期确保对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关键词：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廉洁政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6-0005-08

收稿日期：2020-08-2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我国政党制度生成政治逻辑研究”（XSP20ZDI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长时间积

累起来的矛盾导致怨声载道、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垮

台，其中贪污腐败成为某西方霸权国家借以引爆这些

国家“颜色革命”的“导火索”。众多事实表明，国家政

府腐败问题愈演愈烈，长时间得不到有效扼制，最终必

然会导致“城头变幻大王旗”。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

成果显示，部分违纪违法案件，其严重程度超乎人的想

象：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1］（P37）

一方面，坚决反腐“零容忍”、建设廉洁政治，确保党的

肌体健康，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另一方

面，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亦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党

员干部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鉴于“这些年

来，党内政治生态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2］（P506），

在反腐任重道远之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郑重

提出，要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实现政治上的

绿水青山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

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反

腐倡廉的信心和决心。营造和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是保持党之先进性纯洁性、提升党之长期执政能力

的重要基础，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保障，是实现

国家长治久安稳定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必要条件，有着紧迫之现实意义和深远之历史意义。

一、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之提出及基本内涵

2016年的新年贺词首次提出了“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廉洁政治建设总目标总要求。在该贺词中，习近平

总书记说：“我们要树立必胜信念、继续埋头苦干，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结

构性改革，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开好局、起好步。”［3］（P12）关于营造政治上的绿

水青山之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用一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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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系统思维来应对当前中国社会中亟须引起重视的

政治大环境问题或政治生态问题。生态学的系统思

维，不仅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矛

盾的“良方”，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

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

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

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

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

展之路”［4］，而且亦可用来应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政治大环境或政治生态之优化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

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

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

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

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5］（P97）这种应对目前政治

生态问题的方式，显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应

付，而是一种抓问题之核心症结的根本性解决，能够有

效破解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安全问题。

一般而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系统主要包括

三大构成要素，分别是作为政治权力执掌者的国家或

社会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或社会之公共权力代表的政

府及其部门，以及作为管治过程的国家或社会公共权

力运行。［6］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逻辑，廉洁政治建设

的总目标就应包括三个子目标，即国家或社会公职人

员之清正、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之廉洁廉价、国家或社会

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之公正透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么，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自然就是廉洁政

治建设总目标的子目标和基本构成内容。当前中国社

会中的政治大环境或政治生态问题集中表现为廉洁政

治问题，那么，进行廉洁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实现

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就是旨在解决“三清”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

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

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1］（P37-38）在此意

义上讲，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之基本内涵就是实现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

具体来讲，所谓“干部清正”，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包

括领导干部，做人办事，光明磊落、奉公守法、廉洁自

律、言行一致、顾全大局、公私分明、一身正气。［7］也就

是说，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做人正派、办事公正、从

政走正道；主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捍卫自身的信

念防线、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敢于接受广大人民群众

监督，将主动接受各方监督看作一种政治智慧、当成一

种关心爱护、变为一种自觉行动。所谓“政府清廉”，主

要是指国家党政机关正确运用广大人民群众赋予的公

共权力，积极努力地推进政府及其部门职能转变，建设

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8］也就是

说，政府及其部门常常主动地以尽可能少的社会消耗

（即低成本）为整个社会和广大公众提供尽可能多、尽

可能完善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即高产出）；其公共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既是实体公权力内容的公开，亦是公权

力运行程序的公开；其机关部门具有自我约束的法治

意识和法治思维，这种意识思维既存在于各个机关部

门在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对自己行为尺度的控制上，也

存在于执掌权力之主体在遵守相应党纪国法行为规则

的举止行为上。所谓“政治清明”，主要是指在整个社

会中形成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社会各层

级、各领域、各方面的公共权力都在阳光下透明行使，

政治生活不仅氛围和谐而且清廉廉价。［8］也就是说，维

持各层级政府及其部门之公权力运行的官民交往关

系、行政权力架构、日常管理决策、总体价值取向、文化

氛围品质、意识形态状况等，均展现为一种相对开明、

相对开放、相对清朗、相对健康的良好状态。

可见，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主要有三层内涵，其

中干部清正主要涉及的是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之个

体层面的清廉问题；政府清廉主要涉及的是政府及其

部门层面之公权力运行的廉价问题；政治清明则涉及

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政治运行之全过程的廉洁问题。

“清正”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做人立业之

本，共产党员都要以清廉为荣、以贪腐为耻，严格依法

依纪依规行使广大人民群众赋予的公权力；“清廉”是

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人民政府没有了“清”“廉”属性

就会丧失其人民性，要把“清”“廉”的要求与公权力之

行使结合起来，凸显人民政府服务的公正性和廉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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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世俗政治生活的一种道德期

待，亦即将清明视为各项政治事务或政治活动的基本

规范和准则。循此逻辑，政治上的清明需要国家公权

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当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作为

其重要前提和基础，并且唯有形成稳定之政治清明的

政治生态，才会造就、培育和催生出用之不竭的清正干

部，政府清廉也才会有真正之可能。

二、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目标之内在结构分析

“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不仅是一个概念或名词，作

为廉洁政治建设总目标，它还是一种理念，有着丰富的

结构性内涵。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是政治

上的绿水青山目标或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的基本内

涵。没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就不可能实

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与政治

清明这三者之间既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又具有相对的

独立性。

（一）干部清正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之基础

内容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2］（P52），干部清正是广

大老百姓最看重，也是最为期待的干部（领导）品质，是

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基础内容。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作为公职人员，是

公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他们自身清正与否，会直接

影响着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建设效果，最终决定着

政府清廉与否、政治清明与否之结果。

具体来讲，其一，干部清正，就是党员干部包括领

导干部，都能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9］（P142）一者，

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强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另者，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坚定

党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增强自身拒

腐防变的意识和提升自身拒腐防变的能力，自觉地拒斥

腐败，经受住任何条件和形式的考验。其二，干部清正，

就是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

观，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不滥用公权力。［10］（P95）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

心、常思贪欲之害，自觉遵守国法党纪党规，其信念防

线、道德防线和法纪防线就牢不可破，否则偏离公权力

运用的正确方向和正常轨道，就会滑向腐败犯罪的深

渊。其三，干部清正，就是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按

照“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有意识地形成健

康的生活情趣，秉持高尚的精神追求。［11］（P286）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主动加强自身的品行修养，主动摒弃

不良欲望，主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不贪图物质享受、

不沉湎于感官刺激，加强对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的教育与约束，决不允许利用公权力影响为自己谋取

不正当私利。一方面，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主动

地与人民群众交朋友，主动地与身在基层的同志交朋

友，主动地与“先进”“模范”交朋友，主动地与大专家大

学者交朋友，见贤思齐。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在选择自己爱好的问题上，主动地“爱”之得当、“好”

之有道，自觉陶冶自身情操、完善自身人格、提升自身人

生价值，不在金钱、美色、交友等方面犯“低级性错误”。

如果广大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能够将清正内

化为自己做人做事、行使公权力的信念，那么，在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些“关键少数”的示范性影响

下，整个社会的公权力运行氛围定然会焕然一新，政治

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之实现亦有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政府清廉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之关键

内容

政府是公共权力机构，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办法

不与政府及其部门这种公权力单位机关打交道的。政

府清廉对于保证干部清正、实现政治清明至关重要，在

相当程度上起着承上启下之关键作用，是政治上的绿

水青山目标之关键内容。

具体来讲，其一，政府清廉，就是政府及其部门能

够很好地把清廉要求与公权力行使有机结合起来。清

正廉洁是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党政部门的根本宗旨，清廉的政府会把实现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尽可能地让源自于人民的

权力充分满足人民的公共产品需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

能够满意，“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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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2］（P51-52）。

同时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亦严格符合宪法、法律等国家

法的规定。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自然是亲民的，也是

跟广大人民群众距离最近的。其二，政府清廉，就是政

府及其部门能够很好地把提供公共产品之公权力的公

正性与其运行成本的低廉性相统一起来，向社会和老

百姓提供公正、便利的公共产品，公平对待、统筹兼顾

全体社会成员。国家政府及其部门，一般不直接从事

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直接从事精神资料的生产，其基

本职责是进行社会公共管理，所履行的是社会公共管

理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

过程中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本“消

耗”，只能是通过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即公权力服务来

获得补偿，而若超过了一定成本限度“红线”，就会产生

与社会发展所期求于它之功能效益方面的落差后

果。［12］也就是说，清廉的政府积极倡导优良的政风，奉

行艰苦奋斗精神，厉行节约高效处事方式，尽可能降低

行政成本，想方设法把特定时期总是有限的财力都用

在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最急迫的地方或领域，用在人

民对美好生活之向往的最迫切需求上，特别是用在改

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上。其三，政府清

廉，就是政府能够对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严格教育、

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滥用公权力、以公权力谋私的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严加惩治，实施“零容忍”。

清廉的政府会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等国家法所规

定的正常轨道上运行，主动地把公权力关进党纪国法

制度的笼子里，用具体的制度来管人、管权、管事，让制

度刚性运行，确保政府及其部门的各项工作都在国家

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合理、有序、稳定地展开，从制度的

源头上不给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以滥用权力、以权

谋私、权力寻租的丝毫空间。［13］（P12）也就是说，清廉政

府的部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更

加重视正当程序意识，依法保护、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对

政府及其部门的外部监督，不断健全人民民主制度、政

务公开制度及其细则，主动最大限度地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置于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政府

及其部门无法懈怠，亦不能懈怠，更是不敢腐败。

如果政府及其部门用清廉的标准来严格规范自

己，并内化为其履职理念，那么，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

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14］（P333）这种制度化公权力之效果辐

射下，干部清正将成为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不仅应

该效仿的范例，而且会成为他们“必须为”的政治义务，

整个社会则在清廉政府的带动下，变得更加和顺和谐，

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氛围亦会更加凸显。

（三）政治清明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之核心

内容

“海晏河清、朗朗乾坤”［2］（P52），政治清明在一般人

看来，就是国家法律制度健全、公权力运行透明、政府

用人唯贤、政治决策科学、为政领导开明，以及风清气

正这样一种浓厚的政治文化氛围。政治清明是自古以

来中华仁人志士（尤其是儒家士大夫）所追求之公共权

力运行的健康形态，也是指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社会

范围内政治生态系统健康和谐这样一种良好状态。干

部清正与否、政府清廉与否，其最终的衡量标准是政治

清明与否，在此意义上讲，政治清明是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目标的核心内容。

具体来讲，其一，政治清明，就是国家领导人集体

清廉、明智。政治清明之国家或社会的治理者或掌舵

者，一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信奉的政治理念，

凭借其治国理政的高超政治实践智慧，做出符合国家、

民族利益的系列重大战略决策。［9］（P295）另者往往以身

作则，清正廉洁，用自己及身边人的切身示范，促成良

好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大政治

环境或良好政治生态。其二，政治清明，就是构建起

“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相互制约”的公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清明的国家或社会，合理划分和分解公共权力，科

学配置公共权力，划清公共权力的边界，明确公权力行

使的责任主体，形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公权力运行机

制。一方面，政治清明的国家或社会对公权力行使实

行严格约束，科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使决策权、执行

权、监督权等各类公权力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使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定权限依法行使公

权力，履行好各自的职责使命。另一方面，国家或社会

治理者自觉接受各方监督，自觉落实民主集中制组织

原则，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让公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切实推进政府及其部门的公权力运行公开

化、规范化、程序化。［15］（P92）其三，政治清明，就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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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运转，政治稳定质量高。一方面，政治清明的

国家或社会追求一种“变”与“不变”相互制约的有序动

态平衡，亦即发展中的动态稳定这种良性稳定状态。

在这样的国家或社会中，广大普通民众不仅能够感受

到政治的民主性、权力的公共性等政治氛围，而且在内

心中会不自觉地增强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之政府形象的

认知，并产生对现存政治架构、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

深度认可。［16］另一方面，政治清明的国家或社会坚持

依法治国，习惯强调法治建设。［17］（P22）政治清明的国家

或社会健全以宪法为中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坚持

并不断完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

化制度、基本社会制度等，增强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

创造条件养成公民之法治思维，自觉地按照宪法法律

和规章制度办事。

可以说，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清明目标一旦实

现，那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国民会内在

地感觉到做人的尊严、无比的自由舒适等，政治上的绿

水青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政治清明的良

好状态。

总体来看，干部清正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

基础内容，若没有这个基础，一者政府清廉没有可能，

因为政府及其部门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来

具体操作运行，另者政治清明也没有可能，因为它是干

部清正、政府清廉这种廉洁政治或行政行为产生的结

果。政府清廉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关键内容，

若没有政府清廉这种强有力之制度机制的支持，干部

清正则只能是个别现象，甚至还要承受“劣币驱逐良

币”的后果，政治清明就更是没有可能，因为社会政治

风气主要是由政府及其部门来强势带动的。政治清明

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核心内容，因为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它是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的指向标和最终衡量标准。

三、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目标之基本取径

一如上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是政治

上的绿水青山总目标的子目标和基本组成部分，自然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是营造政治上的绿水

青山或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主要途径和基本

措施即基本取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政

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基本内容要素，可谓三者缺一

不可，其中干部清正是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

微观层面基础内容，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

的个体廉洁问题；政府清廉是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目标的关键内容要素，着力解决政府及其部门组织层

面的廉洁问题；政治清明是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

标的核心内容要素，着力解决社会政治大环境或政治

生态的廉洁问题。在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总目标的

总框架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实现该总

目标的三个具体目标或现实指南。基于这样一种思想

认识逻辑，我们可以从以下基本取径来实现政治上的

绿水青山目标。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廉鄙贪

的政治氛围

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是一个系统工

程，［18］（P8-9）首先要“造势”，要在全社会中形成一种廉政

文化氛围，亦即干部清正是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做

人做事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难为情”的事情。

廉政文化建设，就其要义而言，当以系统的廉政理论为

统领，以切合时代特点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有效管用

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易传播易扩散的廉政文艺为载

体，围绕廉政主题举行一系列文化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举措，经由文化艺术的形式或方式、运用文化熏陶的

“润物细无声”力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以廉为荣、

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营造一种好的道德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氛围。

具体来讲，一要尽可能拓宽或扩大廉政文化建设

平台。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教育面向全体

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要坚持多

渠道、全方位、多层次推进的工作原则，尽最大可能地

扩大廉政文化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廉政文化理

念传播到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各个角落。二要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长效机制。廉

政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工程，不仅要推进有力，

亦即需要各方的高度重视，而且更是要推进持久，亦即

需要体制机制的有力支撑。一方面，建立由各级党委

政府统一领导，相应纪委组织协调，相关党政部门各负

其责各展所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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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另一方面，要面向全党全社会，把思想教

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等有机地结合起来，［11］（P584）将廉政文化建设纳入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之中。三要强化廉政

文化理论研究及实践创新。要继续加强对廉政文化的

思想内涵、地位作用、基本特征、实践路径等一系列问

题的研究，［19］（P637）尽可能快地形成高水平、系统化的理

论成果，引导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在高质量廉政文化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引下，廉政文化

建设要因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充分发挥微博、

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媒介工具对古今廉政文化元素的

有效传播和扩散功能，让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及

时跟上新时代步伐。

（二）强化教育引导，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拒

腐防变能力

干部清正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基础内容，

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就应该“从基础入手”，增

强广大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自身的拒腐防变能力。

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是该项系统工程能否完工或成功的关键性力

量。［11］（P587）增强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要坚持“教育为先、预防在前”的工作理念，通过充分挖

掘各方面教育资源，特别是他们“身边”的廉政资源，常

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党纪国法之纪律和规矩意识。

具体来讲，一要加强示范教育，增强自身的自觉

性。增强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要

尽可能选树和宣传他们“身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

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先进典型，通过抓实典型示范教

育，切实有效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二要加强警示教育，增强教育

的针对性。增强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

力，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的过程中，

经由观看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片、进行实地考察教

育等方式，以“身边”发生之触目惊心的腐败问题为反

面教材或利用发生在“身边”之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

来教育警醒“身边”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三要加强

提醒教育，确保教育的时效性。增强党员干部包括领

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要从一味地事后惩处教育逐

渐转变为预防提醒教育，实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止小问题

酿成大危害、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损失。一方面，在重

要时间节点（如春节、中秋节等法定节假日，特别是传

统节假日前夕）通过提前下发通知、发送廉政短信等方

式开展提醒教育；另一方面，对违纪情节轻微、不需立

案以及党员干部（领导干部）思想、工作、作风方面之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应通过信访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

方式及时进行提醒教育。［9］（P186）

（三）健全公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增加公权力

运行透明度

政府清廉是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的关键内容，

而政府清廉与否的关键内容要素又是政府及其部门公

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目标，要

努力健全政府及其部门之公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机

制，强化其公权力运行过程的内容和程序公开环节，切

实确保其公权力运行的内外透明度。［11］（P53）

具体来讲，一要健全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机制和

程序。对政府及其部门之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监督，

首先要加强对政府及其部门之决策权的制约和监督。

加强政府及其部门决策的论证、听证环节的制度体系

建设，不断提高政府及其部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

法决策的依法行政水平，尤其要建立健全政府及其部

门决策问责机制及其纠错机制。二要增强政府及其部

门公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方面，要推进政

府及其部门公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权力公开不只是向

部门或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公开，也要向其他社会成员

公开，既要接受本单位干部职工包括领导干部的监督，

也要接受其他社会公众等“陌生人”监督。另一方面，

要推进政府及其部门公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进一步完

善政府及其部门公权力公开的机制程序，明确其公权

力行使的幅度和依据，明确其公权力公开的内容、范

围、形式、载体和时间。三要健全对政府及其部门公权

力的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持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

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13］（P12）加强对政府及其部门公权力

的监督，必须构建完善之政府公权力的监督体系，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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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会各方对政府及其部门公权力行使的监督作

用，使监督覆盖到其公权力行使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

面。习近平总书记说：“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

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

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20］想达成此目的，就要加强

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真正做到让

人民监督政府公权力，让政府及其部门的公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四）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确保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教育千遍，不如追责一次，实现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目标，就要让党纪国法刚性运行，对党员干部包括领导

干部之腐败行为“零容忍”，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夺取并长期确保对反腐败斗争之压倒性胜利。［21］（P7）

具体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以“零容忍”的态度惩

治各层次腐败。坚决查办违纪违规违法贪腐案件，不

开天窗，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一者，不仅要继续

坚决查处贪腐方面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群体中间的滥用权力、贪污贿赂、失职

渎职案件。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

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

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

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2］（P52）而且反腐倡廉，查办违

纪违规违法贪腐案件，亦要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有

切肤之痛的群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为此，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2］（P52）严肃查处损害人民群众

切身权益的案件。另者，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

腐败的实际行动，赢得广大老百姓的口碑、支持和信

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只有“以反腐败永远

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2］（P36），才能够跳出“历史周期

率”，确保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要在

“治标”基础上更进一步强化“治本”之基础。我们同时

要走一条制度反腐的新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不断

加强党和国家廉政立法。［11］（P53）一者，根据制度的“必

要性、科学性、可行性”要求，对现行反腐倡廉各项制度

进行全面梳理和研判。按照“坚持、完善、废止”的处理

方法，对与新时代反腐倡廉实践相脱节，与新时代党和

国家法规党纪制度相违背的规定予以废除，对制度本

身存在缺陷、不适应新时代形势发展要求的规定要进

行修订，对不便操作的规定要进一步细化。另者，就现

行反腐倡廉各项基本制度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具体

操作办法。对因人为原因造成制度不能落实的，提出

具体纠正措施和追责机制，按照科学管理规范操作的

要求，强化现行反腐倡廉制度实施的各项基础工作，做

好各种台账、会议记录等，并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

检举举报平台。

四、代结语：

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直面各种重大风险考验和

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

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

生活焕然一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更加巩固，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浴火重生，

重新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20］党内政治生活出

现全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全面好转，这一成绩的取得

来之不易，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刚性反腐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结出的累累硕果。

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我们应以“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的勇气和毅力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

山，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全面从严

治党诸项工作的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时同向

发力，一方面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一方面抓住党员

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零

容忍”之态度惩治腐败、刚性反腐，不断增强我们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

持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实现党风、

政风、社会风气持续向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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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春伊始，一场世所罕见、异常凶猛的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

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疫情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始终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多次就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亲自指挥部署，带领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的

“战疫”答卷。健康是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标志，是

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不管在地方还是党中央工作，

习近平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事业，从治国理政、民

族复兴的高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

健康新理念。当前，尽管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但国外形势却不容乐观，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习近平关

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为彻底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有力

指导。

一、习近平关于

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吸收和借鉴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

扬了党关于人民健康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理论素养。

（一）灵魂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色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公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

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

光芒。

1.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按照马克

思主义公平理论，要“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

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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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1］（P460）。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公平性是虚

伪的公平，而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习近平

将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延伸到卫生健康领域，强调要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让广大人民群众

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

等健康服务”［2］。

2.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

论。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

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

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

畜［3］（P199）。马克思认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本

质，人如果没有足够自由的时间，就不能发展自己的兴

趣爱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健康水平，人的自由时间

相对延长，就有更多的时间满足兴趣爱好，从而更好地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的

最高价值追求。健康是人的根本，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也必然要求是一个健康的人。习近平强调健康是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2］，把卫生与健康事业上升

到了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高度，充分丰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3.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

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以及生产工具构成的，生

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按照“两种生

产”理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

进行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4］（P13）对人产生重要影响的

因素也都会对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也强调，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2］，如果卫

生与健康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制约经济发展”［2］，从而

将健康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二）实践上吸收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民健康的

探索成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保障人民的健康同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带领人民革

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

情、保障人民健康的卫生健康事业。

1.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

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号召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向他学习；在改革开放

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提出了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核心的卫生健康工作方

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

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基本医疗保障网络，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显著

提升了人民健康水平。

2.大力培养和关心爱护卫生健康人才。在革命战

争年代，党就提出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优秀医

务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又强调要培养

“又红又专”的卫生专业技术人才。习近平多次提出要

关心爱护医务工作者，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他

强调，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务必高度重视

对他们的保护、关心、爱护［5］。

3.关心农村卫生和健康事业。中国共产党人历来

重视农村卫生和健康事业，毛泽东曾经对中国的农村

卫生状况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

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6］（P387）。江泽民曾经强调，只有

切实搞好农村卫生工作，才能使我国卫生状况在整体

上有一个大的改观［7］。胡锦涛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

医疗卫生事业，巩固和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8］。

习近平非常关心农村卫生健康事业，多次到乡镇卫生

院、移民村卫生计生服务站等农村医疗机构考察，实施

农村厕所改造工程，提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

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三）内容上蕴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关于人民健康方面的史籍经

典资料也非常丰富，除了系统论述中医学的《黄帝内

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书籍外，包括儒家、道家等在

内的各种学派也都有大量的相关论述。

1.提倡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卫生与健康方

面，体现了民本思想，比如管子曾经五次督促齐桓公推

行九惠之教，其中之一就是“养疾”，中医经典古籍《黄

帝内经》中的民本思想更加突出，如《素问·宝命全角

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并提出要全力以赴救治感

染患者，要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充分体现了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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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

2.提倡“治未病”。中国传统文化对养生“治未病”

思想关注较多。早在2000年前，医圣张仲景在《金匮

要略》中就提出“上工治未病”的理念，《千金方》指出：

“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

文化“治未病”的思想，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习近平

就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要将预防关口

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3.提倡“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要

了解和尊重大自然，要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一种和谐

平衡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得人类更加健康。如道家提

出了“顺应自然、与天地合参”的养生方法。中医理论

也认为，人应该按照自然界阴阳五行变更的规律来调

节自身生活，从而促进身体健康，实现延年益寿。如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习近平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

基础，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9］。

二、习近平关于

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既有理论

上的创新性，又有实践上的指导性，是新时代人民健康

事业的伟大宣言书。

（一）逻辑起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P411）。中国共产党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具体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个方面。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习

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维护

人民健康权益放在重要位置。”［1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健

康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6年的76.5岁提高到76.7岁，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

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2］。

1.人民健康为了人民。在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中，我国新组建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健康”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部委名称

中，这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健康事业的

高度关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习近平多次强调

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

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人民的利益高

于一切，疫情发生后，习近平始终关切人民关切的地

方，他提出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以及“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及时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保障调度工

作，要求关心关爱确诊人员以及隔离人员，并做好心理

疏导工作，要及时解决个体户尽快恢复营业的问题，解

决高校毕业生毕业就业的问题，充分彰显了习近平人

民健康为人民的情怀。

2.人民健康依靠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

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卫生健

康事业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息息相关，应当发动群众、依

靠群众，让群众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

事业的中坚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习近

平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1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生

命力，发挥了党紧紧依靠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

优势，引导、鼓励、支持人民群众参与疫情防控，将社区

作为疫情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关键防线，推动防控资

源和力量下沉，守严守牢社区防线，使城乡社区成为疫

情防控的坚强战斗堡垒；广泛调动各地和军队的医务

工作者持续奔赴一线救治，统筹调配全国的医疗物资

和生活用品支援疫情严重地区；通过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使全体人民在精神上思想上紧密团结在一起，不但

依靠先进医疗技术，而且依靠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构

筑起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二）创新理念：树立大健康观念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树立大

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2］。这是一种全面、系统、协同的先进理念，

是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理念上的一次大飞跃，是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的具体体现。

1.大健康观念拓展了传统健康概念的广度。大健

康观念实现以“健康”替代“疾病”作为中心问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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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概念是以治病为中心，关注的是如何治好病，大

健康观念更加注重预防。习近平强调人民健康事业要

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要做好预防工作涉及方

方面面，从主观方面来说，要向全社会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从而减少疾病，通过早诊断、早治疗，实现全民健

康。从客观方面来说，要统筹推进健康教育、公共卫

生、全民健身、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相关领域改革，确

保人民健康。比如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14］，要保护生态环境，为人民健康营造良好的外部

环境。

2.大健康观念提升了传统健康理念的深度。大健

康观念将健康指标从客观化转向主观化。传统健康理

念关注的是身体的客观指标，通过客观指标判断身体

有无生病，大健康理念更加关注身体的主观指标，正如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四位一体，包括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能力［15］。因此，树

立大健康观念就要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建立健全健康

教育体系，做好心理健康及心理疾病的科普和治疗

工作。

3.大健康观念转变了传统健康理念关注的主体。

传统健康理念是以治病为中心，那么关注的主体也是

治病的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关注的重点是病人如何看

好病，医护人员如何治好病。大健康观念关注的是每

一个个体，更加强调人人参与卫生健康事业，每个人都

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践行健

康的生活方式获得健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提出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作为健康中国的战略主

题，强调要充分调动社会与个人的积极性，实现卫生健

康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

（三）价值取向：坚持人民健康事业的公益性

我国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决定了我国在人民健

康事业上必须坚持公益性。习近平指出，无论社会发

展到什么程度，都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

事业的旗帜上［16］。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

人民健康事业上的价值取向。

1.坚持人民健康事业的公益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价值追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社会主义

是公平公正的社会，对于卫生健康事业，同样要坚持公

平正义的原则，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能够相对公平地

获取卫生健康资源。坚持人民健康事业的公益性也是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邓小平

认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

活动的唯一准则［17］（P145）。江泽民也强调，卫生事业的

改革和发展，要始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

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2.坚持人民健康事业的公益性是由中国国情决

定的。进入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的需要。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卫生

健康资源有限，但“全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提无

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P146），每个人的生命健

康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坚持市场

化的方式，必然导致医疗服务机构的经济利益和患者

健康利益的冲突，势必难以满足众多人民群众卫生健

康的需求。因此，必须坚持卫生健康事业的公益性，

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合理地用来维护人民群众的健

康，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产生社

会效益较高的领域，从而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

3.坚持人民健康事业的公益性要准确定位政府和

市场的职责。各个国家实施的卫生保障模式是根据自

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综合考量的，目前各国

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主、

政府补缺型；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取消市场，政府包揽

型；三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避免市场失灵、政府主导型。

历史实践证明，三种形式均存在弊端，甚至引起了全社

会的不满。习近平认为，健康中国要确保全民共建共

享，人民健康事业不能全盘市场化、商业化，他指出，在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要有所为，在非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领域市场要有活力［2］。也就是说要准确定位

政府和市场的职责。对于基本服务，要坚持公益性，通

过健全完善制度、提高服务质量，让人民群众能够享有

公平可及的预防、治疗等健康服务；对于非基本服务，

发挥市场在卫生健康要素配置方面的优势，比如在医

务人员的薪酬等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在本次疫情防控

中，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无疑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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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健康的守护神，可

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在前方

冲锋陷阵，我们很难想象抗疫的结果，这也给我们今后

对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提供了更好的参考价值：在今后

的改革发展中，要不断扩大基本服务的范围和质量，进

一步提升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四）实现路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为更好地推进人民健康事业，习近平创新提出要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健康事业指明了实现路径。

1.健康中国的提出。健康中国最早是由原卫生部

在2008年提出的，并通过专家广泛论证，于2012年发

布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为进一步推

动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习近平首次在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提出要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强

调“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

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的卫

生健康工作方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相应作出制度性安排。习近平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

也标志着“健康中国”正式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上升

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

2.健康中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当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也必然成为国家

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指标之一。我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偏重经济发展，

忽略了生态环境恶化与人民健康，导致经济建设与人

民健康没有同步协调发展，甚至在发展过程中牺牲了

人民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把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和资源优先配置的方向，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健康保障，进一步升华了

国家治理理念。

3.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健康中国战略不是

各种卫生健康制度规则的机械组合，而是各个方面各

个条块有层次、有结构的系统工程。比如党中央国务

院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而制定的《“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就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要实现的具体目

标包括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

到有效控制、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健康产业规模显

著扩大、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等，也就是说，

健康中国涉及的指标包括健康服务与保障、健康产业、

健康生活、健康环境等，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

是某一个机构或部门可以完成的，因此，健康中国战略

需要用系统化思维来审视，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来

完成，要彻底摒弃卫生健康机构或部门包揽一切的狭

隘化思维。

三、习近平关于

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18］（P502）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牢

牢把握中国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紧扣中国新时代的脉

搏，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时代价值，也将对人类健康卫生

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新方案

公共卫生事业是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感染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防控难

度大。通过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勠力奋

战，疫情防控形势日益好转。事实证明，习近平在疫情

防控期间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对形势判断精准，对工

作部署及时有效。正如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

尔·盖茨所说，中国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果断应对和

坚定承诺，令其有望为全球树立良好典范［19］。

1.始终坚定必胜信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

近平指出，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要求，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

作［20］。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习

近平为全国人民加油打气，指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

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

心、坚定信心［13］。他还要求进一步加强舆论方面的宣

传，使党和政府的努力能够让人民群众知晓，以坚定全

社会战胜疫情的信心。习近平坚定信心的话语使人民

群众倍感暖心和放心。

2.党群同舟共济凝聚合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及时制定了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印发了《关于

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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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组织动员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

的重大政治任务，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践行初

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把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

强大政治优势，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让

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在坚持党的领

导的同时，习近平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13］，

打赢这场人民战争。各地也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

上，广泛发动群众，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聪明才智，

和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同战胜疫情。

3.科学防治、依法防治两手抓。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战胜疫病同样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习近平强

调，要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方法支撑疫情防控工

作［13］，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包括移动互联、大数

据等新科学技术都得到了应用，比如一部分运用无人

机对重点人群进行监控、火神山医院开启了远程诊断

系统等，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总结经验，进一步支持疫

情防控新技术的研发，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

强劲的科技能量。在科学防治的基础上，习近平还强

调要依法防控，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

坚持依法防控［21］。各地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时也要

坚持法治思维，要杜绝以践踏法制的方式来开展疫情

防控。

4.坚持分级、分层、分流精准施策。重大疫情防控

工作非常复杂，涉及方方面面，比如，对于地区来说，既

有湖北、武汉等重点地区，又有其他非重点地区，对于

病人来说，既有感染病人，又有疑似感染病人，感染病

人又分轻症病人、重症病人等，如果像撒胡椒面一样，

没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势必引起混乱，甚至还会加剧

疫情传播风险。因此，习近平将精准施策作为疫情防

控的总要求之一，并提出要“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

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22］，各地也要及时总

结精准施策、分级、分层、分流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健全

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二）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新路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探索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许

多的奇迹，但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习近平在

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必须积极全面推进‘卫生体

制改革’”［23］（P64），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

问题。

1.改革的目标。进入新时代，我国卫生健康领域

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困难不容忽视。比如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不均衡，城乡差距明显；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

然没有解决；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还没有完全实现。

习近平洞察到这一深层矛盾，提出要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用中国式解决办法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

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

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11］。

2.改革的任务。目标明确以后，习近平就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工作任务，他认为，当前，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

期。要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

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2］。对于医疗机构，习

近平提出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把健

康“守门人”制度建立起来［24］；药品方面，习近平强调

要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发力，彻底解决医药

领域乱象［24］；医保方面，习近平指出要完善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25］。

3.改革的依靠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

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将全面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履责尽责。习近平

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要将医药卫生工作纳入党政领

导干部考核体系。各地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

部署，加强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领导，因地制宜合理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力量，加强监管，全面深

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广大

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的作用，发达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经验证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充

分发挥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充分支持、

关心、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级党委政府也要关心

和关爱广大医务工作者，建立激励措施，为其建功立业

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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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脱贫攻坚提供新思路

精准脱贫是党中央三大攻坚战之一，面对异常艰

巨的脱贫攻坚任务，习近平指出，“因病返贫”“因病致

贫”不会随着2020年消灭贫困后消失，因此要实施健

康扶贫，并把它作为主攻方向和长期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

健康扶贫工程，努力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1.做好贫困群体的疾病预防工作。对于贫困群体

的健康来说，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也是相对低成本

的。习近平强调，要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强贫困地区

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实施贫困地区

儿童营养改善、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等重大公共卫

生项目，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方

面，我们要改善贫困地区生活环境，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等，引导贫困群

体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预防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另一方面要做好贫困地区重点地方病、传染病的

综合防控工作，如实施结核病、艾滋病、包虫病、大骨节

病等疾病的防治工作。

2.加强贫困地区医疗机构建设。贫困地区大部分

地处偏僻地方，医疗卫生水平较差，贫困群体看病找不

到合适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城市医疗水平

高，但是却人满为患，对此，习近平强调，要真正解决好

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6］。在健康扶贫工作

中，我们要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水平，

改善卫生设施，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实施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措施，探索“互联网+医疗服务”，让贫困群体

方便看病，看得好病。

3.做好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障工作。因病致贫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开支太大，导致家庭贫困，贫困户就

陷入了“生病—没钱治疗—疾病加重—没有工作能

力—贫困加重”的恶性循环，对此，要帮助贫困户解决

看病的费用问题，使他们看好病后就可以通过外出务

工而脱贫。对于解决医疗费用问题，要以新农合和大

病保险为主，以慈善救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为补

充，确保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建档

立卡贫困户，我们要全面推进基本医保的城乡制度整

合，加大大病保险的倾斜支付力度，以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为托底，确保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的全

覆盖。

（四）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创造性提出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拓

展到了卫生健康领域。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我国既对本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负责，也对全球的公

共卫生事业负责，始终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战胜

疫情。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中国为控制

疫情蔓延做出了“了不起”的努力［27］。

1.主动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维护人类健康。

习近平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积极开展

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在疫情防控中，我们积极主动地

同世卫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开展合作交流，与国际社会

分享部分毒株的全基因组序列，接受其他各个国家的

援助，也向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如针对日本、韩国医疗物资短缺，我国积极克

服自身的困难，紧急提供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以及口

罩等物资。在遏制国内疫情发展的同时，也防止疫情

在全世界的蔓延，既是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的负责任，

也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2.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展现大国担当。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致力于

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像对待本国公

民一样对待各国在华公民，保障他们身体健康。我国

还致力于减少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如积极和东盟

各国发表联合声明，主张要致力于减轻疫情对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习近平指出，要保障外贸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13］展现了中国

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职负责的大国风范和大国担

当，彰显了中国致力于开放包容的大国气度。

3.主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取得国际支持。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恐慌，世界上也有部分人对中国

存在误解，甚至有极右翼“种族主义者”乘机大搞针对

中国人的“歧视”，我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及

时同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分享信息，回应各方关切，改

进和加强对外宣传，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

发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及时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了良好舆

论氛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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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这次大考中，尽管我们交

出了优秀答卷，但也充分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

的体制机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习

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并以此为指导改革完善

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体系，进一步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保障全民健

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健

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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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The Logic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People’s Health
YAN Yong-ju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1，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people’s health is a great manifesto for the people’s health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origin，it takes the Marxist theory as the soul，the Chinese communists’prac⁃
tice and exploration on people’s health as the foundation，an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
ture as the foundation. In terms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focusing on people’s health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the concept of great health is the innovative concept，and the public welfare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s the realization path. In terms of practical value，it has put for⁃
ward a new plan for dealing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explored a new way for the reform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provided new id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and mad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health and wel⁃
fare of mankind.
KeyWords：Xi Jinping；people’s health；important exposition；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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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独特意蕴、理论资源与推进理路

—— 对2019年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

陈培永，喻春曦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且保持了热

度不减的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在国家治理的内涵以及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治理经验的理论资源，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路等问题上取得一定成果。对这些成果的分

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6-0022-10

自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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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成为包括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热点

问题，且保持了热度不减的趋势。2019年，国内学界

又出现了一批成果，仅出版的著作（多为论文集）就有

多部①，依据中国知网的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直接

相关文章有70多篇，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

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这些著作和文章探讨

了国家治理的内涵以及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意蕴，深

度挖掘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

化、西方治理经验的理论资源，尝试性地提出了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进路。对这些成果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中国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一、关于国家治理内涵

及中国国家治理独特性的研究

同样是讲国家治理，但不同的学者理解不同，对国

家治理的内涵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独特意蕴一直是国内

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个别学者是从广义层面来理解

国家治理的，他们把治理理解为古已有之的人类活动。

许耀桐就认为，治理是人类有组织地处置自身的社会

公共事务的活动。在他看来，原始社会解体后，随着国

家的出现，人类就进入了国家治理时期，其本质就是以

收稿日期：2020-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法治理念及其践行理路研究”（项目编号：15CZX008）

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喻春曦，北京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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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层建筑为中心，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

发，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安排和处理。人类社会的

国家治理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奴隶制国家治理、

封建制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国家

治理。［1］罗诗钿实际上也是从宽泛的意义来理解治理

的，他认为国家治理一直存在，而现代国家治理的本

质是理性的重构问题，体现为治理理念变迁和政府、

社会、公民等诸社会主体间权力关系的制度性重构两

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变化使得现代国家治理有了不

同的样态，表现为理想理性、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等

类型。［2］

大部分学者是从狭义层面来理解治理的，他们把

治理看作现当代的范畴，并看作是从西方引入的范畴，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着重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

内涵。陈进华认为，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

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

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

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

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

动。［3］唐亚林认为，“治理”概念引入中国后，是以解构

国家和政府的统治权威，主张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组

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治理并形成多中心治理

模式的方式，实现了在中国的转换生根。但他对从以

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向以政府、市场、社会

组织、公民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或者“多

中心治理模式”转变的说法并不同意，因为中国国家治

理的多元共治必须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

这两个重要的因素。［4］

俞可平的观点是，“国家治理”概念没有统一的英

文译法，没有西方语境的完全对应，这表明它本身就是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他比较了中西方的不同，

在治理主体上，中国包括了各级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级

党的领导机构，而西方国家通常是政府机构；在治理范

围上，中国包括中央或全国性公共权力机构的管理活

动，也包括地方公共权力机构的治理，西方则主要是全

国层面。他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有八个明显的特

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基于“路径

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以点带面”的治理改革策

略，典型、样板引领的治理改革路径，相对选举民主更

加重视协商民主，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法治与德

治同时起着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和条块结合的治理格

局。［5］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性特征进行

的比较全面的总结。

李修科则认为，国家治理不能认为完全是从西方

传入的范畴，但也不能说是完全中国特色的范畴，它本

身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治理一词在汉语和西语的使

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汉语是从治水和理玉中，英语是

从行船中，各自最终都发展出关于控制、统治和治理国

家的丰富思想。学术界在延续治理的汉语古典意义的

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意涵，其本质上是关于公共政策的

制定。与西方多用“公共治理（public governance）”不

同，中国更多使用的“国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因

此必须追问中国国家治理中“国家”的含义。在他看

来，中国的国家治理有三重内在规定性和诉求：一是，

从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必须坚持

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讨论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它有着现代性的诉求，即建构

一个现代国家；三是国家在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6］

王浦劬和汤彬认为，当代中国治理的特点在于，在

组织形态上，它呈现为立体网络结构。在价值取向上，

它体现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在治理方式上，

以“归口管理”、设置“党组”“党管干部”等组织措施，作

为落实执政党对政府体系的全面领导、实现对其组织

融入和功能整合的主要路径。在治理特性上，形成了

党政机构职能相辅相成的均衡结构，有效覆盖了边界

分明的科层制所无法触及和覆盖的空间，实现了国家

与社会的“整体性治理”。［7］

燕继荣从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的比较中把握中

国国家治理的概念和特色，他认为，新时期中国国家治

理的概念是对国家统治与国家管理两个概念的扬弃，

并继承了二者符合时代潮流的部分，比如以服务公众、

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但也有新的内涵；比如强调国家

政权需要向国家所有者即全体公民负责并可以被问

责，强调国家政权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

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国家管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

力量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淡

化了“国家治理社会”“国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等概

念，从而把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等部分纳入国家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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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了四个方

面的特色，一是追求多重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即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三是实行试点式

改革和逐步对外开放的方法；四是坚持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原则。［8］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讲清楚了治理、国家治理以及

中国国家治理的内涵，尤其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特征的

总结已经较为全面，基本都强调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

的独特性意蕴，而且实际上都暗含了与西方治理范畴

不同的必然性和正当性，这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

国家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内在结构。只是目前学界尚

未形成一致性看法，而且也大都强调了中国国家治理

的独特性，却缺少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国

家治理的共同性或普遍性的分析。无论是中国的国家

治理，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只要作为治

理，就应该有一定的共同性，在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独特

性的同时，也应该强调其与其他国家的国家治理的共

同性，以增强各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在实践层

面上推动国家治理经验的互鉴。

二、关于国家治理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思想的中国，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

理思想。挖掘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资源，从经

典文本中找到借鉴和启示，是国内学界努力的一个重

点方向。国内学界梳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

理的论述，并尝试从经典文本中寻求具有启发性的

思想。

许耀桐分析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描述的巴

黎公社所实行的国家治理，认为巴黎公社作为新型的

社会主义国家，其措施可为中国当前的治理提供启示。

这些措施具体包括：在国家的经济治理方面，公社初步

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实现了绝大多数人在经济

地位上的平等，由此保证了每一位公民在政治和社会

生活上的平等，为人民大众参与民主政治创造了有利

条件；在国家的政治治理方面，公社的规定体现了人民

大众拥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

权利，形成了比较完善全面的选举制度、监督和罢免撤

换制度；在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方面，公社全面清

除封建的、宗教的文化教育思想痕迹，实行一系列旨在

培养一代新人的文化教育措施；在社会治理方面，公社

既保持国家集中统一的权威，又规定地方自治，使人民

群众在社会各项管理事业中，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1］

陈志刚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

的主体、原则、方式、机制、目标、职能的论述：在治理主

体上，主张人民和政党的统一。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

政权后，必须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使人民成为社会的

主人，广泛地参与国家治理；在治理原则上，主张自由、

平等、民主和效率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实

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要实现民主，还必须追求治

理的效率。在治理方式上，主张民主和集中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治理，既要讲民主，

也要有权威。这一思想经由列宁发展而提出了民主集

中制原则。在治理职能上，主张管理职能和经济社会

职能的统一。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没有稳定的经济基

础、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就难以实现政治统治，所以，

国家的治理职能包括了政治和社会两个层面，且随着

国家的消亡，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也会消亡，但其社会

服务职能则不会消失。［9］

陈晓斌分析了毛泽东的“民主新路”战略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历史启示，认为其包含社会主义和人民民

主的双重逻辑：一方面，人民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把人民民主错误地理解为

各种利益集团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博弈过程；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民主，才

能避免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利益集团，并由

此逐渐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这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意义在于：一是努力创制和

形成有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性社会经济结

构；二是创制出能够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民主权利、

能够容纳人民群众高涨的参政需求的现代化国家治理

体系。为此既要更加突出提升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意

义，又要更加突出群众路线“孵化”人民民主的政治

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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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学者集中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

思想的内涵与价值，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理

论的创新性发展。曹胜亮和胡江华分析了马克思的社

会治理思想，指出它来源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市

民社会本质的认识和对巴黎公社社会治理的经验总

结，理论核心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价值目标在于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主治理，体现公平正义、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的条件和途径，包括

增加生产力总量、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满足民生需

要以及各项制度的完善等。［11］桂翔和张景泊从马克思

主体性理论角度解读了其对探索社会治理路径的启示

意义。认为马克思对人做了双重界定——“自由有意

识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它要求对现实社会关

系必须坚持批判性的向度，实践地变革或改革现实的

社会关系，为人的主体性释放，为人确证自身的创造性

活动，从而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创造现实的条件。

而探索社会治理的新路径，本质上就是探索如何进一

步解放人的主体性路径。［12］李戈从社会治理的对象、

目标和主体三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社会治理探索中的

三重辩证逻辑：第一，以大社会与小社会为社会治理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治理在政策层面的落脚点是狭

义上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小社会领域的民生建设

和关系的理顺，但出发点则是勾连方方面面的大社会

革命与改造。第二，以社会结构优化与社会价值更新

的相互补充与支撑构成社会治理的层次目标。第三，

在社会治理主体上，坚持人民主体性和党的领导。其

现实启示是：其一，进一步处理好大、小社会的辩证法，

加强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性；其二，进一步处理

好社会结构优化与社会价值更新的辩证法，摒弃社会

治理的刚性思维，推动社会在结构性变迁和核心价值

观念凝练的有机互动中走向进步；其三，进一步处理好

党与群众的辩证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格局。［13］

充分理解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认识和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理论前提，学界也对其思想内涵、内在逻辑与理

论创新做了解读。方俊认为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的

主旨在于对国家治理目的是为了谁、应以谁为中心，国

家治理的标杆是什么、目标指向何在，以及应如何实现

对公权的有效约束三个核心问题的回答，由此构建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观，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目标的治理指向观，以实现有效约束为前提的公权

监督观。［14］

何显明对习近平相关论述的重大创新意义进行了

解读。首先，它科学回答了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

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历史课题，即如何

以制度体系的成熟化、定型化，有效破解长期超常规发

展积累的众多社会问题，进而推动国家治理步入常态

化轨道问题。其次，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

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一是明确提出“不断提高运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战略目

标，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规定，拓

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

的思想内涵。二是系统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

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地位，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全面深

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三是深刻论述政府与

市场、社会的关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职能及国家治理结构的理论，深化了党对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四是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

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的思想理论。五是深刻阐述

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形式，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

体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六

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构想，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与

全球治理的内在关联，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转化为

世界史的思想，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最后，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

体系：一是突出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的核心

领导地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

体系的政治优势；二是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

准则，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人民属性；三是探

索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彰显中国国家

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努力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积

极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进取精神；四是深刻认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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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制度体系演进的内生逻辑，理性地汲取中国传统

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充分彰显国家治理及其创新的

中国智慧。［15］

这些研究成果广泛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

家治理思想，侧重于对其思想的解读、总结和逻辑分

析，挖掘了其现实意义，对我们理解国家治理思想、寻

求有益成分提供了参考。中国国家治理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必须充分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

问题为导向从中寻找更多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并依

据国情做创新性继承、转化，给出与时俱进的解读；同

时，也要充分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

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为当下的实践提供

历史参考。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局部的、

碎片的，且研究成果更多集中在管理学、行政学和法学

领域，较少从哲学角度给出系统深刻的诠释，做出更深

入地洞察和分析是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传统文化资源的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立足中国国情，充分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内学界从多个方面探索了国

家治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结合点，路径主要

是探寻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传统文化中寻

找可借鉴的内容，论述其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的启示。

郝耕指出中国哲学中蕴含的思想对于国家治理现

代化有重要借鉴，具体来说有四点：第一，民惟邦本，心

系苍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治理现代化，

就是制度设计和执行要合规律性，而客观规律的核心

内容是符合人民性。民为国之本、立国当为民是我国

传统政治架构的基本关系。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治

国理政中重民权、顺民意、施仁政，仁政精神所强调的

爱民、教民、富民、恤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遵循的规

律性高度契合。第二，德法互济、礼刑结合是国家治理

的基本模式。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代

风险社会，采取德治或法治的单一治理方式都有其局

限性，而我国有长期的人治历史，因而德法互济更适合

我国实际。第三，道治盛行、和谐大同是国家治理的理

想目标。道治就是按照规律治理一切社会事务，《黄帝

四经》中提出了以人为本、予取得当、公正无私、平衡合

度四种道治原则。而行政之道就是要应天时、合法度、

顺民意。《礼记·礼运》中则描述了以社会和睦、各得其

所、政治民主等为特征的和谐大同世界，这与当下建设

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吻合。第四，社群至上、舍生取义是

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儒家学说通过提倡“仁、爱、礼、

忠、孝及天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诉求，并

形成了“社群至上”的伦理主张，强调国家意志对社会

秩序建构的普遍影响，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和利益分配

要服从这一基本立场。另外，儒家追求的“成仁成圣”

理想人格和“修齐治平”道德实践以及“以天下为己任”

的奉献精神，对于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优化国家治理

能力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16］

孔新峰则总结了国家治理可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六个方面的历史遗产。一是，“大一统”思

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有珍惜统一、政在得

人的政治传统，形成了坚强有力的具有先进性的执政

集团作为政治担纲者的制度惯性。二是，“选贤与能”

思想、吏治实践与干部队伍建设：传统政治人才选拔和

吏治思想，具有现代“贤能政治”意义，可在当代干部选

拔任用、教育培训、锻炼考验、监督管理等环节中予以

发展。三是，“民本”思想与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立场及

群众路线：民惟邦本、政得其民。“人民立场”是我党的

根本政治立场，“群众路线”则是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特别是有利于防范历史上儒者脱离人民、成

为特权集团的教训。四是，“为政以德、正己修身”“礼

法合治、德主刑辅”思想与思想建党、制度建党、依法治

国：儒家认为治理必须依靠好的政道。执政集团必须

制定守护敬天爱民的大政方针，以出色的政治路线、严

谨的组织路线、明确的思想路线、严格的内部监督和问

责保持执政地位。五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儒家注重

以柔性的人文化育手段实现“近悦远来”“官民一体”的

王道政治理想，讲究内得于心，外得于人，对建设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借鉴意义。六是，“寓封建之意于

郡县之中”思想与民主集中、统分结合：传统中国实行

简约化的中央集权治理，在地方也广泛使用半正式方

法，从而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领袖与官僚的协同合

作。这种经验在公共决策体制机制上，又可表现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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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真实、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实现统分结合的开门决

策，避免所谓“否决政体”的混乱与低效。［17］

刘毅分析了传统礼法秩序中诸多可供国家治理现

代化吸收借鉴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从立法角度来

说，借鉴汉唐以后“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立法经验与

传统，在现代立法与法律制度建构过程中，避免简单地

形式化、空洞化立法，消除“恶法”，摒弃“坏法”，减少

“空法”，警惕“异法”。从司法层面来说，中国传统的

“天理、国法、人情”观念可予以创造性地转换。“天理”

可以不再是具有前现代神判色彩的“天意”或“天命”，

而是具有普遍进步意义的政治观念和公共价值；现代

意义的“人情”当然也不是传统儒家的纲常名教，而是

道德人伦意义上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宏观国

家治理层面，应发扬儒家的精英政治实践，抑制现代社

会民粹主义的泛滥；发扬儒家文教立国的思想，克服现

代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泛滥的虚无主义倾向；发扬儒家

尊重传统的保守主义政治观念，避免现代性之狂飙突

进式的激进主义消极影响。同时也要发扬法家之平等

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消除身份特权和权贵利

益，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仅是“王子犯法与庶

民同罪”，而是所有人都在宪法和法律之下，所有人都

不能逃避法律的监督和惩罚。［18］

沈湘平分析了儒家“君子以人治人”思想对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启示性意义。他认为这一思想的核心洞见

在于：治理之道要承认和尊重被治理者的具体情况，以

他们所能知能行的实际来进行治理，要懂得和依照被

治理者的尺度，即“其人之道”。这种具体实际在现代

体现为分众化的趣味和利益、阶层化的政治立场、圈子

化的关系互动和垂直化的认识差异等特征。基于这些

情况，提供的启示意义有五个方面，一是，走向基于大

数据的服务型治理，基于网络大数据分析就能大致摹

状出治理对象的总体状况，感性地呈现出那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其人之道”。

二是，突出社会基层组织的主体性治理，在民众与政府

之间增加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二者的对立。三是，寻找

公共善或横向理性是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在不同群

体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四是，注重

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以此达到公意来维护

共同利益。五是，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通过公

民作为主体的自我教育，实现合理化，走向现代化。［19］

这些研究成果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治

理理念中可值得借鉴的部分，涉及了国家治理的价值

立场、治理模式、治理方法和治理原则等多个方面，且

充分考虑了当下治理实际，强调要结合现时代条件实

现创新性继承和转化，对发挥传统文化在中国国家治

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实现古今融合、探寻适合中国的治

理道路和办法有重要意义。只是学者们挖掘的多是正

面和积极的部分，较少总结传统国家治理的理念和实

践中的失败案例和有弊端的部分，从而发挥其“以史为

鉴”的功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清除历史积弊、避免重

蹈覆辙提供鉴戒。而且，这个维度的研究，也容易陷入

传统文化无所不包、本身存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

慧和方案，似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在回到传统、挖

掘传统中就能完成的观念误区中。走向未来，从过去

中汲取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可把未来的希望寄托

给过去，面向未来大胆探索，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创造性转化是更为重要的。

四、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西方经验教训的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西

方发达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现代化的历程，积累了很

多理论、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对此，学者们研究

分析了西方国家治理的理论利弊以及实践经验，一些

成果也给出了对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围绕着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的利弊，杨光斌认为，

西方的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并未带来良好的治理结

果，相反在众多国家都存在着问题，出现经济衰退和政

治混乱等现象。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的“一般性假设”，

即基于公民社会假设的治理理论本身是有问题的，它

并不能带来善治。不同社会有异质性，并非都是公民

社会。因此只有弄清楚不同质的社会，才能探索出能

对治理实践产生积极作用的治理理论。［20］

罗诗钿分析了“理想理性”“公共理性”和“交往理

性”三种理念指导下的西方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内容、

特点和困境。在他看来，“理想理性”模式的特点是治

理主体的精英主义、治理理念的完备主义和治理关系

的单一主义，这种实践的困境体现在个体理性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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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冲突上。“公共理性”模式基于对“理想理性”的反

思，提出要在“理性重构”基础上建立一个组织良好的

社会。其代表性人物罗尔斯通过将道德完备主义的

“善的原则”转化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从而

尝试建立“公共理性”，但是这种建构呈现出简化主义

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且在实践中被解读为工具理性和

价值理性。“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基于对传统“理性”

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化危机的反思而提出的

理论修正，即通过“生活世界”的范式革命和“主体间性

网络”“商谈原则”的方法论创新来重构治理的理性关

系，这种交往理性的实践根基犹在社会真空，因而有一

定的乌托邦性质。［2］

张劲松强调中国国家治理需要借鉴海外中国研究

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中的核

心概念“现代国家”及其“治理”均首发于西方国家，步

入现代国家后，传统中国的国家管理经验，在许多方面

无法指导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吸收西方文明

有益成果，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应然选择，而马克思主义

的国家理论更多发挥政治站位功能，因而需要借鉴海

外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补充其不足之处，因为它

们契合了当代中国政府现代化、社会治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建设、人民中心论等方面的国家治理道路的现

状、需求和实践。文章虽然强调了借鉴海外成果要以

我为主，但整篇对中国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

方法的否定居多。［21］

在西方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方面，张金亮、

李萍分析了英国福利治理所蕴含的责任伦理的逻辑演

变，指出其福利责任经历了从一元化的“社会责任”“市

场责任”和“政府责任”治理，到多元化的治理，再到政

府主导的多元平衡式福利的治理，进而缓和了福利危

机和社会矛盾。这种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以改善民生

为主的福利治理的改革提供借鉴。［22］刘国力分析了美

国的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经验和当前面临的一些政策

挑战。由于美国抵制政府权威的政治文化和分权制衡

的制度设计，使得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缓慢而艰难。

美国当前面临的治理挑战突出表现在财政困境和政治

两极分化，在可持续发展上也面临福利负担加重、经济

不平等、教育负担加重、资源过度消耗的挑战。［23］

孙珠峰和卢少云分析了“新韦伯主义国家”的特

点，新韦伯主义是用来形容欧洲国家政治行政改革的

新特征的词汇，这些国家被认为将韦伯主义原则运用

到现代国家和组织，用以改进官僚体制，其精髓和价值

在于强化国家的作用，让国家和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掌

控国家治理的局面，从而推进反腐和促进经济发展。

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这种模式的启示意义

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新公共管理和治理思潮的冲

击，既不能对其完全排斥，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首先

需要加强官僚制建设，强化国家的控制力，在稳定的基

础上寻求变革之道，在保持和完善官僚制的传统价值

的基础上，在善治要素的指引下，在政治精英的认同和

理性推动下，有选择地、渐进地推进各种适合国情的

变革。［24］

薛福岐还分析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困境和产生困

境的原因。自1991年独立以来，俄罗斯呈现出政治稳

定而经济不发展的困境，具体体现为普京政权对政局

长期的绝对的掌控力和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探索

这种困境产生的原因，笔者通过引入国家、资本和社会

关系的分析框架，指出俄罗斯的国家与资本结为一体

且倾向于长期维持这种现状，社会受到抑制，同时国家

也缺乏发展的意愿和能力，是导致其国家治理困境的

主要原因。［25］

无论是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分析，还是对其治

理实践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是基于中国国

家治理的角度，有一种比较的视野，且自觉地落脚于中

国国家治理如何汲取经验、避免教训上，无疑对中国的

国家治理实践有所启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

开坚持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离

不开根据中国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传统文化

基础等方面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制

度，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既看到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

实践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部分，也要看到其“水土不

服”之处，在中西方对比视野中充分吸收，扬长避短，建

构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富有解释力的国家治理理论。这

方面需要进一步强调。

五、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理路的研究

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落脚于如何推进

28



·特 稿·

国家治理现代化上。从学术介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

践，应该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

路提供学理支撑。一些研究成果在提炼和论证中国国

家治理结构和方法的内生性和独特性的同时，实际上

从学理上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王浦劬和汤彬认为，当代中国治理的结构呈现为

党政结构，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这种领导下党政一

体的复合结构。这种结构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中体

现为执政党“政治”因素与科层制“行政”因素的辩证统

一，具体表现为政治引领、统筹、融通行政三个层面。

当代中国治理的长效发展，要求在政治与行政结构和

机制之间建立起结构性均衡关系，以政治引领性优化

行政的制度性，以行政制度性强化政治引领性。具体

的调适路径就是要加强法治建设。一是在国家治理体

系内部，一方面以依法执政的基本原则和实践举措实

现与深化其法治维度，从而抑制行动性治理机制对于

既定制度架构的溢出和创新冲动，将国家治理所体现

的“政治”要素纳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另一

方面执政党切实贯彻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原则，合

理界定功能范围，在积极发挥其国家治理优势的同时，

防止其遭遇科层制逻辑的侵蚀，从而维持科层治理与

弹性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均衡。二是在执政党组织和科

层体系之间，通过依规治党引领依法治国，确保党对国

家政治生活各领域法治发展的全面领导，从而将“政

治”与“行政”统一于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并以法治

化为支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7］

黄宗智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独具特色的传

统是，国家与社会是一种二元合一的互动模式而非对

立关系，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第三领域”，即介于国家

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半正式的治理实践，它广泛存在于

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并集中体现在司法领域，在不同

历史时期依托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角色，在基层

治理的教育、调解纠纷、维护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这套治理模式可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即中

央的高度集权、基层治理的高度简约。基于“第三领

域”的独特作用，未来可在多方面承继、更新中国比较

特殊的国家和社会携手的低成本第三领域机构与组

织，使其在国家治理中释放更大能量。［26］

何显明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

体系的建构、演进的逻辑及独特经验。他认为这个过

程包含着三重逻辑，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适

应现代技术、经济、社会及观念变革的现代政治体系的

建构过程；二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运行了两

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

式上的整体转型过程；三是，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寄寓着超越资本主义

国家治理弊端，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

要求，必然要在国家治理目标及制度安排上呈现出一

整套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取向。这一历程中形成的最

重要的成功经验是不迷信、不盲从、不僵化，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能够实现基于

有效治理的创新，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的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及长期执政地位的保持。要坚

持以有效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准则，打破

对特定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形式的迷信，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吸纳国家治理的一切有益经验，同时始终坚持从

自身实际出发，尊重国家治理体系的内生演进逻辑，不

断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以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

临的各种现实挑战。［27］

陈进华认为，国家主导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要坚持坚守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逻辑，实现

以合法性与能力性为维度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逻辑

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始终坚持以统揽全局的战

略思维，推动改革发展的辩证思维，源于实践又指导实

践的创新思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的领

导。其次，批判性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的合理成分。比

如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对国家

逻辑在治理体系中越界现象的批判、失败原因的考察、

功能模式的探讨等都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再次，必须

立足于我国本土来寻求解决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社会

呈现的特有矛盾和现实问题的相应方法、工具和途径，

来建构治理体系与现代国家建构的本土学术概念、话

语系统和理论分析框架。最后，以复合思维促进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即要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

社会逻辑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以国家逻辑保障秩序，

以市场逻辑提供动力，以社会逻辑创造意义。［3］

宋朝龙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特色在于制度

根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继续推进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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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现代化，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体制，需要借鉴其他

时代或其他社会条件下的制度文明成果，更需要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对这些制度文明成果进

行创造性转化。首先，要借鉴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成

果。一是重主权的统一；二是发展主权统一下的行政

性分权制度、选官制度、官员考核制度、监察制度、回避

制度等；三是强调“善治”和政治正当性。其次，要借鉴

西方制度文明成果，比如法权自由体系确立了个体的

价值、契约精神、程序正义、公权受限等原则，这对克服

封建主义时代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有进一步意义，对社

会主义国家调整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

后，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上扬弃其他制

度文明成果。既不能封闭自守，也不能全盘接受中国

古代或西方制度文明，而要对这些要素进行创造性转

化。［28］笔者讲清楚了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讲清楚了

中西各种制度的关系处理等问题。

鲁绍臣分析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对理解国家治理

中资本问题的启示性意义。他认为，对《资本论》的解

读应该关注到马克思对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揭

示，这将使我们重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作为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反对资本仅仅依靠国家权

力和货币权力而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和占有，但对于

有利于人的自由与发展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获

取有正相关性的资本，则是引导和保护的。就具象的

国家治理而言，非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将以人和劳动

力的再生产为目标，有效克服资本逻辑对使用价值和

人的真实需要的忽视。资本与使用价值在国家治理的

前提下，是可以实现协调与互动的。这一矛盾的克服

是以引导和驯服的方式来展开的，而不是以简单通过

打击私营企业，甚至是取消商品、消灭私有制和货币来

实现的。［29］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国国家治理很

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如何审视和对待资本的问题的

回应。

这些研究成果所进行的宏观性的、学理性的思考，

强调了中国国家治理应该看到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作用、应发挥好国家和其他各种主体的作用，坚持充

分借鉴吸收的制度基础，探索以有效治理为原则的治

理方式等问题，无疑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在这方面

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对治理的主体、原则、路径等问题

有更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比如，在国家治理中，中国共

产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众多主体各自的

地位、角色和功能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共同参与治理过

程中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在遇到利益冲突时该如何

处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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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县委书记”落马现象的分析与警示
—— 以2015年受中央表彰的7名落马“优秀县委书记”为例

孙立樵a，郑天祥b

（辽宁师范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 b.政府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 要：县委书记是党在县域治国理政中的骨干力量，是县域发展的“一线总指挥”。本文通过对7位因腐败落马的

“优秀县委书记”案例的解剖，系统分析了他们落马的主要原因：一是“双面人”现象难以甄别。这种政治上的“双面

人”善于伪装，欺上瞒下。二是权力监督不够到位。导致一些优秀县委书记的权力发生异化，滋生了腐败。三是所

处政治生态不够健康。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遭到破坏，使一些优秀县委书记麻痹大意，落入腐败的陷阱。四是

个人素质不够过关。使得一些优秀县委书记放松世界观改造，导致腐败现象发生。这些“优秀县委书记”腐败落马

的警示：一是不忘初心，坚守理想信念。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二是完善机制，科学考察和

甄别政治上的“双面人”，防止带病提拔。三是从严治吏，加强县委书记权力制约监督，一体推进“三不腐”制度体系

建设。四是净化政治生态，打破圈子文化和熟人文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进县委书记

健康成长。

关键词：优秀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政治生态；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6-0032-11

收稿日期：2020-06-11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治理与县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16BDJ030）

作者简介：孙立樵，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与领导科学；郑天祥，辽宁师范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2018级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

我国有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他们居于县

级政权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党在县域治国理政中的重

要骨干力量，其素质优劣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

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1］2015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评选出102位优秀县委书

记，其目的是树立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县委书记努力成

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营造积极向上和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但

是，从2015年至今短短5年，已经有7位“优秀县委书

记”因腐败落马，其时间之短，比例之高，值得我们深入

思考和研究。

一、县委书记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一）县委书记腐败问题研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县委书记腐败”为关键词进

行模糊搜索，共检索到339篇文献（见图1）。从图中我

们可以看到，研究“县委书记腐败”的文章每年在以波

段的方式递增，2015年最多。以“县委书记腐败”或者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搜索，共检索

到16篇文献（见图2），其中2010年、2011年为每年3

篇，2012年2篇，2013年至2016年每年1篇，从2016年

开始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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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县委书记腐败”为关键词模糊搜索研究文献发文量

图 2 以“县委书记腐败”“县委书记权力腐败”为关键词精确搜索文献发文量

1.县委书记腐败特点研究。陈朋认为，县委书记

腐败的典型特征是多面向并存，窝案串案增多，贪腐数

额巨大。［3］罗功新认为，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特点是涉

案金额大、窝案串案多、涉案范围广、贪腐方式复杂多

样和腐败影响极其严重。［4］冯志峰认为，县委书记腐败

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用人腐败、经济腐败、作风腐败、道

德腐败和生活腐败五个方面。［5］冯曦认为，县委书记腐

败的特征是腐败领域的渗透性和腐败行为的多样

化。［6］陆云燕认为，县委书记腐败具有作案更容易、涉

案金额越来越大、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决策一言堂、用

人一句话、权力一把抓的特点。［7］

2.县委书记腐败原因研究。县委书记的岗位重

要，权力很大，腐败的风险也很大。就县委书记腐败的

原因研究，陈朋认为，失控的权力和异化的生态是导致

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原因。［3］杜治洲和刘树彪认为，县

委书记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权力的异化和失控，是县委

书记腐败的主要原因。［8］徐雷认为，县委书记廉洁意识

的丧失，是导致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原因。［9］冯志峰认

为，县委书记腐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性教育单一化和

社会思潮多元化、选拔标准简单化和选拔程序标准化、

制度规定程序化和时间操作柔性化、监督主体多元化

和监督客体对等性、考核标准片面化和完成任务绝对

化之间的矛盾。［10］黄明哲认为，监督制约形同虚设、转

轨时期制度缺失、司法打击不力、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

因素，以及县委书记个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是县委书

记腐败的主要原因。［11］罗功新认为，县委书记腐败的

主要原因，是公仆意识淡薄、县委书记权力配置不平

衡、权力运行监督不力和治理体制落后。［4］张清认为，

县委书记腐败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观

原因是补偿心理、攀比心理、从众心理、侥幸心理和庸

俗的人情关系，客观因素包括权力过分集中，制约失

衡、监督机制乏力，舆论力量有限、法治水平较低，机制

不健全和教育导向失误，宣传力度不够。［12］袁文萍认

为，县委书记队伍出现腐败的原因是选拔任用制度不

规范、自身素质不强、管理监督机制不全面、激励机制

不完善。［13］

3.县委书记腐败对策研究。陈朋认为，治理县委

书记腐败应当从科学配权、规范用权、有效监权、严惩

滥权和生态引权五个方面入手。［3］徐雷认为，要通过家

风建设、“亲”“清”型官商关系建设和县委书记个人思

想上的慎微来治理县委书记腐败。［9］冯志峰认为，要通

过加强教育培训、规范选拔任用、固化权力流程、依法

严格惩处和科学考评政绩来构建“不想腐、不易腐、不

能腐、不敢腐、不必腐”的反腐防线。［10］张清认为，治理

县委书记腐败要建立权力监督防控机制、权力制约防

控机制、高薪养廉机制、教育激励防控机制和金融监控

和审计制度。［12］黄明哲认为，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权力

制衡体系、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和权力运行程序，通过

严格的选拔任用条件与程序和对县委书记的思想教

育，以及县委书记自身的修身立业的表率作用来防范

县委书记腐败。［11］

（二）优秀县委书记和优秀县委书记腐败研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优秀县委书记”为关键词和

篇名进行精确搜索，共检索到97条结果（见图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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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 7 篇，1996 年有 5 篇，1998 年有 1 篇，1999 年至

2013年没有，2015年发表最多，达到70篇，此后零星有

几篇发表。以“优秀县委书记腐败”为关键词和篇名进

行精确搜索，只有一条检索结果。可见对“县委书记腐

败”问题的研究很多，而对“优秀县委书记腐败”的研究

目前相关文献还很少。

图 3 中国知网“优秀县委书记”文献发文量

1.优秀县委书记研究。自1995年中央表彰100名

优秀县委书记以来，对优秀县委书记的事迹报道屡见

报端，学术论文多是对县委书记成长经历和成长规律

的研究。刘小友和何鹏认为，优秀县委书记从普通成

长为优秀都有三个品质：顶得住歪理、扛得住诱惑、经

得起挫折。［14］黄晓路和刘中兰在对百名优秀县委书记

的传记特征和伦理特征分析之后，得出了县委书记群

体从普通成长为优秀的规律是：个人内在努力驱动、机

关组织培养驱动及社会环境催化的共同作用的结

果。［15］过勇、卢文超通过对百位优秀县委书记的职业

经历研究认为，不同的职业经历、职业路径的影响，是

成为优秀县委书记的重要因素。［16］马宇彤认为，俯下

身子一心为民的情怀、挺直腰杆敢作敢为的担当、登高

而立科学谋划的远见，是优秀县委书记们脱颖而出的

法宝。［17］夏泉和王菁通过对百名优秀县委书记的学历

背景研究，认为他们受教育意愿普遍较强、不同地区经

济及教育发展状况影响、在职学习的学科专业选择、党

校培训与海外进修、干部自学能力不断提高等因素对

县委书记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18］

2.关于优秀县委书记腐败研究。优秀县委书记腐

败问题研究，在中国知网仅仅检索到一篇论文。李玉

莹在《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到落马官员》一文中，对

王永征等5名优秀县委书记落马情况进行了介绍，包

括任职经历、所犯罪名等。［19］虽然文章有比较详细的

介绍，但没有对腐败落马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贺海

峰在《20年前的百名县委书记如今在哪里》一文中，分

析1995年评选的优秀县委书记，谈到其中7位锒铛入

狱，分析他们腐败的原因主要是心态失衡、绝对的权力

导致腐败。［20］

综上所述，以上作者从多角度论述了县委书记和

优秀县委书记，既分析了他们的成长规律，也分析了他

们腐败的特点和原因，并从多方面提出了防止县委书

记腐败的对策。但是，无论是分析他们的成长规律，还

是腐败的原因和防止腐败的对策，都没有发掘出背后

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对县委书记腐败的心理原因分

析不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县委书记成长规律和

腐败问题，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间。

二、“优秀县委书记”落马现象“扫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一大批贪

官纷纷落马，这一举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决心。其中，包括

2015年评选出的7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被调查，占

评选的优秀县委书记6.86%。

王积俊，2011 年担任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书

记；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7月即升

任江门市委常委；2016年4月被免去江门市委常委职

务；10月，广东省检察院以受贿罪逮捕；12月，因涉嫌

违纪接受组织审查，这是本期第一个落马的“优秀县委

书记”。2017年10月，深圳市检察院起诉王积俊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计人民币2428万

多元；向他人行贿钱物共计人民币285万元。［21］

何志刚，2013年11月任河北省邯郸县县委书记；

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16年10月任

邯郸市邯山区委书记；同年12月任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局

长；2017年5月4日，何志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

查。2017年10月31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何志刚决定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22］

王永征，2011 年 11 月任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

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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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泰安市委副秘书长；2017年2月任泰安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2018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

织审查和监察调查，2019年4月法院起诉他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土地开发、人事安排等方面

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614万多

元，以受贿罪判处王永征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150万元。［23］

马志宏，2014年 5月至2018年 3月任宁夏西吉县

委书记；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2017

年因失职失责处以党内警告处分；2019年3月，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2019年12月，法院公开审理

指控：马志宏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85次非法收受他人钱物共

计价值人民币1132万多元。2020年3月，马志宏因犯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被处罚金80万元。［24］

董金明，2011年 8月至2016年 10月，任青海省门

源县委书记；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2016 年 10 月任青海湖景区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9年 4月 9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经

查，董金明任门源县委书记期间履职不力，党风廉政建

设薄弱，政治生态恶化；对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失察失

责；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承发包；与多名女性发生

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涉嫌

受贿犯罪。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25］

冯振东，经济学博士，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任

陕西富县县委书记；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称号；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任延安市委宣传部

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任陕

西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2019年5月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经查，冯振东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民主集中制

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违规干

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政府采购活动；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处理。［26］

张尚华，工学博士。2011年9月至2015年12月任

四川省旺苍县委书记；2015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称号；2015年12月至2019年5月任巴中市副市长；

2019年5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经查，张尚

华理想信念丧失，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封建迷信，沉溺

享乐；甘于被“围猎”；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构成职

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决定给予张尚华开除党籍、公

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2020年9月29日，张尚华

因收受他人非法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465万余元，以

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半，并处罚金150万元。［27］

以上7位“优秀县委书记”的落马，不仅表明了我

们党反腐无禁区、零容忍的决心，也说明这些被授予的

优秀县委书记称号只能代表过去，并不能成为他们违

法乱纪的“护身符”。这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情

况具体如表1：

表 1 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情况一览表

注：多数县委书记审判情况在网上没有公开

姓名

王积俊

何志刚

王永征

马志宏

董金明

冯振东

张尚华

获表彰时职务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书记

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县委书记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

宁夏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
书记

青海省海北州委常委，门源县
委书记

陕西省富县县委书记

四川省旺苍县委书记

落马时职务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书记

河北省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山东省泰安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

宁夏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
书记

青海省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
理局局长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四川省巴中市副市长

落马时间

2016.12.12

2017.5.4

2018.11.15

2019.3.26

2019.4.9

2019.5.17

2019.5.22

落马原因

严重违纪违法，受贿2428万多元

严重违纪违法

严重违纪违法，受贿1614万多元，
被判刑12年

严重违纪违法，受贿1132万多元，
被判刑11年

严重违纪违法

严重违纪违法

严重违纪违法，受贿1465万余元，
被判刑11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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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秀县委书记”落马原因分析

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县委书记的培养选拔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在1995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

大规模举行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活动，极大地鼓舞

了全国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的工作积极性。但

是，也有一些相继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不仅损坏党

和政府的形象，也给自己和家庭留下了无穷的悔恨。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2015年被评选出来的这7位

“优秀县委书记”，仍然在腐败的路上不收手、不收敛，

我行我素，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的底线，其腐败堕落原因

非常值得深思。

（一）县委书记“双面人”现象难以甄别

2015年当选的102位优秀县委书记，是党中央在

全国2800多名县（市、区）委书记中遴选出来的，经过

各省、市委的重重选拔，可谓是优中取优，是中央树立

起的榜样，是全国学习的标杆。在全党全国大力反腐

的背景下，党中央再次评选出的优秀县委书记，可以说

是寄托了党的殷切期望。可就是在这样一批经过严格

遴选考察的队伍中仍然出现了“病官”，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政治上的“双面人”一时难以甄别。

2015年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选拔，采取的是各地

推荐之后差额选拔考察的办法。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

到各省委组织部，各省接到通知后再传达给各地市委

组织部，由各地市委组织部推荐出一名县（市、区）委书

记初选。各省委组织部在本省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筛选

与考察，并且列举出一些条件进行差额遴选。比如，一

般要求任期在3年以上、有基层工作经验、政绩突出

等。同时，还要向纪检监察部门征询候选人在廉政方

面的情况。各省委组织部将拟选拔出的优秀县委书记

的候选名单在该县（市、区）委书记所在地级市进行公

示。最后，中央组织部根据各省拟推荐的优秀县委书

记的候选名单进行考察筛选，差额选出全国优秀县委

书记并在全国范围进行公示，公开征询社会各界的意

见。不同省份曾有多个候选人因有告状信被换掉。可

以说这项工作是比较严格和认真的。

但是，在如此严密的评选流程和环节之下，也很难

发现“双面人”问题。一是这次选拔时间较短。中央组

织部4月份开始启动此项工作，5月份要求地市向省委

申报名单和材料，6月份要求各省向中央申报名单和

材料进行审批，前后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导致一些县

委书记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二是一些腐败问题隐藏

很深。这次评选尽管各级组织部门严格把关，让个人

填报家庭和财产情况，组织进行审核考察，群众进行评

选和举报，但一些县委书记的腐败问题隐藏很深，以现

有的做法未能及时发现。三是一些“双面人”善于伪

装。旺苍县委原书记张尚华在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

记”后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信誓旦旦表示：“要带头清

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真正做到

率先垂范、以上率下。”而背后却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欺

上瞒下，做“双面人”，最终走上了沉沦之路。四是一些

干部和群众受害怕心理影响。在候选人所在的各地级

市进行公示时，一些干部群众出于事不关己和害怕报

复的心理不敢举报，造成候选人毫无异议当选的假象。

泰安市岱岳区委原书记王永征从2005年便开始受贿

行贿，却在2015年的评选中入选，这前后10年也没有

人公开反映他的问题。随后，王永征又于2017年2月

被提拔为泰安市委宣传部部长，直到2018年 11月落

马。可见甄别政治上的“双面人”非常困难。

（二）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监督不够到位

县域在地理方位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

面具有相对独立性。县委书记的官不大权力却不小，在

县域内总领党政之权，是县域内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有人说，县委书记除了国防外交权外，只要想管，方方

面面都能管得到，如果独断专行就必然成为“一霸手”。

这一方面反映出县委书记的权力过于集中，权力的界

限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监

督不够到位，这必然导致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发生。

对县委书记权力的监督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上级

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一是上级监督太远。县委书记是由省委任命，由

市委代管，可以说，县委书记是直接对省委负责的。由

于县域的相对独立性，省委对县委书记的监管显得“鞭

长莫及”；市委对县委的监督一般都是定期的，并且每

次来都会通知到下级县委，这就给了县委书记准备的

时间和空间。山东省纪委公布的王永征的案例表明，

王永征在任期间贪污腐败，想方设法对抗上级调查。

另外，由于官场生态恶劣，一些有问题的县委书记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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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领导干部，其上级自身都不干净，如何有底气监督

管理县委书记？广东省江门市的“窝案”，就是因为广

东省纪委原副书记钟世坚当庭举报江门市委原书记毛

荣楷，毛荣楷被查处后才查到蓬江区委原书记王积俊，

使得王积俊落马。

二是同级监督太软。同级之间的监督不是谁为难

谁，而是善意的提醒，免得误入歧途。可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这样。同级之间可能碍于情面，或者是因有着

共同的利益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对县委书记错误的事

情听之任之，该提醒的不提醒，该监督的不监督，久而

久之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从理论上说，县

委书记虽然是县委“一把手”，但是县委常委、人大、纪

委和司法部门，是能够对其进行同级监督的。可是在

实际运行中，这些同级干部都是在县委书记的领导下

开展工作。对于县委常委成员，县委书记虽然没有任

命权，但是每个常委成员的任命上级都会征求县委书

记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同级县委班子成员不愿意监督

县委书记，害怕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同级之间的监

督也显得软弱无力。河北省原邯郸县县委书记何志

刚，2013年 11月担任邯郸县县委书记，2015年 6月任

职不到两年就被评为“优秀县委书记”，2016年10月就

被调任邯郸市邯山区委书记，两个月后被提拔为邯郸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2017年 5月4日被调查。何志刚

的问题同级无一人进行举报，说明同级监督的困难。

三是下级监督太难。县委书记集党政军等权力于

一身，在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的体制之下，县委书记对

于党务、政务等方面都可以插手，特别是干部任免，县

委书记可以“一锤定音”。同时，县级人大、县级政府、

县级政协的领导班子都是在县委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

作，可以说县域内下级官员的仕途命运都掌握在县委

书记手中，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和县委书记“对着

干”。另外，下级官员与县委书记接触不多，很难看到

县委书记真正的生活状态，致使下级官员对于县委书

记的监督流于形式。冯振东在担任陕西省富县县委书

记期间，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其下级官员不但

不敢监督，有的甚至和他同流合污，推波助澜。

（三）县委书记所处政治生态不够健康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风清气正和贪墨成风的政

治生态对县委书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贪墨成风的政

治生态是败坏党和政府形象、腐蚀党的执政根基的罪

魁祸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反腐力度、大力

整肃官场风气，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取得了突出

的效果，但仍然还有问题存在。通观以上7位腐败的

“优秀县委书记”，恶劣的政治生态是导致他们落马的

重要因素之一。县域政治生态恶劣的主要表现有：

一是政治上的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影响。一些地

方官场盛行圈子文化，搞山头主义，你不依附我，不加

入我的圈子，我就排挤你，给你坐冷板凳。逼得一些县

委书记和下属干部选择“站队”“跟人”，这样直接导致

“窝案”“串案”频发。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短短

一年时间内，河北省邯郸市就有5位市级官员落马，其

中包括2015年被评为优秀县委书记的何志刚；2016年

广东官场地震，大批官员落马，出现了“窝案”“串案”，

江门市市委原书记毛荣楷、市委原副书记邹家军、原市

长邓伟根、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志平、市委原常委蓬

江区委原书记王积俊等先后落马，就是典型的“窝案”。

在江门的官员都要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随波逐流，和

其他人一样向王积俊行贿，以此来获得晋升；二是坚守

本心，不同流合污，这样就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压，同级

的排挤。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严重扭曲了一些干部

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是社会上的熟人文化、熟人社会影响。中国传

统的熟人文化就是靠感情办事情，而不是靠制度办事

情。一办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熟人，好办事”。这

种熟人文化演变的熟人社会，使得法纪废弛，监督松

懈，一切制度流于形式，其衍生出的恶果就是出现了官

商勾结、权钱交易。这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腐

败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以权谋私，甘于被“围猎”。建

设项目谁给的好处多、谁的关系硬就给谁；领导职位谁

送的钱多、谁的后台硬就提拔谁。如此相互利用，皆大

欢喜。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委原书记王永征利用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原书记

王积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青海省门源县

委原书记董金明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在公租房

分配过程中优亲厚友，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

些都和熟人文化、熟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四）县委书记个人素质不够过关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通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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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被评上的优秀县委书记之所以走上腐败堕落之

路，其自身素质不过硬是根本原因。

一是理想信念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

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

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28］“当县委书记，要记

住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是党派你在这里当

县委书记的”［29］。但是，这些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

在物欲面前，原本的理想信念发生了扭曲，希望官越做

越大，钱越赚越多。四川省旺苍县委原书记张尚华理

想信念丧失，搞封建迷信，追求低级趣味；青海省门源

县委原书记董金明不相信马列信鬼神，长期在家供奉

佛像，参加迷信活动，只想着升官发财，违规收受他人

贿赂，最后走上了贪腐的不归路。

二是公仆意识淡薄。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

务，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县委书记就应该像焦裕

禄那样，亲民爱民、无私奉献，做人民的好公仆。但是，

这些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正是缺乏这种焦裕禄式的

公仆精神，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把人民看作是国

家的主人，没有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更没有将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反而把自己当作了人民的老爷，

当官不为百姓做事，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只想着自己的

利益，把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目标，甚至产生了“当官不

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荒谬想法。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原书记王永征非法收受他人钱物1614万多元；广东

省江门市蓬江区委原书记王积俊非法收受他人钱物

2428万多元。这些人完全忘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丧

失了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本色。

三是道德底线崩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道德情

操的最基本要求。这些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往往是

从道德滑坡开始走上违法乱纪道路的。他们主政一

方，大权在握，在与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商人优越

的物质生活，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往往由于意志

薄弱被一些不法商人所利用，久而久之没有抵住金钱

的诱惑，甘于被一些不法商人和跑官要官者“围猎”，以

致最终越陷越深。宁夏西吉县委原书记马志宏到任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办公室挂上一个条幅：“毋私

小惠而伤大体，毋借公论以快私情。”要求凡进他办公

室的人，拎着其他东西的一律免进。然而，当他被评为

优秀县委书记后却开始自我膨胀，放松了对自己的要

求，认为自己被评选为优秀县委书记就进入了“红色保

险箱”，把已经获得的荣誉称号看作是“护身符”，肆无

忌惮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1132万多元。

四、优秀县委书记腐败落马的警示

我们党培养一名优秀县委书记非常不容易，迄今

为止，2015年评选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已有7位落马，

非常令人痛心。我们应该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建立起

县委书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降低

县委书记腐败的发生率，促进广大县委书记健康成长，

奋发有为。

（一）不忘初心，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我们党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

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

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2019年党中央号召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永

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青春活力，永远得到人民拥护

和支持，实现我们党长期执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县委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

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1］

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9］。

一要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首要

标准，必须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

政治行为等方面，自觉同党中央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

高度一致。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党的人，不忘自己肩上

的使命和义务，积极主动地为党工作。要坚决贯彻执

行中央的政策，做到令行禁止，勇于担当作为，切实做

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尽责。

二要做到心中有民。服务群众是县委书记的根本

职责，一定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要自觉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有“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真

心实意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要像县委书记的榜

样谷文昌那样，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心里始终装着人

民，把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全心全意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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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排忧解难，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清清白白为官。正因

如此，他才受到当地百姓的敬仰，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永

恒的丰碑。

三要做到心中有责。做好工作是县委书记的主要

任务，必须要做发展的开路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科

学谋划县域发展规划，并且要摒弃私心杂念，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正确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带头执行民主集

中制，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四要做到心中有戒。大公无私是县委书记的政治

本色，必须做廉洁自律的带头人。要心存敬畏，按照规

矩办事，正确行使权力，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

用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要坚持民主

集中制原则，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和法律规定进行决策，

特别是涉及“三重一大”等重大问题，要经领导班子集

体研究决定。要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控制自己的贪

欲，戒掉攀比心理和侥幸心理，时刻把住金钱关、美人

关、权力关，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二）完善机制，科学考察和甄别优秀县委书记

第一，严把政治素质关，把政治标准作为干部考察

的首要标准。“首关不过，余关莫论”。要把政治标准贯

穿县委书记评选考察的始终，确保县委书记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具体来说，主要考察县委书记是否忠诚于党

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是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贯彻新时期好干部

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是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特别是要认真考察县委书记辨别

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

险的能力。

第二，完善考察制度，填补考察过程的漏洞。要严

格按照领导干部考察工作规定，对县委书记的政治素

质、履职能力、工作成效、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内

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评价。特别是对县委书记的政绩

考察，要制定科学的考察内容和方法，结合党中央提出

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县委书记的工作目标及

岗位职责，对其政治表现、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生态建

设、个人生活作风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防止政绩造

假和“形象工程”。对县委书记考察的方式，要把平时

表现与历史情况结合起来考察，注重运用巡视巡察、离

任审计、廉政考察、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成果。特别要

坚持群众公认原则，认真开展个别访谈、专题调查活动，

让被谈话者敢说真话，提高县委书记考察工作的精准度。

第三，完善考察机制，科学甄别政治“双面人”。以

上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在评选考察时都是过关

的。特别是原邯郸县县委书记何志刚，在任期间测评

群众满意度达到了98%，掩盖了他的贪污腐败行为。

如何防止“程序空转”，准确识别“双面人”？有效的方

式就是健全县委书记考察机制，全方位地深入了解县

委书记的表现。一是在各县（市、区）推荐候选人的环

节，要扩大推选候选人的范围，采用组织推荐和群众推

荐相结合的办法；要建立“推荐人实名制”，写清推荐的

理由。候选人的评选要采取民主方式，由各地市委、人

大、政府、政协、纪委进行联合讨论，差额推举出候选

人，防止出现“一言堂”现象。各地市委组织部要严格

对候选人进行考察把关，防止“病官”入选。各省省委

对于地市推选出来的候选人要进行全方位的联合考

察，特别要重视纪委收集的候选人的廉政线索，聚焦巡

视、巡察发现的候选人问题，然后省委常委会进行综合

分析和讨论决定。最后将候选人名单向全社会进行公

示，全面收集人民群众对候选人的意见，特别是候选人

现任和以往任职所在地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再进行

优秀县委书记评选，可以在中央组织部设立专门电子

信箱，定期实行记名和无记名举报，鼓励人民群众说真

话，对于举报的腐败线索要一查到底，严防政治“双面

人”进入。

（三）从严治吏，加强县委书记的权力监督

优秀县委书记的评选，只是对那些在一定时期作

出贡献的县委书记的表彰奖励，并不是说评上了优秀

县委书记就终身是优秀县委书记。随着环境和自身素

质的变化，如果放松了思想改造和自我要求，被评上的

优秀县委书记可能就会像这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

记”一样腐败堕落。因此，过去已经取得的荣誉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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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个人贪腐的“护身符”和“免责牌”。只有加强对县委

书记的权力监督，才能有效防止优秀县委书记腐败堕落。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县委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

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凡属重大问

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

的原则，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对于重大事项

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三重一大”决策，要严格按照集体领导制度实行集体

决策，防止县委书记个人独断，搞“一言堂”。为此，要

厘清县委书记的权力界限，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

溯的反馈机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县

委书记权力运行机制，严格限制县委书记的滥权行为。

二是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重点解决对县委

书记“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

难题。针对县委书记腐败高发和影响巨大的现实，中

纪委和省纪委应成立县委书记专项巡视组，定期对县

委书记进行专门巡视监督，及时发现和收集有关县委

书记的问题和意见，预防和制止县委书记的腐败行为。

要建立和完善下级对于县委书记监督的方式和渠道，

中央和省纪委可设立县委书记专门监督信箱，可以实

行匿名举报制度，确保下级同志不受报复。要加强同

级纪委对县委书记监督，深化纪律检查领导体制改革，

出台《县纪委监察局对县委书记同级监督的办法》，正

确划分县委书记与纪委的权力，保证同级纪委对县委

书记有相应独立的监督权。要完善县委班子成员对县

委书记的监督机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防

止县委班子成员因人情等关系不愿监督和不敢监督。

三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

制建设。要建立“不敢腐”的体制机制，坚持重遏制、强

高压、长震慑、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原则，对县委书记的

腐败行为严厉惩治。要不断完善“不能腐”的体制机

制，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促改，标本兼治，形成完备的制

度体系、严格的监督体系，把县委书记的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特别要加快建立县委书记权力清单和责

任清单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重大决策终身问

责制度等，不断提高县委书记在制度框架下廉洁从政

的自觉性。要完善“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不断加强县

委书记理想信念宗旨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加

强思想道德和警示教育，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四）净化政治生态，打造县委书记成长的良好

环境

首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的党内政治生

活是县委书记健康成长的政治生态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

炉。［30］历史经验表明，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党内就

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政治生态

必然会出问题。一些县委书记腐败堕落，和县委党内

政治生活不健康有直接关系。突出表现是集体领导异

化、好人主义蔓延、批评与自我批评变质、组织生活娱

乐化。为此，必须落实和融合全面从严治党县委的主

体责任、县委书记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纪委的监督

责任，持续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经常化和规范

化，使县委书记做到按程序决策、按规矩办事、按制度

落实。必须建设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以积极健康的

党内政治文化培育健康的政治意识、规范的政治行为

和良好的政治制度，倡导县委书记树立忠诚老实、光明

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价值

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庸俗腐朽的

政治文化，以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涵养良好政治生态。

其次，营造县委书记成长的良好政商环境。以上

7位落马的“优秀县委书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被

不法商人“围猎”和甘于被“围猎”。因此，坚决斩断“围

猎”的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建立良好的政

商关系，是打造县委书记成长的良好环境的当务之急。

中国有着久远的人治历史，要想改变“熟人社会”的习

惯，最重要的是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全社会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氛围。县委书记更要树立依法

办事的理念，自觉制止人情风。同时，要建立新型的政

商关系，既要杜绝官商勾结，也要防止为官不为。特别

要引导县委书记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苦与乐、亲

与清的关系，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

的侵蚀，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间关系、规规矩矩的

上下级关系、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

再次，要正向激励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热情。要

增强当县委书记的荣誉感、自豪感，以干事创业为荣，

以升官发财为耻，踏踏实实在县委书记岗位上为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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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造福一方。要完善各级县委书记的晋升通道，科学

对县委书记进行考察评价，对工作特别优秀的县委书

记，可以考虑给予副厅级以上待遇，让他们安心干满一

届或更长时间，为本地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根

据县委书记的成长规律合理提拔使用，不要他们干出

一些成绩就“火速”升级，防止“拔苗助长”或一味“捧

杀”。对那些清正廉洁，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拉帮结派，

不搞山头主义的县委书记，要大张旗鼓地嘉奖和保护，

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和

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闯敢干、敢于担当的县委书记撑

腰鼓劲。对于在改革中因缺乏经验而犯的探索性错

误，该包容的错误要大胆容错；对于诬告、诬陷行为要

坚决进行严肃的查处，为受到诬告的县委书记们正名，

真正形成“想干事、干好事、干成事”的良好政治生态。

五、结 语

县委书记主政一方，位高权重。既能造福一方，成

就一番事业；也能祸害一方，留下千古骂名。我们党表

彰优秀县委书记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县委书记干事创

业，强国富民。所以，要针对优秀县委书记出现的问

题，不断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选拔机制，从严管理监督，

净化政治生态，使更多优秀县委书记不断涌现。同时，

我们也要教育优秀县委书记，让他们明白：“优秀县委

书记”称号不是护身符，它只是代表过去的荣誉，不代

表现在，更不代表将来。优秀县委书记不能因此躺在

功劳簿上无所作为，更不能因此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炼就

“金刚不坏之身”，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和各种诱惑，做一

名真正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优秀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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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Warning of the Dismission of“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y”
— taking seven dismission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 who were awar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2015 as an example
SUN Li-qiaoa，ZHENG Tian-xiangb

（a.School of Marxism，b.School of Govern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The county Party secretary is the backbone of the Party in the county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and the“front-line commander in chief”of the coun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ain reasons of seven“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who were dismissed. First，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
guish the phenomenon of“double-faced person”. This kind of political“double-faced person”is good at cam⁃
ouflage and deception. Second，power supervision is not enough. This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power of
some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 and breeds corruption. Third，the political ecology is not healthy
enough. The unhealthy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and social ecology makes some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 careless and fall into the trap of corruption. Fourth，personal quality is not enough，which makes
some 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ies relax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outlook，and lead to corruption. Their
dismission gives us warnings：first，do not forget ou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adhere to our ideals and beliefs.
We should keep the Party，the people，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ecepts in our hearts. Second，improve the
mechanism. We must scientifically investigate and find out the“double-faced person”in political system to
prevent sick promotion. Third，manage officials on the strict side and strength power supervisio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three non-corruption”system. Fourth，purify the political ecology，break the circle culture and
acquaintance culture，and make the politic life be orderly. Create a positive and clean political ecology，and pro⁃
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excellent county Party secretary；power corruption；political ecology；power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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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场创新在创新驱动链条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产业创新成功衔接的保障。

市场创新与其他创新的发展具备良性互动机制，其主体应是企业家或者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或团队，其目的在于

扩大市场交易范围和降低交易成本。本文在对“创新”“市场”和“市场经济”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将市场创新分解为

交易场所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新，并通过对这些创新内容的分析发现，市场创新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

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维度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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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外贸红

利、制度红利和资源红利正逐渐趋于弱化，甚至成为经

济增长的拖累，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是造成红利

消退的主要症结。投资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投资

效率下滑、产业升级乏力、资源消耗激增以及环境污

染、通货膨胀、产出波动和结构性失业的加剧。破解中

国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依靠创新驱动改善中国的总供

给，创造出新的增长红利。

然而创新驱动的产生与发展绝非一蹴而就，需要

经历由新知识和新理念激发技术和工艺的创新，进而

创造新产品、培育新市场、开发新产业，最终使得创新

红利扩散和惠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与各行业，推动中国

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在创新驱动的链条

上，市场创新占据着重要地位，市场创新不仅使知识创

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与最终消费相衔接，并且通过

高额的市场回报率创造出可观的生产者剩余激励持续

的创新行为。

市场创新的基础在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借助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帕累托最

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抑或产品

创新都需要通过交易来评价和实现创新的价值，同时

交易也为提升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延伸创新扩散

空间奠定了基础。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认为“自由选

择”的交易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也

正是凭借交易形成专业化从而提升了效率。

二、市场创新内涵

现有关于市场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从多层

次、多视角对市场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加以解释和分析

就显得尤为必要。下文对市场创新的分析，以“创新”

“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内涵分析为基础，进而围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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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创新与其他形式的创新的关系、市场创新主体以及

市场创新的目的，重点分析市场创新的内涵与表现

形式。

首先，市场创新的核心在于创新，熊彼特创新理论

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

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

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

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以及形成新的企

业组织。［1］（P73-74）不难发现在熊彼特的世界中，创新应

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

组织创新。创新以“企业家”为主体是一种革命性的变

化，它不仅内生于生产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

定。创新虽然意味着毁灭，但创新必须能够创造新的

价值。“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体对于“企业家精神”和

新价值的追逐激发了创新。

按照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观点，经济发展就是

不断创新的结果。换言之，技术创新使前一个创新变

得过时，新进入厂商的威胁使得原有厂商不能坐享其

成，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不断进行研究开发。创

新企业因而有了连续创新的动力，市场就有了连续的

暂时性垄断的创新。然而由于现实中创新的非连续性

和非均衡性特征，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差异化

的影响，形成了时间上长短各异的经济周期，即引发

了产出波动。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表明非线性的

创新虽然会导致经济系统的不稳定，然而包含五个层

面的创新却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对创

新的追逐则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

效果。

其次，对市场的剖析是研究市场创新的基础。市

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狭义上是买卖双

方交易商品的场所，从广义来看市场应是买卖双方交

易内容、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的组合。从交易内容来

看市场可以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从交易场所来

看市场可大致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从交易的种

类来看又可粗略分为专业化市场和非专业化市场。由

此可见市场的含义相对比较丰富，包含了多层次的内

容和多样化的划分标准，因此准确把握市场内涵就具

有一定难度。但是各类市场的功能却是一致的，对市

场的功能和作用分析有助于探讨市场创新。按照亚

当·斯密的观点，由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形成的价格机制

来配置资源效率最优，市场交易促进了分工，进而提高

了专业化水平、改进了效率。因此市场的最主要功能

在于通过促进分工提高效率，并且随着市场发达程度

的提高还能够促进权能的分离（权利分工）［2］（P62），进一

步释放效率改进的空间。而且，经济学理论也证明了

只要交易主体具有凸性的偏好①，通过自由选择即市

场交易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

再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市场是市场经济的载

体，或市场更具体地表现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

场、市场关系、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范畴

的总和［3］（P21）。市场经济的创新在于不断扩大市场的

范围，从狭义来看是拓展市场的空间范围，从广义来看

则是延伸交易的范围，从而尽可能地扩大分工、提升专

业化水平。市场经济强调依靠供需决定的价格机制引

导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实现帕累

托最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也被认为是自由

市场经济。从斯密、萨伊到马歇尔、哈耶克都强调市场

机制是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市场机制在本质上

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

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

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但这种理想的假

设与现实显然是不符合的，市场机制的运行也有其固

有的缺陷与弊端，至少在短期内依靠其自身是无法解

决的。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识到市场机制的这一

缺陷，但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却出现迥异。马克思认

为，近现代资本主义是由小市场不断向全球性大市场

转变的，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即

“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

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全球

经济危机最终会破坏世界市场经济，从而摧毁这一体

制。凯恩斯则认为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

求不足，通过政府干预尤其是存在流动性陷阱时财政

政策的干预就能够帮助宏观经济走出泥潭。

① 即存在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生产者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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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探讨市场创新的内涵。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认为市场创新即是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比如一个传统

的国内企业成功打开了国外市场。对于这一界定，往

往使市场创新被认为是市场营销创新。在市场经济发

展的初级阶段，市场营销创新与市场创新重叠的部分

相对比较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学者们认

识到市场营销创新与市场创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

别。市场营销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在适当的时间、适当

的地方以适当的价格、适当的信息沟通和促销手段，向

适当的消费者提供市场的产品和服务。

对早期市场营销理论和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析

可知，市场营销的主体是微观经济主体之一的企业，营

销创新是以服务企业自身目标而展开的。营销创新主

要反映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市场占有率的目

标而实行的短期竞争策略［4］（P20）。例如，叶思荣认为市

场创新与市场营销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创新不以巩固

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标，而是着眼于开拓新

领域。［5］（P37）市场营销以产品为基础，以总成本为实力，

以市场分享为目标，着重广告、推销和价格等手段，因

而资金最为充裕的企业取胜的可能性更大。而市场创

新以产品和服务的差别性为基础，致力于市场创造，提

出新的产品概念，建立新的市场标准和秩序，最具创新

精神的企业家取胜的概率更大。

学者们认为市场创新对于差异化的产业具有不同

的意义。洪银兴就传统产业的市场创新认为，不能以

为创新只是技术创新，在传统产业市场上商业模式创

新可能更为重要。传统产业市场是竞争白热化的市

场，在这个市场上营销手段五花八门，成功的企业一般

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6］（P6）适应买方市场的市

场创新方式大致有：一，与其上下游企业形成的产业链

合作；二，特别重视品牌创造和企业声誉的提升；三，重

视服务对扩大市场和提升产品价值的作用。基于上述

分析，本文对市场创新的内涵作如下界定：

第一，市场创新与其他创新的关系。市场创新以

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基础，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

品的诞生能够促进新市场的形成，而市场机制通过竞

争压力加快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速度。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都是高风险投

入，而市场创新能够保证创新的收益，有助于激励持续

的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此外，市场创新

具有高度透明性，能够为不同产业提供可资借鉴和模

仿的新商业模式，为产业创新降低学习成本、提升产业

竞争性和活力，最终撬动产业创新。

第二，市场创新的主体。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

是“企业家”，市场创新的主体也应当是“企业家”或者

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或团队。“企业家”为了追求

创新利润和自我实现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市场创

新，并通过市场创新实现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的

价值。

第三，市场创新的目的。与市场营销创新追求企

业自身短期目标不同的是，市场创新锁定的是长期目

标，并且在长期也并不为某个特定企业所服务。市场

创新具有两个目的，一是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二是降

低市场交易成本。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促进了专业化、

提升了效率，然而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因此，市场创

新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交易范围。而交易范围

的扩大不仅仅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市场，更在于通过市

场交易场所的形式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

新扩展市场交易的范围。市场创新的第二个目的是降

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规模。

三、市场创新分析

（一）交易场所创新

交易场所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只有

具备了交易平台才有可能进行市场交易。交易场所创

新不仅意味着拓展了新市场，更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

低。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交易平台并不固定，交

易不可能随时随地发生，换言之，交易的频率较低并且

交易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伴随人类社会活

动的增强，经济的集聚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城市的出

现使得交易往往集中于固定的场所。姚家华分析指

出，在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固定的市均设于王城之内

或分封诸侯的国度内，并且形成了包含交易地点、交易

时间、市场秩序、度量衡、交易契约和交易税等一整套

的市场制度设计。［7］（P68）正式形式上交易平台的形成，

使得交易规模增加，交易信息透明和交易制度规范，进

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提

升，交易平台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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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

第一，从固定的场内交易到灵活的场外交易。绝

大多数交易尤其是商品交易总是在固定的交易场所内

进行，然而当市场交易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商品时，例

如，伴随证券交易的出现所产生的场外交易。场内交

易和场外交易均是针对证券交易而言，场内交易和场

外交易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固定的场所，以及场内交易

有标准的合约并被监管，场外交易仅是交易双方私下

的协定。场内交易最大的优势在于交易者在一个集中

的场地内交易，增加了交易密度，从而有助于形成流动

性较高的市场。场外交易的证券主要包括不符合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虽符合上市要求但不愿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股票、债权以及存托凭证等。场外交易能

够起到扩大交易范围、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第二，由多样化交易场所发展到专业化交易场所。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均为多样化的交易

场所。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商品交易的规模和

种类相对较小与较少，多样化的市场能够增加经济集

聚程度，吸引更多的买卖双方进驻。早期多样化交易

场所更易具备规模效应，也能够有效缓解买卖双方的

信息不对称，共享基础设施，因此有助于降低交易

成本。

专业化市场是从商品批发市场或商品交易市场演

变过来，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市场多指以现货批发为

主，集中交易某一种类或若干种类有较强互补性或替

代性商品的场所，是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制度安

排。罗卫东对专业化市场进行了学术界定，专业化市

场是由多个主要以批发为主经营单一种类商品的主体

聚集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地内而形成的大型市场。［8］（P25）

郑勇军提出专业化市场应具有两个特征：（1）以现货交

易为主，远期合同交易为辅；（2）每日交易或者每周交

易日明显长于歇业日。［9］（P25）前者使专业化市场明显区

别于各种商品期货交易所，后者使其区别于农村周期

性集市。洪银兴认为，专业化市场是商家的聚集、市场

功能的聚集。在专业化市场中，行情集中，发布的价格

信息、供求信息更具权威性，厂商需求市场和价格的交

易成本较低。［3］（P21）

专业化市场相较于多样化市场，其优势体现在：

（1）同类商品的买卖双方集中在固定的交易场所，信息

流动性增强，买卖双方以搜寻成本为代表的交易成本

降低；（2）专业化市场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因而专业

化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频率远大于多样化市场；（3）集

中交易，有较大规模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信息流动性

强，交易产品的差异性较小，较为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结

构。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

的均衡符合帕累托最优，即最优效率；（4）专业化市场

以现货交易为主，远期合同交易为辅，集聚的供求双方

可以共享规模交易平台和销售网络；（5）专业化市场往

往也意味着同一领域企业布局在地理上的集中，即产

业集聚或专业化产业区，产业集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上。［10］（P76）

第三，从有形的实体交易场所衍生出无形的虚拟

交易平台。传统意义上的交易平台是有形的实体交易

场所，交易双方在有形的交易场所上实现了物流和信

息流的集聚。随着通信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交易

双方不再依赖于实体交易场所，基于虚拟交易平台的

电子商务正逐渐改变传统商业模式。按照狭义的定

义，电子商务是数据的处理和传输，通过互联网进行的

商业交易。从广义来讲，电子商务利用互联网将消费

者、生产者、供货商以及雇员联系在一起，并将有价值

的信息迅速传递给有需要的主体［11］（P58）。值得注意的

是，电子商务符合洪银兴提出的现代市场的重要特征：

信息流集中和物流分散。［3］（P22）

（二）交易内容创新

早期商品经济的主要交易内容是物物交易，即直

接使用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以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

求。但物物交易使得交易成本过于高昂的同时，也限

制了交易规模，于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

生。“物货交易”对“物物交易”的替代意味着市场交易

内容出现了重大创新，突破了交易双方时空及“偶然

性”的限制。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需要通过市场交

易才能对其创新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价，换言之，只有当

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时，即

成为市场交易的内容之一，其市场价值才能实现。但

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成为市场交易的内

容之一，并不意味着市场交易内容的创新。我们尝试

对市场交易内容创新的分析，通过梳理交易内容的演

变，探讨市场交易创新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刺激交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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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扩张的作用。本文归纳的交易内容创新可以体现在

以下方面：

第一，信用形式交易的出现。传统的市场经济中，

买卖双方以货币为中介展开交易，从而能够实现交易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然而“物货交易”受限于交易

方在交易时所拥有的货币量。货币量作为流量使得交

易者在不同时间拥有不同的数量，同时也可能存在相

同财富存量的交易者拥有不同的货币量。这使得“物

货交易”会受制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如果单纯地为刺激

交易而增发货币又会导致通货膨胀，信用交易形式的

存在弥补了这些不足。在信用交易中，参与交易的一

方不再支付货币或者商品，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信用，

即承诺在未来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货币或商品。

信用交易的实质是在恰当的制度安排下，交易者

能够在当期交易和未来交易之间选择权衡。以信用消

费为例，交易者考虑到当期和未来的实际利率的变动

而做出的交易选择，交易能够使得消费者在跨期收入

流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如果预

期未来收入上升，在实际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决策主体

将会通过信用消费，增加现期消费，从而扩大了交易

规模。

第二，服务交易的形成。商品是传统交易的核心，

即交易双方是对商品价格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完善

和分工范围的扩大，服务也成了交易内容之一。比如

管理咨询服务、法律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等。关于以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交易，在理论上更多地定义为服务贸

易。Bhagwatti将服务贸易分为4类：（1）消费者和生产

者都不移动的服务贸易；（2）消费者移动到生产者所在

国进行的服务贸易；（3）生产者移动到消费者所在国进

行的服务贸易；（4）生产者和消费者移动到第三国进行

的服务贸易。［12］（P134）杨圣明和刘力（1999）认为服务贸

易具有的特点是：（1）服务贸易是劳动活动和货币的交

换；（2）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不能储存。

第三，权利进入交易内容。当分工不断深化，不仅

商品和服务能够交易，权利同样也可以进行交易。在

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附着在商品上的所有权、经

营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利是统一的，换言

之，一次商品交易意味着包含在商品内的所有权利必

须统一交割。在市场经济逐渐高级化的历程中，包含

在同一个商品中的不同权利能够相分离，实现了依附

于商品的某项权利的交易，即所有权的权能分离［2］（P62）。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权的权能包括所有、占有、支

配和使用，而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的三权分离构成

了实质上的权能分离。商品经济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越

高，三权分离的价值形式越广泛。这种分工与生产的

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相适应，因此，权能分离进

一步扩大市场交易的规模，从而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

相分离、期权交易、排污许可权交易。

（三）交易规则创新

传统交易规则的重点在于交易价格是由交易双方

的力量对比所决定，并且商品交易的供需双方角色是

相对固定的。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交易

规则正在改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般商品的均衡

价格由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决定，即竞争性的价格决

定机制，且在交易中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严格区分的。

一方面某些领域的价格机制可能不再是竞争性的，另

一方面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在某些部分难以清晰地

界定。我们认为交易规则创新包含价格机制的创新和

交易者身份的创新。

第一，价格机制创新。在信息时代，信息产品的供

给方不再向消费者收取任何的费用，改变了传统的盈

利模式，价格不再被供求双方的竞争所左右。互联网

的内容供应商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信息资源，即时通信

软件商也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软件使用权。在互联网

免费的初级阶段，经济学理论将其称为网络外部性，信

息和互联网软件生产者以免费或者极低价格提供产

品，目的在于培育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市场。网络外部

性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其

他同类消费者的数量，换言之，消费者从某个产品中得

到的效用与消费者的总数量有关，因此网络外部性又

被称为需求方规模经济。

第二，交易者身份创新。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就

同一场交易而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界定是严格清

晰的，换言之，生产者仅提供商品和服务，而消费者支

付费用换取商品或服务。然而在新经济中，界定消费

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将愈加困难，同一场交易中参与的

一方不仅是生产者还可能是消费者。在网络经济时

代，分布式的生产模式和扁平化的商业模式对现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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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影响更加深刻［13］（P37）。一方面生产不再是地理上的

集中，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更加分散，减少了企业的组织

成本；另一方面交易的中间环节减少，商业模式紧紧连

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易费用得以节约。第三次工业

革命中，信息和新能源的生产符合分布式生产和扁平

化商业模式的特征。就信息而言，消费者获取信息的

传统渠道是报纸、电视或者门户网站，在这种信息生产

模式中信息是由生产者集中制造和生产。经济体为了

生产消费者需求的信息，必须为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支

付相应的成本。随着互联网交互能力的增强，信息不

再由生产者集中生产，而是由无数的信息消费者以较

低成本或无成本的收集，进而借助互联网渠道进行分

享，节约了集中生产信息的搜集成本，实现了信息的分

布式生产。在这种模式中，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

消费者。

四、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通过将市场创新分解为交易场所、交易内容和交

易规则的创新，本文认为市场创新的目的在于扩大市

场交易规模和降低交易费用，然而市场创新更为关键

的作用是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根据钞小静和

任保平的界定，我们分别从经济增长结构、稳定性、福

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维度，阐

述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14］（P29）

（一）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反映经济增长

质量，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国民

经济的中间消耗降低，持续增长就有较大的潜力和可

能性，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正的贡献［14］（P26）。在交易

内容创新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市场交易是以农产品

为主逐渐加入了手工业制品，而随着市场经济水平不

断提升，服务业创造性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内容中。值

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服务能够交易，服务业才能成为独

立的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又

可以分为以餐饮为代表的消费者服务业及以管理咨

询、金融服务和工业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相

较于生产者服务业而言消费者服务业形成规模的时间

更早，然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远超过消费者

服务业。近年来，欧美传统工业强国正在经历产业结

构转型，在产业分工上发达国家以工业设计和管理咨

询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而其传统的制造业

正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当服务能够进行交

易，高度外包的商业模式才能形成，进而表现在产业链

条中生产者服务业将占据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润，产业

竞争力更加持续强劲，这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交易场所创新中，专业化市场的出现也能够有效

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专业化市场的形成往往

意味着生产的专业化，即实现了以产业集聚为代表的经

济集聚，换言之，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越易于产生专业化

市场。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15］（P298）［16］（P26）［17］（P11）、

技术外溢［18］（P16）和不完全竞争［15］（P298）［17］（P12）引导要素、

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性

事实。理论上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三个层面的

积极效应：首先，经济集聚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平

均成本；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认为技术的外

部性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驱动

力［16］（P25）［17］（P11）；最后，不完全竞争通过诱发厂商的价

格和质量竞争降低成本，在微观机制上实现了经济效

益的提升。

此外，虚拟交易平台的形成意味着信息流的集中

和物流的分散。基于虚拟平台的交易活动通过信息流

的集中有效降低了交易过程中以信息搜寻为代表的交

易成本，同时物流的分散带动了物流业的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

长。其作用大致可以体现在：首先现代物流业能够推

动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其次，通过新兴古典经济学

的超边际分析理论，物流联盟的出现通过降低交易成

本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物流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

长中的极化和扩散效应，通过增长极梯度推进区域经

济增长。［19］（P151）

（二）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经济增长的

稳定性体现为经济运行不会出现剧烈波动，经济风险

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可以用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来衡量，实际

产出超过或低于潜在产出的幅度越高表明经济的波动

性越大。潜在产出取决于当期的资源状况和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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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而潜在产出是相对稳定的。实际产出对潜在产

出的偏离也可以称为经济失衡，在现实中均衡出现的

时间短、概率低，绝大多数时间经济都处于失衡。因

而，失衡倒是经济的常态，即经济的波动是正常现象，

而完全平稳的经济运行较少出现。在宏观经济领域，

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往往是由于需求因素所导

致，即不恰当的需求管理政策引发总需求上升或下降

均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

当政府预期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出于刺激经济的

目的，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拉动有效需

求、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政府的干预措施过于激烈，

实际产出会在短期内超过潜在产出而导致经济过热。

进而在长期政府如果忽视了结构调整，则会导致经济

陷入衰退，失业增加，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政府

的不恰当干预会导致经济频繁、大幅度波动，经济陷

入忽冷忽热的怪圈，其内在原因是政府预期失误。无

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中，建立理性预期都是一个棘手

问题，缓解经济波动的可行途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政

府干预。虽然经济的不稳定性难以彻底根除，并且也

无法找到帮助政府建立完全正确预期的方法，然而在

某些领域的市场创新却有助于稳定经济。著名的蛛

网理论告诉我们，在交易内容创新中期货进入交易能

够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积极

作用。

（三）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

经济增长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攀升，更应

表现为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持续改善，从民生的角

度着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所有居民。一般意义

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更多强调的是收入分配

的公平性。然而收入分配公平性大多与制度设计相

关，而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并不紧密。但值得注意的是，

市场创新往往能够使得居民的福利水平整体上升。市

场创新对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间接改善经济增长成

果分配的效应表现在：（1）在交易场所创新中专业化交

易场所的出现，使得购买专业化产品消费者的搜寻成

本大大降低，消费者交易成本降低会改善其隐形福利

水平；（2）在交易内容创新中，信用形式的交易出现使

得消费者的超前消费成为可能，信用消费通过金融市

场创新降低了消费者的收入约束，通过合理规划现期

和未来的收入支出，居民的跨期选择范围扩大、福利水

平随之提升；（3）交易内容创新中资产权能分离后，证

券交易使得拥有资产水平较低和收入水平不高的居民

也能够投资企业，成为企业股东，分享企业利润和经济

增长的红利。投资门槛的降低使得居民在消费和投资

之间的选择余地扩大，可能获得的总效用增加、福利水

平提高；（4）在交易价格机制创新中，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网络外部性日益受到厂商的重视。为了扩大

市场份额，厂商在竞争中向消费者提供低价甚至是免

费优质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因此增加，总体福利水

平也会随之改进。

（四）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使

得中国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也使

得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改善。中国改革开放前

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制度红利

和外贸红利等的支撑，然而，伴随一系列有利条件的释

放殆尽、产业结构转型乏力，中国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

依赖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推动，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

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目前已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大量的能源消

耗也使得中国环境质量堪忧。经济对于资源和环境的

消耗可以理解为增长的代价，对于中国而言，庞大的经

济规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对于生态环境的

破坏。

作为经济增长副产品生态环境的退化，无论对于

国民健康水平还是国家形象而言都具有极大的破坏

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

挑战。虽然先污染后治理难以规避，然而通过市场创

新却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首先在交易

场所创新中，虚拟交易平台的产生使得交易简易化的

同时，也减少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其中最为主要

的是包括交易双方无需支付赶往实体交易场所的交通

费用，只需要借助能源消耗较低的互联网就可完成交

易；其次在交易内容创新中，权利进入交易使得碳排放

权交易成为可能。

科斯定理表明，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并且交易成

本为零或者很低时，无论财产最初的配置状态如何，市

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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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将会实现。然而环境作为典型公共产品，其产权

难以划分，因此现实中污染排放量往往超过社会最优

排放量，这也是根治环境污染难点所在。权能分离后，

各项权利能够进入交易领域，碳排放权和排污许可权

交易的出现一方面弥补了政府治理环境污染会造成高

额交易成本的不足；另一方面在交易规则创新中，第三

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交易者身份创新即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身份统一也能有效节能减排。风能、太阳能等清洁

可再生能源属于分布式能源，其生产和利用受制于规

模效应，随着信息化和智能电网的普及，太阳能可以实

现集中生产并充分接近市场。通过“屋顶革命”在城市

屋顶建立太阳能发电设施，“屋顶”的所有者既是太阳

能发电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商

业模式实现太阳能利用的市场化。

五、简要总结

市场创新是以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基础，以交

易场所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新为内容的

系统创新。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诞生能够促进

新市场的形成，而市场机制通过竞争压力加快知识、技

术和产品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速度。市场创新的主体是

企业家或者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或团队，其目的

在于扩大市场交易范围和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创新可分解为交易场所创新、交易内容创新

和交易规则创新。交易场所创新是指从固定的场内

交易到灵活的场外交易、多样化交易场所发展到专业

化交易场所和有形的实体交易场所衍生出无形的虚

拟交易平台；交易内容创新分为信用形式交易、服务交

易和权利交易；交易规则创新分为价格机制创新和交

易者身份创新。我们通过对这些创新内容的分析发

现，市场创新有助于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经济增

长稳定性、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提升生态环境质

量，因此通过有效的市场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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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Innov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HI Boa，b

（a.The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China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b.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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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ket innov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novation driving chain which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ful connection of knowledge innovation，technology innovation，product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
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innovation and other innovation ha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and
its main body should be entrepreneurs or individuals or teams with enterprise spirit. Its purpose i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
tion，market and market economy，this paper divides market innovation into trading place innovation，trading
content innovation and trading rules innov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innovation contents，it is found
that market innovation helps to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e，stability，welfare change and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cost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market innovation；innovation driven；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growth divid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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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的会议文件成为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为研究政府转型提供了分析题材。本

文从执政党建设、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三个维度构建了政府转型的分析框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会议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政府转型朝着三个实践脉络演进：执政党建设日益成熟、机构改革

认知深化和政府职能走向均衡。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揭示了政府转型的逻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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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

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后，党的大部分重要决定与

战略部署都是在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因此三中全会往

往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按照惯例，党和政府

将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和决策方针在三中全会上审

议、通过后形成会议文件，并发布关于整个会议进程的

公报［1］。这些会议文件具有被贯彻执行的法定效力，

会议公报由官方授权发布，成为了解整个会议的重要

补充。因而，会议文件成为研究“三中全会”的第一手

资料，进而成为窥探国家治理转型的镜子。

但目前学界对于三中全会文本的纵贯性、全景式

的专题研究数量不多，洞见性不足，表现在：一是在横

向上以“会议精神解读”为切入点，将某一次三中全会

的主题或者某一部分内容抽出，与时政或者现实问题

进行结合论述，这一类文章的比例最大；二是在纵向上

就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如国企改革、土地政策等，将数次

三中全会中涉及的内容进行梳理［2］，偏向于会议的综

述。这类文章对于全会的内容更多的是直接引用或说

明，也有少量文章对全会进行系统阐述或者整体研

究［3］，但从政府转型的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献还偏少。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中全会对政府的影响

至关重要，是推动政府转型的有力杠杆。因而这些三

中全会的文件材料成为解读政府转型的再现场景和脉

络缩影。

二、分析框架与方法资料

（一）分析框架

国外学者对于政府转型的研究主要从治理模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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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定位［5］、行政责任［6］或价值理念［7］等角度展开，且

起步较早。这些研究为在中国语境下探讨政府转型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近年来转向从政府与经济、社

会、公民的关系的视角来研究政府转型，多与模式、定

位、理念等要素挂钩，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由于各国

国情、发展背景的不同，只能将其作为参考的视角而非

定论。国内对于“政府转型”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

硕［8］。学者们将政府转型作为目的，或手段，或前提进

行探讨。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众

多主题，如从政府转型与公共服务、经济体制改革、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谐社会等主题的相互联系切入［9］。

综上，政府转型不是简单的机构改革或转变职能，而是

政府的结构、模式、职能、理念等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

模式逐渐发生质的变化的过程，以此适应内、外环境的

变化。

因此，在政府转型的分析框架上，本文从执政党建

设、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三个维度进行解剖。在中国背

景下，执政党建设是政府转型的前提与基础，是探讨政

府管理问题的重中之重。机构是政府的载体与表现形

式，因此机构改革是政府转型的主体内容与必经之路。

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转型的最终体现与落脚点。具体

说来，从历届三中全会中制度规范、执政理念、改革主

题来研究执政党建设；从改革原则，改革内容，政府与

市场关系、央地关系等方面解读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

从权责划分、内涵演变、议题领域等方面解读政府职能

的具体内容，再由执政党建设、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三

个维度的转变透视政府转型的逻辑进路及其特点表

征，由此搭建起政府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参

见表1。

表 1 政府转型的分析框架

（二）方法资料

本研究选取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九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会议文件和会议公报，利用NVivo软件，使用

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上述文本从形式、结构和内容上进

行描述分析，得出关于政府转型的有关结论。同时，辅

以改革开放以来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

等相关材料作为佐证。作为一种结合定性与定量的内

容分析法，本文采用了其中的描述性统计、叙述学分析

和新批评细读的方法。具体运用是：首先对会议文件

及公报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描述分析，在文本对象的内

容分析上，运用叙述学的方法挑出文本中关键的部分

进行挖掘，在此基础上使用新批评细读的方法抽离其

中的关键表述进行分析。

在研究资料的具体选择上，本文以审议或者原则

通过的会议文件作为分析对象，其中每一届会议有一

个主题文件，但实际通过的文件并非只有一个。此外，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

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

部分内容的建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由

于不是会议的主要决策内容，也不纳入分析中。

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将中共所有的正式法规分成7种，包括：党章、准则、条

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10］但实际上，还存在大量

不在条例中、实际作用和影响力与上述法规等同的文

分析维度

执政党建设

机构改革

政府职能

与政府转型的关系

前提与基础

主体内容与必经之路

最终体现与落脚点

具体内容

制度规范

执政理念

改革主题

改革原则

改革内容

政府与市场关系、央地关系等

权责划分

内涵演变

议题领域

53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6期

件，“决定”就属于这种类型。“决定”是中央全会审议通

过并向全党发布的最主要的文件。由于它通常是全会

针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重要战略所做出的纲领性决

策或者指导性意见，因此它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决

定”标题由发文主体中共中央和会议主题两部分组成，

会议内容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主题性。譬如，十一届、十

五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会议内容是关于农村农业发展

问题的；十二届、十四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内容是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也是公文

类型之一，“通知”在党内使用广泛，在工作中主要有两

类：一是将已经制定的法规文件向下级传达并做出指

示；二是宣布重大事项或者做出一些重大的工作部署。

十三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通知》即属于第二类。

三、政府转型的三维视角与实践脉络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文本的内容分

析，并结合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等佐证

材料，对政府转型展开了三维分析。

（一）执政党建设日益成熟

从会议本身来看，“三中全会”越来越规范化，可以

发现以下规律：一是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逐渐确定为

党的当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第2年10月或者11月；

召开的时长逐渐稳定为3—4天，两届会议之间间隔通

常为5年；二是三中全会逐渐确定为中央政治局主持，

政治局委托总书记做报告；三是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文件逐渐稳定为1个，形成以这个《决定》文件为会议

核心的特征；四是总体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

其内容与对应的会议公报的内容的重合度越来越高。

若将三中全会置于整个中央全会的视角下进行审视，

还可以得出以下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央全会

通常召开7次会议（除了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9次

会议，这是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导致的）；对于

中共领导人员的主要人事任免，通常由一中全会讨论，

二中全会主要研究国家机构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

的建议名单，三中全会则聚焦重大改革议题，部署未来

五到十年的改革基调。从会议文件的内容布局来看，

作为重大决策的文件，三中全会的文件内容可以分为

三大组成部分：总论部分、具体内容和结尾“党的领

导”。总论部分是关于每一届三中全会中心议题的介

绍，具有总领全文的作用。具体内容即该次会议决策

所做出的具体部署。最后一部分是“党的领导”，出现

在每一届会议文本的末尾，体现了党的领导是党执掌

政权最为基本的原则。综上，会议和文件内容展示的

这种常态化和有规可循，说明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日

益成熟。

从执政理念来看，彰显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

国的第一要务。由文本的分析和词频统计中可以发

现，贯穿于执政党建设的主旋律便是“改革”，通过改革

促发展。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9次三

中全会，其中有7次是直接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

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改革”一词在文本中出现的总

次数为533次，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本中出现频

率高达136次，十九届三中全会中则出现了83次。这

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建设也正在与时俱进。也

是因为改革发展，早期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逐渐

得到具体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执

政为民理念的充分展现。再者，不论是三中全会文本

还是政府工作报告，“反腐败”从未松懈，体现了“权为

民所用”的决心。

在改革主题上，执政党紧紧围绕国家治理的攻坚

难题。1978年，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果断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

年，以增强企业活力为突破口，完成作为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变的“攻坚战”；1993年，以构建市场经济体

制基本框架为突破口，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蓝图；

1998年，以“三农问题”为突破口，建设“新农村”；2003

年，推动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改善；2008年，确立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2013年，以经济体制

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财政、金融、企业、价格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综上，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基

本矛盾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改革在不断地推进和升级；

针对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社会需求，执政党予以积极

关注并回应，改革也从单一走向全面，凸显执政能力的

不断成熟，为政府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机构改革认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进行了8轮机构改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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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机构改革，

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

伐；再到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方案》，理顺和优化党的部门、国家机关、群团组织、

事业单位的职责，大部制已初具雏形。机构改革的成

效不只体现在部门数量的增减上，由1982年的峰值

100个缩减至2018年的26个，更是表现为对机构改革

的认识和理念的深化上［11］。

从机构改革的原则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机

构改革的部分体现在对农业管理的表述上：“要有明确

的分工，职责分明”“各级行政机关对于农村集体经济

单位的生产和建设，应该而且必须给以必要的计划指

导”。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机构调整主要围绕“增

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按

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十四届

三中全会明确“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完

成政府机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化机构改

革的重要节点，明确机构改革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并提出具体目标：严

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

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十九届三中全会的论述更为完整，对于党政机构重叠、

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等问题，提出了机构设置的科学性

要求。总的来说，对机构改革的认识逐渐深化，更为全

面地把握了机构改革引起的联动效应。

机构改革的内容不仅是内部横向职能部门之间的

职责调整，更是体现在纵向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

政府与外部主体社会、市场关系的调整上。在改革开

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文本中对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论

述，有不少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

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篇幅，可以发现：对政府机构

改革的认识更加全面，不只是机构的数量变化和同类

项合并，而是涉及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机构改革的目

标更加明确，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

发展和不同要求。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历经变迁。改革开放初

期，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实施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政府占据了绝对的

主体地位。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商品经济”，权力逐

渐下放，“市场”的苗头初现。而后，十四届三中全会指

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作用”，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机构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

的转变。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政企分开、政资

分开、政事分开”，以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由此，基

本完成了从高度集中的市场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经历了“苗头初现—初步意识—基

础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大致走向。“市场”的地位随

之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这

一变化不仅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还是政府转型与

职能不断完善的透视镜，为机构改革奠定了基调。

在央地关系上，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上级

对下级不能包办，以便下级充分发挥主动性”；十六届

三中全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一步阐述，“合理划分

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按照中央统一

领导、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防止和纠

正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十九届三中全会明

确“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针对当前存在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职能

上下一般粗”等问题，提出“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

职能配置”“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等

举措。无论是权力下放，还是财税改革、机构调整，都

见证了中央一直在“收放”中寻求央地关系的平衡点。

经过多年探索，虽然对如何处理央地关系已达成共识，

但卓有成效的调节机制还需建立。

（三）政府职能走向均衡

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主

题［12］。在历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文本中，政府职能转变

往往与机构改革的表述相呼应，如在十九届三中全会

文本中，“机构”一词出现了135次，“职能”则为63次，

强调“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

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权力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的移

动，那么政府职能转变则是权力实质上的纵深变化。

这反映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

果机构改革为“外部改革”，职能转变则为“内部改革”，

二者共同构成了政府转型视角下由外至内、由内到外

的变化。每一次的职能转变回应的是政治、经济大背

景的变化，因此，探讨政府职能转变需要观测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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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架构的变化。

权责划分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起点和外在表

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表述为“凡是涉及全国或几

个省协力办的事情，由中央部门负责。凡是涉及全省

或几个县协力办的事情，由省的部门负责。地区和县

也是如此”，这是自上而下式的责任划分，但责任主要

集中在中央、省级部门。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扩大

企业自主权”说明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向企

业分权的重要性。十四届三中全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金融、企业等子系统中政府的不同职能进行了划

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

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

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

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

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这是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轨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克服政府职能交叉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初步建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理顺职能分

工，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同时，“按照

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

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十八

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行“权力清

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同时，进一步简政

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

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在加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环境

保护等职责的同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

保权责一致”。至此，很好地理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

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职能转变奠定了坚实

基础。

在政府职能的内涵演变上，从三中全会文件的核

心内容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

定基本都是围绕经济方面的决策，但议题内容的侧重

点不同。例如，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一般会按照政府

改革、分配制度、社会保障、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法律等

方面展开；农业农村则按照农业生态环境、农业技术、

城镇发展、扶贫问题和农村社会管理等内容展开。十

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

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届三中全

会明确“中央和地方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方面的管理责权”，提出“需要完善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能”。由此政府职能的内涵经历了由“经

济职能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点转变，历经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因

为经济转型中，我国出现了诸如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

障体系滞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顽疾。因此，政府

需向社会领域聚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不可否认，

经济发展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基础，政府必须在两

者之间寻找发展的平衡点。同时，每项职能的内涵也

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演变。

三中全会会议文件的关注焦点也体现了政府职能

纵向上的变化。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的会议

文件进行词频统计可以发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

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一转变在随后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的文本中得到体现：“经济”一词出现114次，

“经济体制”的词频为40次。十三届三中全会重点整

顿经济秩序。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框架，在文本中“经济”一词出现的次数高达66

次，其次是“市场”，出现了62次。在十五届三中全会

的文本中，“农村”的词频为163次，“农民”及“农业”均

为85次。由此可见，政府关注的焦点落在“三农”问题

上，重点推进农村的改革。而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

“经济”一词又占据了最高位，在文本中出现了66次，

凸显这一时期政府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文本中，农村改革再次出发，“农村”

的词频数为245次，“农业”为112次，“农民”为94次。

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十九届三中全会则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节点，政府职能转变进入制度建设的黄金

期。其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制度”一词出现了

149次。总体而言，政府职能关注焦点的变化路线为

“经济—农村—经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农

村”涉及农村经济、农业生态环境、扶贫问题和农村基

层民主等诸多领域，“经济”涉及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职

能转变、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发展。可见，政府职能虽在

城市经济与农村之间循环往复，但不是简单重复，而是

螺旋式上升，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迁。这说明不同时

期政府职能中的着力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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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社会矛盾与人民需求的回应［13］。

从政府职能具体内容的注意力分配来看，改革开

放以来，三中全会的议题主要是经济改革与农业发展

两大方面。就决策的内容宽度而言，三中全会被称为

“经济”全会是不准确的。不过，每一届的改革决策在

内容上有所侧重。将会议文件中的“具体内容”，依据

其表述关注的决策对象进行分类归纳，形成各个“领

域”，再对每一个领域内的文本字数进行统计，用该统

计值除以文本总字数，得出某一个领域在一次全会决

策中的受关注度，汇总形成图1①。这里“领域”与文件

具体内容的分类归纳关系为：经济发展包括基本经济

制度、市场建设和对外贸易发展；政府改革包括经济调

节职能、机构调整和财税改革等；社会管理包括收入分

配与就业、社会保障、城镇化等；公共事业包括科、教、

文、卫四个方面；民主与法律制度建设包括基层民主建

设、法律制度建设与反腐等；党的领导则是历次会议文

本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从图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

三中全会决策涉及最多的领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

期，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明显超过了其他领域。随着

经济改革的深化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

熟，其他领域的改革部署开始逐渐增加。而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统计表明，各个职能领域的关注度更趋向均

衡。如前所述，这是政府职能转变回应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的结果。

图 1 历次三中全会政府职能领域的关注变化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为研究

素材，从执政党建设、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三个维度去

阐释政府转型，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政府转型的逻辑机理

基于我国的制度环境，执政党建设作为机构改革

和政府职能的基础，是政府转型的内在动力，所以政府

转型的首要任务是执政党建设。只有执政党不断自我

完善和发展，才能领导政府坚定不移地改革和前进。

其中，执政党建设必然要求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换言

之，机构改革是其必经之路。无论是以人为本的执政

理念、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还是应对不断变化的严峻

形势，都要求执政党加强对政府的领导，体现之一就是

进行机构改革。同时，机构改革也是提升执政党执政

能力的重要手段，它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合法性与有

效性，使执政更加顺畅高效。再次，机构改革和政府职

能互为因果。机构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助推器，科

学的组织机构设置有利于行政体制的良好运行和政府

职能的履行；而政府职能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机构这

一物质载体，否则便是纸上谈兵。同时，政府职能是政

府机构改革的根本依据。政府机构的结构、设置数量

① 由于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初步方案》缺失，而《通知》的内容只局限于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题研究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所以没有将这两届的《决定》文本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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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必须依据政府职能而设定；同理，职能变则机构也需

随之而变。换言之，政府职能决定了政府机构的层级、

规模、设置理念、运行方式等。反映在实践上，1986

年，中央正式提出了“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转变”

的概念；随后198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在对政府机构、

编制进行改革的同时，把职能转变作为重要目标［14］。

因此，这三者（执政党建设、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密切

相连，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三中全会的

会议文本中，成为推动我国政府转型的“三驾马车”，也

是理解政府转型逻辑进路的关键要素。三者关系如图

2所示。

图 2 三者关系示意图

如前所述，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完善是机构改革

和政府职能的重要基础。因此，政府转型必须首先启

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基于“决定”和公报的综

合分析，可以发现三中全会自身制度化的发展是政府

转型的重要表现：（1）三中全会“决策”的特殊属性是会

议制度化的结果。从功能性来看，除了十一届和十三

届的特殊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的每届三中全会的内容

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从形式上

来看，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文本的形式结构都具有明

显的规律性和规范性，会议成为常态化的组织行动。

从专职性来看，会议在不断发展中去除了其他原本不

属于自身的功能，成为专职决策的会议。因此，自十一

届三中全会之后，其他届三中全会成为“重大改革”的

标志，这种“独特地位”是会议制度化的结果；（2）会议

制度化是政府自身制度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基

本确立在每一届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7次全体会议。

在全体会议的视角下，三中全会专职“决策”，同一中全

会专职“选举”（产生党内的领导和党中央的分工）、二

中全会专职“换届”、四中全会专职“党建”、五中全会研

究下一个五年规划、七中全会专职“总结”等共同形成

了党的会议的功能性与制度性的统一。基于此，执政

党逐步完善领导体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

经济建设是政府转型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市

场经济建设促使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表现为政府对各项事务

的“大包大揽”上，尽管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有效地

动员资源，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随

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则

会造成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错位”。因此，政府

的主导地位应讲究时效性与阶段性，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15］。

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塑必然引起治理工具的变迁。

这一转变体现在政府职能的履行方式上［16］。十一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草案）》中有“不得”“允许”

的表述，这在后面的会议文件中很少出现。到十四届

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十

六届三中全会则要求“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强调“严格

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发展电子

政务，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

法过错追究制，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更加强调法律手段的运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

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

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政府工具由行政手段向

偏重经济、法律手段的变化，及治理手段的不断丰富，

在行使行政命令之外，更多运用管理手段，包括市场、

法律的手段，财税制度和社会组织以及自治等，表明政

府从控制向管理再到治理的转变。所以说，政府转型

过程中管理工具的变化也是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

型”转变的体现。

归根结底，政府转型必然涉及政府与多个主体之

间的关系调整，其中权责关系是首要关系。改革开放

以来，在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与国有企业、

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多组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大

体经历从高度集权走向开始放权，再到权力回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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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事务与权力相匹配、明确权责关系的脉络。这种转

变是改变了单一的权力集中与分散、实现权力分布与

配置的转变［17］。比如在央地关系上，由权责模糊不清

向权责逐步明确划分转变。权责划分涉及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如果两者关系不理

顺则会造成地方政府职能履行的偏差与困境。因此，

这成为历次三中全会关切的问题。经过多年探索，改

革思路从自上而下的权责划分逐步转变成保持中央政

府的宏观权威、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综

上，从权力集中转向事权匹配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转

型的总体特征。

（二）结语：未来的政府转型

本研究也表明，以往政府转型存在着以下不足之

处：从历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分析来看，对于

权力的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仍然不完善。构建决策科

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仍然需要更多

的配套政策与法律加以实施［18］。在机构改革上，政府

部门的内部配置缺乏综合性的协调机构。有些部门承

担协调、指导等综合性职能，但存在有责无能的问题，

无权协调、指导，缺乏职能配置的平衡。文本中对于党

政关系，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是不明确的、非制

度化的，这影响到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的运作方式和

具体功能的实现，故而理顺三者的关系有利于明确权

责，助推未来的政府转型。

政府作为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未来政府转型

的重中之重，其职能体系、机构设置、编制规模、工作程

序等，如若缺失了刚性约束，则会出现人格化治理的弊

端，如机构编制管理随意性大、政府机构权责弹性过

大、政府职能稳定性较差等诸多问题。因此，政府必须

步入法治的轨道［19］。从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经

济立法，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完善产权和市场

交易的法律制度，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从

法治经济到全面推行法治的积极信号，把“执政党建

设、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都纳入法治化是未来政府转

型的必然路径。

政府转型的价值追求也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央

政府的价值理念从集体利益至上转向重视个体利益，

三中全会的具体决策也转向重视个体诉求，比如：明确

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和人权法律的建设，以及众多社会

政策都以重视个体诉求为依归。总之，个体利益虽不

在政府转型的分析框架之内，无疑地政府需要增加对

公民个体合法权益的重视，不但在理念上，还在实际工

作中有具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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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正确界定监察对象范围是我国监察制度健全运行的基础。《监察法》第一条、第三条和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

监察对象的范围。但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与“公权力”“公职人员”等语义歧义、识别标准模糊、特殊主体难以认定等

规范不一致或理解适用上存在分歧等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在厘清“公权力”“公职人员”等相关概念和识别要素的

基础上，研究监察对象识别标准。构建“公权力”标准、“复合型公职”标准、“行为”标准，并针对不同的监察对象类

型，明确具体识别方法，分别适用于六类监察对象，并对特殊群体如国企职工、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医院医生、村委会

小组长等是否应纳入监察对象分别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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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 3月 20日，根据第五次《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以下简称《监察法》），这部法律的出台意味着我国

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在宪法和法律层面正式确立，我

国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轨道上阔步推进。《监察法》第

一条、第三条和第十五条划定了六类监察对象的具体

范围，提升了监督的专业性和针对性。《监察法》改变了

行政监察对象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处置程序混

乱等缺陷，为促进我国监察体系的不断完善，形成“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以及我国未来应对

职务违法犯罪的监察活动发挥重要规范作用。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已进入全面实施的实质阶段，

监察对象的认定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监察法》由于适

用过程中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因而实践中出现监察

对象难以识别、难以适用的问题。同时，理论界对监察

对象的探讨，多作为改革的局部内容或仅对其中的一

两种对象单独分析，较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

系统研究，且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导致很多盲区。

《监察法》出台后，监察对象覆盖范围相比之前进

一步扩大。例如，改革后，陕西省的监察对象达到100

万人，较之前增加50多万人，增加将近一倍。［1］关于监

察对象的研究从监察立法转向监察实务，面对监察实

务中纷繁复杂的监察对象，监察对象的范围到底包括

了哪些？其范围确定的标准是什么？理论上如何解

释？实践中如何操作？对未明文规定存在争议的对象

应当如何判断？这些问题的解决对顺利推进法律的实

施具有重要影响，亟须进行深入研究。

二、监察对象识别的现实困境

监察对象指监察权的监督对象，也即监察活动的相

对人。监察对象是监察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也

是监察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和主要载体［2］。

相比之前的《行政监察法》，《监察法》所确立的监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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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范围大幅扩大，做到了“无死角、全覆盖”的要求，但

也带来了一系列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学理困境

一项改革，初期的立法往往“宜粗不宜细”。为了

适应实践中的复杂性，避免阻碍法律实施者的能动性，

《监察法》中的监察对象表述相对宽泛，也正是这种粗

略的立法方式，造成了实践中监察对象认定难度大。

1.“公权力”“公职人员”等语义引发歧义

（1）关于第三条监察对象的表述，内涵和外延亟须

明确。第三条对于监察对象的概括性规范——“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表述中，使用了“行使公权力”

“公职”这两个定语来修饰“人员”一词，那么，这两个词

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该如何理解？如果两者内涵一

样，同时使用似有重复之嫌，该如何界定？如果公职人

员中只有“行使公权力”的才被纳入监察对象，那是否

存在“不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应当如何区分？

（2）第十五条列举式的规定与第三条之间本质属

性并非完全一致，六类监察对象之间的界定标准存在

差异。第十五条第（六）项的“履行公职”与第三条概括

性条款的“行使公权力”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

可能会带来理解和运用上的分歧，应当如何统一？另

外，第十五条对不同种类的监察对象进行了限定，包括

“公务员”“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事管理的人员”

“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等，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条文

中出现多种层次不一、自成体系的参照因素，包括身

份、职务、行为等，这些表述应如何辨别，是否都属于行

使公权力的人员需要明确。

2.范围不周延，缺乏系统的判断标准

针对六类监察对象，法条主要采用概括和列举的体

例方式。不可否认，这种表达方法在短时间内对于解决

监察对象的识别问题有一定功效，但随着公共行政范

围的不断扩展，仅用列举方式来认定显然满足不了现

实的需要，难以穷尽所有监察对象，这也导致实践中法

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以下简称《释义》），虽

然为法律起草者所作的“官方解释”，有相当的权威性和

指导性，对于答疑释惑、统一认识具有参考价值，但是需

要说明，该《释义》本质上属于无法律效力的非正式解

释，与法律意义上的立法解释不能等同①，至多属于政

策范畴，难以完全应对监察实践中出现的复杂局面。

3.与《刑法》等相关法律概念衔接不畅

《监察法》使用新的术语“公职人员”来界定监察对

象，但这一新概念与《公务员法》《刑法》中的相关规定

密不可分，存在部分交叉和重合。“公职人员”与“国家

工作人员”是否兼容，如《刑法》中判断职务犯罪特殊身

份的方法，主要是看其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

么，关于监察对象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表述

范围与《刑法》表述范围是否一致，需要理论上的解答。

（二）实践困境

1.实践层面缺乏研究

从实践层面看，现有研究处于改革初期，实证材料

的缺乏，对监察对象在地方上实施的经验和整合鲜有

涉及，缺乏对地方实践所遇困境和经验的总结与分析。

理论、规范层面的困境，导致在监察实务开展中监察机

关难以准确界定具体监察对象，存在漏列、错列、扩大

等嫌疑。此外，面对监察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难题，可能

导致监察机关因担心不当认定招致的法律后果，在面

对不确定的监察对象认定时故步自封，致使个别涉及

职务违法犯罪人员成为漏网之鱼。

2.特殊主体难以认定

笔者借助法院裁判文书网，以“监察委员会”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自2016年 12月 25日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以来，截至2019年11月11日，共检索到10 106份刑

事裁判文书。其中，2016年4份，2017年138份，2018年

3429份，2019年6535份。可见自监察体制改革实践以

来，地方监察委员会积极探索，自身立案审查并移送司

法机关，最终办结的案件数总体呈快速上涨趋势。尤

其在2018年3月至5月，正值《监察法》刚刚颁布，案件

增长数量最为显著。根据《监察法》列举的六类监察对

象，通过询问和查找案例，发现实践中监察对象存在以

下特点：

（1）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员的监察成为地方监

察委员会的突出增长点。基层人事管理较为复杂，从

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数目庞大，通过询问监察委员

①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凡关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应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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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案人员，查找相关案例发现，地方监察委员会对于

这类人员认定难度较大，尤其是针对村小组长等特殊

主体，实践中难以判别。

（2）地方监察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监察“疲软”，涉及

国有企业监察案件相比其他几类监察对象，案件数量

最少。一方面除了客观因素，如动态统计和报送的滞

后性外，主要原因在于，现实中“从事管理人员”的定义

和范围难以确定，如混合所有制企业聘用的中层、基层

工作人员是否在监察范围，由于实践中存在争议，做法

不一，这也导致国有企业监察效果不尽如人意。

（3）事业单位种类繁多、层级复杂，由于国家公权

力的扩张和异化，许多私主体牵涉到公权力的行使之

中，导致监察范围不固定，难以识别。如公立学校教

师、医生、体育裁判等在监察实务中颇具争议，需具体

考察分析。

三、《监察法》对监察对象的基本设定

（一）监察对象的立法构造

以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节点，监察对象的变化大致可

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如表1）。总体上，监察立法关于监

察对象范围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呈现动态发展

趋势。具体而言，首先，改革后具体划分了六类监察对

象，改变了此前仅对行政系统工作人员进行监察的现

状，用法律形式填补了监察范围断层和过窄的短板，由

单一向全面转变。其次，此次改革之后构建的全面覆盖

的监察对象，将此前仅注重事后监督的方式，改为兼顾

事前预防、事中监察、事后处置，贯穿整个权力运行过

程。最后，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从单一的身份标准，逐

渐向公职、行为等复合标准转变。一个人是否为监察对

象，主要根据其是否实际“行使公权力”来综合判断。

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监察对象的立法沿革

阶段

初创
（1949—1959）

恢复重建
（1987—2004）

行政监察
（2004—2017）

探索
（2018至今）

颁布时间

1949年9月；
1950年10月

1955年11月

1990年12月

1997年5月

2004年9月

2010年6月

2018年3月20日

规定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政
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试
行组织条例》

《监察部组织简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

监察范围

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

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国营企业
及其工作人员、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
的其他人员

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
的其他人员

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
织及其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
其他人员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
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
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
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四）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
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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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有法律文本而言，《监察法》有关监察对象的

条款中，第一条和第三条为总领性条款，统一使用“公

职人员”来概括归纳监察对象，即“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第十五条对监察对象做了列举性规定。笔者

认为，《监察法》中监察对象的规定实际包含着三个层

级的规范结构。第一条为监察对象“实现国家监察全

面覆盖”的目的性规范。第三条规定了监察对象的实

际范围，即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属于概括性规范。

第十五条为操作性规范，拓展公职人员的外延为公职

人员和有关人员，并具体列举六类监察对象。从上述

三个条款的规定来看，多使用“公权力”“公职人员”“从

事管理”等概念来具体表述监察对象，正确理解这些概

念的核心内涵，对实践中正确把握和识别至关重要。

（二）监察对象相关概念的厘清

1.“公权力”与“公职人员”关系的分析

“公权力”和“公职人员”是识别监察对象的关键。

首先，两者的范围大小不同。“公职人员”与“公职”紧密

相连，是与作为公权力的机关发生法律关系的人员统

称［3］（P129），侧重于强调公职人员的身份要素，而“行使

公权力”并不刻意追求身份，关注点更多放在行使公权

力的行为要素，除了涵盖所有公职人员中行使公权力

的人员，还包括行使公权力但不属于公职人员的情况。

由此看出，“公权力”辐射的范围明显大于“公职人员”。

例如，国有企业招标评标活动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其

次，从本质来讲，“公职人员”可以同时具有多重身份，

身份只是外在表现的一种，并不固定。相比来看，“行

使公权力”则更加明确具体，更注重是否实质上行使公

权力这一内在标准，而不是公职身份这一外在形式。

一个人正是因为行使了公权力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

的公职人员。

关于三个条款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围绕

“公权力”要素，联系各条款间的逻辑，将第十五条中的

“有关人员”包含在“公职人员”内，视为第一条、第三条

中“公职人员”的一部分，三个条款之间并不矛盾。

2.“公职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等概念的关系

监察对象的识别，不仅要以《监察法》为依据，还要

遵守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就涉及法与法的衔接

协调，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首要任务。《监察法》首次

使用“公职人员”概念①，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相一致，可谓是一项进步。与这一概念密

切相关的主要有《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务

员法》中的“公务员”。首先，对比《刑法》与《公务员法》

相关法律概念，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②”的范围大

于“公务员③”也大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次，《监

察法》规定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涵盖的范围最

为广泛，除上述两部法律规定的人员外，还包括监察委

员会自身、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照公务员管理

的人员、科教文卫单位中的管理人员等。最后，对于村

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刑法》将其视为国家工作

人员，同时，立法解释将其限定为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

政管理工作的人员④，但《监察法》出台后，监察对象不

再局限于《刑法》规定的范围，而是扩大到整个基层群

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职人员”系指：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

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

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

“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但就本公约第二章所载某些具体措施而言，“公职人员”可以指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

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

②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国家工作

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

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

人员。公务员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的公仆。

④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限定为“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

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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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性自治组织，这意味着，将所有从事管理的村委会和

居委会的人员都纳入进来。

四、关于监察对象识别标准的思考

（一）监察对象的识别要素分析

明确具体识别要素，是建立监察对象识别标准的

基础。经过对法条的分析、梳理，监察对象识别要素主

要包括：公权、公职、管理、公务。

1.公权

公权，目前并无统一的定义。公权是国家权力或

公共权力的总称，具有强制性、趋利性、可交换性、扩张

性特征［4］（P14）。公权力可分为国家公权力、社会公权力

和国际公权力三种类型［5］（P213）。其中的国际公权力由

国际组织行使，不属于监察客体，国家公权力是权力的

本源，必然为重点监察对象，没有争议。关于社会公权

力，其主体虽为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但具有垄断

性，与政府关系密切，它与国家公权力边界较为模糊，

内部成员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接受或拒绝，如公

立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的阅卷权。因此，对于来源

于法律法规授权、国家机关委托、国家权力派生的社会

公权力，从本质上讲是社会化的国家公权力，应当加以

规范和监督。而对于依据内部成员契约而产生，体现

着内部的意思自治的纯粹社会公权力，应排除在监察

范围之外。

2.公职

“公职”是指凡官吏、议员及其他依法令而从事公

务的职务［6］。这里的公职是一种复合要素，具体包含

公职人员和公共岗位。

（1）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与身份密切相关，不仅包

含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编制的工作人员，还包括了

行使公权力的从事管理、履行公共事务的人员，超出了

“公务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范围。这也意味着，

一些符合监察对象的公职人员，不一定违反《公务员

法》，也不一定构成《刑法》中的渎职犯罪，例如国企中的

临聘人员，既非公务员，也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其不具备

犯罪主体要求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使依法从事公

务成为监察对象，也不一定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公共岗位。这里的“公共岗位”一般根据在机

构承担的岗位职责和公共管理权能来确定，即除了国

家机关中的公职岗位外，还包括其他国家、社会组织具

有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在公职要

素中，要将公职人员和公职岗位结合起来，综合认定。

例如，村民委员会和国有企业的会计，其从事的工作关

乎公共财产的管理与使用，属于公职人员范畴，且负有

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的职责和权能，属于重要岗位，应

纳入监察对象。

3.管理

《监察法》第十五条（三）至（五）项都使用了“管理”

一词，具体表述为“管理人员”和“从事管理”。管理学

上，管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以人为中心，通过

实施组织、领导等手段，合理配置组织中的人、财、物等

要素，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实现组织目标而服务［7］（P8）。现有法学研究中，管理

的内涵并不明确，但结合《刑法》第九十三条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

要》（以下简称《纪要》）在认定“国家工作人员”时，使用

了“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来限定，这其中“管理”的含

义实际与管理学的如出一辙。不同主体的管理范围各

有不同，但总体而言，《监察法》是要将承担公共事务职

能，从事与公共职权相联系的决策者、管理者及公共财

产的监管者和经营者都归入监督范畴。因此，管理不

仅代表身份地位，实质在于公共权力的使用。

4.公务

“公务”是指公共的责任、事务，是履行公权力的重

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界定

标准，《纪要》也进一步明确了定义①，范围大致包括国

家履行公共事务或参与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国有企业

或其他单位负有国有财产的经营和管理的事务。“公务”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主体为公权力行使者；

第二，目的具有公益性；第三，责任需由公务主体承担。

（二）监察对象识别标准的建立

通过“公权力”“公职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关系的

厘清以及对监察对象识别因素的分析，笔者试图探索

建立监察对象识别标准。

①《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四）项规定：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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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权力”标准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

千古不变的经验”［8］（P184）。对应《监察法》第十五条

（一）至（二）项监察对象的认定，要以“公权力”为中心。

此处的“公权力”标准是一种狭义的公权力，更多的体现

为国家公权力，需要具体到规范层面，探讨是否为法律、

授权、委托而继受取得的公权力。因为本文探索监察对

象标准多是针对具体条文进行的微观识别，所以在构建

监察对象标准时，将其作为监察对象的首要识别标准。

2.“复合型公职”标准

除了“公权力”标准外，根据《监察法》第十五条

（三）至（五）项规定，得出“复合型公职”标准，包括“公

职人员”和“公职岗位”两个因素。首先，“公职人员”要

素。如国有企业、公办的科教文卫体单位等都是依据

宪法及有关法律对资格的限定，从而赋予其公职人员

身份。在此要特别注意，这三种类型中除本身为国家

工作人员外，通过任命、指派、提名、批准等形式取得

“委派”身份，如企业董事会任命的管理人员也属于监

察对象。具体而言，判断是否为“委派”，主要从其是否

代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意志，且行使的职能与国有企

事业单位是否具有关联。其次，“公职岗位”要素。满

足“公职人员”要素，只是确定了属于监察对象的范围，

但是要具体确定是否属于（三）至（五）项的类别，还需

要具备“管理”特征，主要包括管理职权和管理职责。

需要强调，“复合型公职”标准主要针对第（三）至

（五）项规定的三种监察对象类型而划定，“公职人员”

和“公职岗位”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3.“行为”标准

“行为”标准主要适用于《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六）

项，是为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而设定。该条作为

监察对象的兜底性条款，是除了前五项列举的监察对

象之外，避免出现遗漏而做的动态判断依据。“行为”标

准的关键在于判定主体行为是否属于“依法履行公

职”。根据上文对“公职”“管理”“公务”因素的分析，

“依法履行公职”核心不在于身份，而在于代表公权力

组织行使职权，履行职责。通过其他形式担任公共职

务，具备公共管理服务权能，行使国家、社会公权力的

都可认定为“履行公职”行为。

此外，为保持监察对象的谦抑性，防止过度泛化，

“行为”标准的适用中，重点应强调履行公职的直接性，

例如辅警、城管临聘人员，虽不具备编制、“委派”身份，

但实际直接行使执法权力。同时，认定中还需加强对

这类监察对象的动态观测，适时进行相应调整。

五、实践中监察对象的具体识别

明确监察对象标准，只是监察对象界定的第一步，

具体到监察实务，结合案例，参照三类标准，划定具体

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一）《公务员法》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

这里的国家公职人员指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

的人员。其中，列入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主要包括

两种类型，一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

能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二是如文联、共青团、科协、

妇联等群团型组织中参照管理的人员，具体参照《公务

员法》及其配套法规政策的规定进行管理①。这些国

家公职人员在行政体制和程序上基本相同，均受《公务

员法》调整，具有统一目录和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

资福利。不管是党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还是参照公务员

管理的人员，他们实际上都行使着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国

家公权力，根据“公权力”标准，应当明确属于监察对象。

（二）授权或委托从事公务人员

《监察法》第十五条第（二）项涉及的人员包括，除参

照公务员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9］（P74）。其中，事业单位多通过授权和委托

形式从事科教文卫等活动的社会服务。除事业单位以

外，实践中经常出现无权授权或违法委托，受托组织将

委托事务继续委托等现象。这意味着，临聘人员、雇员

等私主体大量存在。针对这一情况，只要相关组织实际

接受或实际履行了法律、法规授权委托的具体公共事

务，那么应当认定其接受了授权和委托。对于这类人员的

认定，也应按照“公权力”标准，凡是被授权或委托期间，

直接代表受托组织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即为监察对象。

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审批办法》第三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且使用事

业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事业单位列入参照管理范围。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按照中央有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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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监察法》第十五条第（三）项，将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明确纳入监察对象范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公司

股份制改造，国有事业单位转型不断出现，人事管理制

度也发生变化，下面针对国有企业类型具体分析。

1.国有独资公司、企业中监察对象的认定

国有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一般采取政府委任、董

事会聘任或股东大会选举方式产生，其权力可视为与

政府、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委托关系，其管理国有财产

的行为可以称之为行使国家权力派生权，当然属于监

察范围。另外，对从事与国家利益无直接联系的纯劳

务工作或技术活动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监察对象纳

入监察视野。

2.国有控股和参股公司、企业中监察对象的认定

主要分两类人员讨论，一种是由国有企事业单位

“委派”，负责国有资产管理配置的工作人员；另一种是

经公司聘任，对公司财产负责的工作人员。

关于“委派”的工作人员。首先，“委派”实质属于

任命的一种，委派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存在行政隶属

和服务性关系，主要是指通过提名、推荐、任命、批准等

方式向国有独资公司和其他国有出资企业派出的工作

人员。其次，符合管理人员特征，即根据《国家监察委

员会管辖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辖规定》），管理人

员主要指从事领导、组织、管理、监督等活动的人，不管

具体职务是董事还是一般人员，凡是具备国有财产和

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配置职责，都应当属于监察范畴。

关于聘任的工作人员。与“委派”不同，聘任人员

与企业是平等委托代理关系，聘用期间，其与企业实际

存在一定的监督关系。笔者认为，对其法律主体认定，

应根据其选聘期间的职责范围具体论述，只要在聘用

期内被授权行使国家意志的公权力，则应当属于监察

对象。相反，若聘请的相关人员，从事日常事务或当授

权和聘用解除时，则不属于监察对象范围。

综上，对于国有企业从事管理的人员的认定，应结

合“复合型公职”标准识别。一是应当具备“公职人员”

身份要素，要么为国有独资企业工作人员，要么为经有

关组织“委派”的工作人员。二是依据“公职岗位”要

素，应具备管理职权，若涉及国有企业的外籍人员，不

论其国籍，只要符合上述标准，也应纳入。同时，在国

有企业管理人员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还应参照《刑

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国有企业管理人

员”作缩小解释理解，避免在适用中与《刑法》冲突。

（四）公办科教文卫体等单位从事管理的人员

2018年3月《监察法》颁布后，监察委员会依法对

吉林工商学院副院长张国志严重职务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调查。监察改革前，像张国志这样的公办科教文

卫体领域人员存在监督空白。其既非党员，不在纪委

管辖范围，也非行政机关公务员，不属于行政监察范

畴。此次《监察法》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类似张

国志这样的身份不再是监督的盲区。

该类人员具体识别应根据“复合型公职”标准，从

“人”（公职人员）和“事”（公职岗位）两个要素判断。既

具有公务员或“委派”身份，又属于负责所属单位教学、

科研、培训、经费、人事、经营等事务，就应当认定为监

察对象。主要包括公办学校的书记、校长、处长，科研

院所的院长、所长，医疗单位高、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

等，与《释义》明确的范围相匹配。对不具备管理身份

而被临时指派从事管理的人员，一旦从事与职权相联

系的管理事务，就属于监察对象。下面针对公办学校、

公办医院、体育竞技相关人员三类特殊主体进行识别。

1.公办高校监察对象识别

近年来高校违规、违法事件频发。如2018年1月，

湖北某高校普通教师项某，因涉嫌贪污，被监察委员会

留置。经调查，项某为主要负责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

辅导员，且属于事业单位管理岗七级，并不具备管理身

份，但是，由于其负责管理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事项，

因而具备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的公共职责。项某在管理

过程中滥用职权违规操作，虚报冒领奖学金、助学金并

据为己有，违反《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员会予以追究。

公办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涉及监察对

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学校党政负责人、内设职能部门

负责人；二是考试招生、国有资产管理、科研项目管理

等涉及公权力行使和国有性质财政资金使用部门中从

事管理工作的职员；三是教学科研二级单位党政负责

人［10］。按照“复合型公职”标准，以上三类属于监察对

象无异议。争议较大的是以下两类主体。一类是高校

教学科研人员，另一类是高校后勤、教辅人员。

从上述案例来看，这两类人员要结合实际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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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具体而言，高校教学科研人员，若其仅进行单纯

的教学科研，而不从事管理活动，应当排除在监察范围

之外。即使出现违规违纪行为，也应当通过校规和党

纪处理，例如发表不当言论和学术不端行为。但若其

涉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事项，如自主招生考试命题和阅

卷，科研课题经费使用等，则应纳入监察范围。后勤、

教辅人员亦是如此，如涉及采购教学物资、掌管学校培

训教育或学生评优入党等事宜也应纳入。

2.关于公办医院监察对象的识别

医疗卫生单位岗位主要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

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①。针对公办医院的工作人员识

别，应主要抓住“岗位职责”这一要素，重点在于界定他

们的行为是否是“公共事务”，还是仅为“从事职业技术

活动”。除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属于监察范围外，专业技

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范围，限于行使“职务”行为的

人员。如果医护人员行使与职务相关的权力，则属于

监察范围，仅是行使专业技术职能则不属于监察范围，

如收受红包行为，应由单位依据内部纪律处理。

3.关于体育竞技相关人员的识别

体育行风行纪问题由来已久，从谢亚龙、“金哨”黄

俊杰，到国家游泳“掌门人”俞丽因金牌内定被提起公

诉，多位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的体育界官员和

裁判员被查处，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严重阻碍了中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加强对体育领域人员的监察

十分必要。

实践中体育领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分复杂，

管办不分，且体育官员大多身兼多职，既担任着体育行

政部门的职务，还兼任行业民间协会的带头人，同时部

分人员在外经营着公司。因而对于该类人员难以识

别。所以，对体育领域的人员进行监察要把握“复合型

公职”标准，瞄准公职这一要素，对具有组织、管理职责

的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前审批、经营、选拔及赛事过程

中行使职权的具体行为，要综合分析予以监察。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

实践中，监察案件数量增长最多，认定难度大的领

域就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上文的分析，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适用“复合型公职”标准识别。

具体而言，首先，确定成员范围，即属于居民委员会和

村民委员会的成员。其次，从事管理的范围。就身份

而言，村委会、居委会中从事管理事务的主任、副主任、

委员等具备管理身份。就具体事项而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

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具体规定了村民委员会中，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七个事项②。同时，《管辖

规定》对“从事管理”做出解释，包括从事集体事务管理

的人员，以及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综

合两部法律解释，在《监察法》语境下，这里的“从事管

理”应理解为：群众自治组织中协助政府开展行政、集

体事务管理工作的人员。例如，有的村委会负责人其

利用职务便利，违法参与征地，伙同他人虚报户头，骗

取国家征地补偿款。

关于村民小组长的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

住状况设置若干村民小组③。实践中，村内大部分的

行政管理工作要通过村民小组长传达和实施，实际是

行使村民委员会授予的职权，应视为村基层组织人员。

同时《释义》也提出，其他受委托从事管理村务的人员

属于监察对象。因此，村民小组长在负责管理本小组

的财务和执行村委会赋予的部分权力时，如有涉嫌非

法占有村集体财产和国家公共财物的行为，应由监察

委员会监察立案。

（六）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

与《监察法》第十五条前五项内容不同，第（六）项为

监察对象范围的“兜底条款”，主要适于特殊个体难以用

前五类囊括的工作人员。其中“履行公职”行为是核心

判断因素。例如，2018年6月25日，浙江省宁波市某区

①《人事部、卫生部关于印发〈关于卫生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二、岗位类别设置5.卫生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

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

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

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

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

68



·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

监委因社区出纳徐某涉嫌挪用公款，依法进行立案调

查。调查期间，社区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居委会等机构

尚未成立，因而该社区实质上还不属于群众性自治组

织，徐某不适用第（五）项规定。但是，徐某作为出纳确

实在履行管理社区财产的职权，并存在行使公务的行为，

符合“履行公职”条件，因而按照第（六）项规定予以调查。

可以看出，兜底条款的识别应按“行为”标准进行判

断。在具体适用该标准时应当注意：首先，“公职”。即

工作人员的公职行为必须具有公权属性，民法上的私主

体行为及纯粹的社会公权力不在其中。其次，“直接”。

强调公职主体必须对从事公职或管理负有直接义务和

责任。实践中普遍存在权力委托，由私主体实际执行公

务的情况，如辅警、城管临聘人员，只要实际参与权力行

使，直接行使执法权，应纳入监察范围。同时，在适用时

还应注意与《刑法》第九十三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

的人员”规定的衔接，结合“公务”这一要素进行判断。

总之，在具体标准的适用过程中，针对实践中复杂

的监察对象的识别问题，应构建动态识别标准，除援引

监察对象认定标准之外，还要从国家监察体制的宏观

角度出发，明确主体所涉公职行为性质，以及与其他法

律的衔接。同时应加快制定监察法规，完善《刑法》相

关解释，保证法律的协调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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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Ya-ping，PENG Xia-qing

（Administrative Law School，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710063，China）
Abstract：The correct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supervision object is the basis for the sound operation of China’s
supervision system. Article 1，Article 3 and Article 15 of the Supervision Law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super⁃
vision objects. But in the process of application，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semantic ambiguity with
public power and public officials，fuzzy recognition standards，and difficult to identify special subjects. In view
of this，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cognition standard of supervision obje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e⁃
vant concepts and identification elements such as public power and public official.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tandards of public power，compound public office and behavior，and make clear the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method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monitoring objects，which are respectively applicable to six types of monitoring ob⁃
jects，and define whether special groups such as employe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eachers of public
schools，medical stud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and group leaders of village committe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onitoring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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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微媒体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话语方

式和交往行为。微媒体造成了话语权泛化，促成意识形态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这有助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

反馈机制，即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的教育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评价方式、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方向的决

策方法，三者依次递进、首尾相继、循环发力，为微媒体语境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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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虹俐，青岛农业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督学，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前沿问题。

微媒体主要指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是由个人掌

控的社交、通信媒体。微媒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商业

创新，而是信息技术提升人类交往能力的必然结果，是

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与生俱来的交往需要在互联网浪

潮中孕育产生的新型释放渠道。微媒体的崛起不仅给

互联网通信、娱乐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改变着

人类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也从属其中。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

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

高度融合”［1］（P378），因此，剖析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影响，是探索新时代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必由之路。

一、微媒体促成意识形态

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

微媒体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大传播力的话语媒

介。而微媒体存在样式之“微”，又决定了掌握它的话

语主体是个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微媒体。因此，在微

媒体语境中，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话语权的

泛化，微媒体将原本附属于政治权力的话语权赋予广

大人民群众。话语作为意识的载体，话语权泛化必然

会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影响。在传统意识形态工

作中，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发出意识形态话语影响

话语受众，但由于话语受众缺乏便捷有效的公众话语

能力，难以在接受意识形态话语后做出回应，意识形态

工作效力的传递也就此停止。其作用链条是“意识形

态话语—个人意识”，是单向度的传递关系。但是由于

微媒体造成话语权泛化，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会发出

个人话语，相似的个人话语有可能汇集形成社会舆论，

强化或削弱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其作用链条是

“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社会舆

论—意识形态话语”，形成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作用

链条由单向转变为环形，就是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

带来的最大影响。

在“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社会

舆论—意识形态话语”的效力传递链条闭环中，主要可

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

识—个人话语”维度，作用于个人意识领域，是个人意

识受意识形态影响并做出反应的固有机制；二是“个人

70



·文化治理与文化建设·

话语—社会舆论”维度，作用于社会存在领域，是微媒

体话语权泛化带来的客观现象；三是“社会舆论—意识

形态话语”维度，作用于社会意识领域，是微媒体话语

权泛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切实影响。

（一）“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识—个人话语”维度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深刻地影响每

个人的意识。马克思认为，作为“‘幽灵’‘枷锁’‘最高

存在物’‘概念’‘疑虑’”的意识形态，“显然只是孤立的

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

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

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

限的范围内运动着”［2］（P163）。接受意识形态对个人意

识的教化，是人由自然人变为社会人，融入社会生活、

开展社会生产、建立社会联系的必经之路。在意识形

态对个人意识的教化过程中，话语是最为主要的方式，

“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借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叙述

自己”［3］（P69）。“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

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

王国”［4］（P525），通过话语影响个人意识，是意识形态发

挥作用的固有途径。当人接收意识形态话语，接受意

识形态教化后，又会在个人话语中体现出该种意识形

态。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5］（P525），人的意识

决定了人的话语。个人意识和个人话语注定难以摆脱

意识形态的深层影响，“意识形态话语—个人意

识—个人话语”的效力传递关系，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

作用的基本方式。

（二）“个人话语—社会舆论”维度

个人话语快速汇集成社会舆论，是微媒体崛起带

来的显著变化之一。舆论是人类话语能力与交往关系

相结合的产物，先于微媒体而存在。但在以往话语权

被个别人或组织、机构垄断时，舆论通常是由少数人营

造、引导的。由于人民群众既不具有话语权，也没有在

社会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个人话语的传播范围和社

会影响力较为有限。这种情况下的舆论，实际上是被

掌握话语权的话语强势方“代言”的舆论，人民群众的

主体性被从众性掩盖了。勒庞就认为群体中的个人意

识是极易被引导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

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

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

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

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

玩偶”［5］（P22）。勒庞所说的对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暗

示”，显然只有掌握话语权的人才能做到。而微媒体带

来的话语权泛化，使“暗示”不再是统治阶级中个别人

的特权，个人话语同样可以形成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

舆论的走向，并且显著提升了舆论的广度、速度和参与

度。微媒体打破了空间限制，个人话语无须同时在场，

即可形成交流场域；微媒体打破了时间限制，个人话语

无须同时出场，即可形成话语氛围；微媒体打破了阶层

限制，个人话语无须占有优势资源，即可广泛传播形成

社会影响力。总之，微媒体造成的话语权泛化，降低了

舆论形成的门槛，将更多的人纳入舆论之中。

（三）“社会舆论—意识形态话语”维度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存在于

同一领域，并相互作用。通常情况下，个人生活环境的

相似性和意识形态教化的趋同性，会使个人意识的共

性强于个性，个人话语汇集成的社会舆论总体上会与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舆论作为一种个人主动

发声而形成的集体话语，其建构方式、结构形式具有自

发性、自组织的特点，使舆论具有参与感带来的信服力

和从众性带来的引领力，可以显著提升意识形态话语

的说服力。但是，由于舆论缺乏稳定的导向和结构，虽

然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但却无法被精准掌控，难以

确保其与意识形态话语始终一致。当舆论朝向与意识

形态相左时，反而会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甚至

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引发意识形态危机的武器。

例如，戈尔巴乔夫批准新闻出版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

度，西方势力抓住时机进行意识形态入侵，“各种非正

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联共产党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

蚕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

多达上千种”［6］（P260），舆论危机成为苏联意识形态危机

爆发的加速剂，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需要注意的是舆论影响的程度总归是有限度的，而

不是决定性的，其一是因为舆论的不稳定性无法提供

持续的影响力，其二是因为舆论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

表现出软弱性。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所形成的舆论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影响，近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形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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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民主的政治功能，“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

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7］（P2）。但是，“公

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

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

等的规范结构。它同样也不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

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

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

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

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

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8］（P446）。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中话语民主的成立

设置了过多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

足。事实上，由于舆论形成机理的自发性、组成结构的

开放性、参与人员的多元性，使舆论通常缺乏稳定性。

当社会环境突变、话语议题转换或外来力量介入时，舆

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有时还会表现出盲目性、非理性

的特征，所以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状态的“公共领域”

中形成的“话语民主”，并不能真正借助微媒体达成。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成的舆论不具有持续性，对意识

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也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成的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

话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层次不同，前者发生于市民社

会与上层建筑之间，而后者则属于上层建筑之上的“观

念的上层建筑”。因此二者的力量来源也存在差异，前

者是市民社会的自发行为，缺乏坚实、持续、专业的物

质力量支持，而后者则可以依靠国家机器获得源源不

断的全方位供给，所以相对而言，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形

成的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软弱性。哈贝马斯也认识到

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一定条件下市民社会可以在公

共领域中赢得影响，可以通过它自己的公共意见而对

议会组织（以及法院）造成一定效应，并且迫使政治系

统转到正式的权力循环”，但是“市民社会的各种组

合——虽然具有对于问题的敏感性，但它们所发出的

信号、它们所提供的推动，总的来说过于软弱，不足以马

上在政治系统中启动学习过程或改变决策过程”［8］（P461）。

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

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4］（P525），归根结

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152），话

语是以物质硬实力为基础的软实力，尽管社会舆论不

可小觑，但统治阶级凭借物质资源优势和政治权力优

势，掌握话语说服力优势和传播力优势，所以意识形态

话语的影响力通常大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促成的社会舆论对

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影响是有限度的，而不是

决定性的。然而，尽管社会舆论会存在一定的妥协、弱

化，但它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意识的话语，仍然会依照它

的内在规律发挥特有的作用，在操作层面对意识形态

工作产生独特的影响。所以，我们依然要秉持“意识形

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9］（P153）的基本理

念，坚持“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0］（P204）

的工作方针，深刻剖析微媒体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

确保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万无一失。

二、微媒体完善

意识形态工作的反馈机制

意识形态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为意识形态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反馈机制，即创新意识形态

工作方法的教育模式，分析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评价

方式，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方向的决策方法，三者依次递

进、首尾相继、循环发力，为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一种新

范式。

（一）微媒体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教育模式新途径

无产阶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包括两种

模式。一是列宁提出的，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灌

输”模式；二是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开创的，建立知识

分子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统一战线”模式。而微媒

体话语权泛化催生了第三种模式，即舆论引导下的互

动式意识形态教育模式。

列宁认为“灌输”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意识形态工

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从主观方面看，在当时苏联的社

会环境下，工人阶级受认识能力限制，缺乏革命运动的

自发性和自觉性，“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创造出而且

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但这是极大的错

误”［11］（P325）。从客观方面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

虚假并不妨碍其形式的成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

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

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1］（P328）。

自身力量的薄弱对比反动势力的强大，使得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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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时，必须要利用直接的教化，如列

宁所强调的“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1］（P317）。

事实上，这种强调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主、客体

对立关系，即通过单向度的灌输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

方式，也是资产阶级实施意识形态教化的惯用手段。马

克思就鲜明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

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2］（P417）。例如：在教

育中掺杂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篡改或否定历史来开展意

识形态工作，至今仍然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惯用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是以毛泽东的

“统一战线理论”为基础的。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是

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2］（P694）。

将“文化”作为“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观念形态”则

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的，这种逻

辑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建立在经济基础和法律

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一致

的。毋庸置疑，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观念形态”就是意

识形态，而“文化”则是一种在当时中国社会最典型的意

识形态。对于如何开展党的文化工作，毛泽东指出，“我

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

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12］（P1012），

“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如此。这里

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

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

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12］（P1013）。

不难发现，毛泽东淡化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间泾

渭分明的界线，他要求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深入群众，

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共

同打造“统一战线”。由毛泽东创立的“统一战线理

论”，始终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习

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做好宣传工作要“坚持人民性，

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

群众结合起来”［9］（P154）。

微媒体时代的话语权泛化，使得任何一个阶层都

无法完全垄断话语权，至多是处于动态中的、缺乏稳定

性的话语优势地位。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阶层

在微媒体语境中的定位也由“灌输者”变为“领导者”，

通过释放信号引领舆论走向，促成人民群众相互之间

的互动式教育，成为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

这种教育模式本质上是“统一战线理论”在微媒体时代

的新发展。一方面，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

联系得到了形式上的升华，由直接联系变为以微媒体

为中介的联系，摆脱了空间、时间的局限性。另一方

面，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也改变了“统一战线”的具体实

现方式。从话语主体角度看，虽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发出的意识形态话语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是作为“代言人”，话语发出的直接主体仍然是无产

阶级知识分子。而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则使“代言”转变

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共同发声，通过相互倾听、相互

理解、相互支持，共同促成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从话语受众角度看，人民群众接受意识形态教育

的渠道也被拓宽，既会接受统治阶级官方话语的影响，

也会受到个人话语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虽然官方话语

依然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不同话语之间相互印证、比照

的意义得到了提升，单向度的灌输已经不能满足微媒

体语境。

（二）微媒体创设意识形态工作评价方式新准绳

评价通常是意识形态工作最困难的环节。因为意

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个人意识，所以对意识形态工作

的评价实质上是以人的意识为对象的认识活动。这种

认识活动中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自在客体”，而是

不能被直接观测到的，又在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发展的，

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个人意

识。即便这种认识活动的方法论得以尽善尽美，但由

于认识对象的间接性、发展性、不确定性和繁杂性，导

致认识结果始终缺乏精确性和可靠性。因此，为了规

避直接将个人意识作为认识对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意识形态工作的评价方式通常以某种中介为认识对

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基于唯物史观的评价方式，也就是以社会存

在和社会关系为中介，来评判个人意识基本倾向，推断

意识形态工作效果。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观

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

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变”［2］（P419-420）。这种评价方式具有认识理论真理性带

来的科学性，认识方法整体性带来的宏观性，以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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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实在性带来的客观性，所以是一种主流的评价方

式。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过于宏观，缺乏对个人意识的

考量，难以精准辨识微观意识形态风险，并且有可能走

向机械唯物主义物质决定论的极端。例如斯大林就曾

提出“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

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

样”［13］（P443），这种僵化理解唯物史观引发的误判，显然

对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

第二，基于唯心史观的评价方式，也就是以某种意

识形态为中介，通过解构该种意识形态的内核、结构、

倾向、范围，来评判其对个人意识的影响力。这种评价

方式虽然通过置换认识对象规避了个人意识的间接性

和不确定性，但却难以解决方法论客观性的缺失。因

为认识主体分析一种意识形态所凭借的方法论，实质

上是认识主体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要素。所

以这种评价方式本质上是从认识主体所认同的意识形

态出发，来评价其他种类意识形态，整个认识活动缺乏

具体有效的客观性评价标准，一旦评价方式选择有误，

就很容易带上意识形态色彩，难以得出正确结论。最

为典型的就是西方学界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中

国崩溃论”等，尽管漏洞百出，不断被事实否定，但仍然

能够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

认同的意识形态相似性掩盖了评价方式的不合理性。

第三，以话语为中介的评价方式，也就是通过话语

倾向分析个人意识倾向，进而评价意识形态工作的效

果。话语是意识的载体，具有公认的语义规则，一旦形

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个人意识较为直接、准确的反

映，所以这种评价方式一定程度上兼具认识对象的客

观性和认识方法的有效性。但是通常情况下，拥有话

语权的主体是少数的，所以评价者接收到的样本也是

较为有限的，致使这种评价方式不具有普遍性。微媒

体话语权泛化则恰好弥补了其样本局限性的缺陷。

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使人们可以自由发声，而且话

语内容会以网络信息的形式客观、真实、完整地记录下

来。评价主体可以便捷实现对样本的广泛收集，或有

针对性地选择提取，这就解决了以话语为认识对象的

稀缺性困境。需要注意的是，以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为

中介的分析方式虽然解决了认识客体的局限性，但若

想得出正确的结论，还要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

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人们的生活状态、实践

活动、社会关系为基线，分析个人话语对个人意识反映

的虚实程度，使宏观审视与微观辨识相结合，才能全面

评价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因此，以唯物史观为基本

方法论，分析话语权泛化提供的微观样本，就是微媒体

促成的新型评价方式。

（三）微媒体孕育意识形态工作决策方法新理念

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就是依据评价结果，预判当

下和未来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难点，确定意识形态工

作开展的具体方向、举措。这本质上是一种从已知推

断未知，具有前瞻性、预估性、评价性的认识活动。在

这一认识过程中，决策者所能掌握的认识对象，都是已

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物，而需要得出的认识结论，却

是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的行为结果，所以这种认

识活动包含着历史与未来、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如何

化解这对矛盾，成为影响决策效果的关键。

实现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决策，首先要知己知彼。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

善”［14］（P437），脱离客观事实的决策是难以奏效的。所以

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要在明晰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的

立场、能力、目标的基础上，全面、真实、深刻地了解掌

握对意识形态工作构成影响的诸多客观要素，在大量

事实中分析问题、检验理论、求证结果。实现意识形态

工作的科学决策，还要由己及彼。“日常经验只能抓住

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

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15］（P53），直观的经验不能使我

们洞悉事物的本质，科学的方法才是通往真理的桥梁。

脱离客观事实将会导致空想主义，脱离理性认识又会

导致经验主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如

列宁做出的“不发达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

的科学判断，就是将唯物史观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与俄国社会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极大地鼓舞

了无产阶级参与革命运动和社会建设的士气，为无产

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一方面要保障认识对

象的有效性、广泛性，另一方面要保障认识方法的科学

性、适用性，才能使决策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趋势、过

程、前景做出准确判断。微媒体话语权泛化，对这两方

面均有显著提升。从认识对象角度看，微媒体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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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化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众多客观的分

析样本，提升了决策基础的可靠性。从认识方法角度

看，微媒体话语权泛化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决策提

供了新渠道、新方法，提升了决策过程的有效性。微媒

体提供的分析样本，是以网络信息为样式被固化的个

人话语，一经形成就会以数据的形式被存储、记录，这

就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等跨学科、跨领域的相关技术、理

念来辅助决策。例如，大数据技术就可以充分发挥这

种优势。大数据技术以相关关系分析为基本原则，“通

过给我们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

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如果A和B经常一起发

生，我们只需要注意到B发生了，就可以预测A也发生

了”［16］（P72）。通过微媒体广泛收集、分析个人话语动态，

在尚未形成社会性的意识形态危机之前，及时辨识潜在

意识形态风险，可以协助意识形态工作的前瞻性决策。

三、构建微媒体语境中

意识形态工作效力提升的新范式

微媒体促成意识形态工作效力传递链条的闭环，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反馈机制，所以在微媒体语境中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全局性视野，从全流程着

手，系统性地创新发展意识形态工作教育模式、评价方

式、决策方法，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效力提升的新范式。

（一）尊重群众力量，打造意识形态教育统一战线

首先，要创新工作理念。微媒体是人类社会信息

化的必然结果，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不以个人意

志为转移。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要接受、正视这一客

观趋势，尊重、顺应微媒体的特殊性，将自身角色由单

一“灌输者”转化为多元“引领者”。其次，要提升工作

能力。意识形态工作者既要深入研究微媒体话语权泛

化形成社会舆论的机理、规则、起点、范畴，夯实理论基

础；也要全面提升微媒体语境中理论工作的水平，创作

群众喜爱的微新闻、微视频等微言微语，增强舆论引领

力；还要大力建设微媒体资源，打造一批具有舆论影响

力的公众号、代言人，抢占微媒体阵地。另外，要发动

群众力量。微媒体的话语主体是人民群众，能否发挥

群众力量是微媒体语境下意识形态工作能否取得成效

的关键所在。意识形态工作者要转变思维，不能以主、

客体对立的方式看待群众，要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

支持群众通过微媒体发声协助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另

一方面，还要教育、引导群众，不能放任其随意发声，影

响微媒体话语氛围，尤其要防止西方势力代言人通过

微媒体开展的意识形态渗透，净化网络环境，夯实网络

意识形态阵地。总之，意识形态工作者既要坚定发声

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抵制、查处恶意传

播虚假意识形态的言论，也要发挥群众在微媒体语境

中的创造力、传播力优势，打造意识形态工作“统一战

线”，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微媒体语境结合，构建意

识形态工作评价方式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17］（P23），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论，透过微

媒体话语权泛化洞察意识形态工作效果。马克思主义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

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揭开了笼罩在无产阶级身

上的意识形态之蔽，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坚实

内核。唯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才能认清各种意识形态

问题的本质，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障党的意识

形态工作评价方式的科学合理。所以，任何情况下对

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评价，都要建立在依据唯物史观做

出的宏观判断基础上。同时，还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微

媒体语境相结合，从微观领域验证宏观评价结果，补充

宏观评价不足。这就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

助信息技术提供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从微媒体语境

中选择提取相关素材，观察个人意识受意识形态工作

影响的程度，识别个人话语传播意识形态的脉络，分析

社会舆论自发运动的范围趋势，进而评价不同意识形

态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辨析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源

头，识别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节点。使宏观判断与微

观辨识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先进工具相结合，高效方法

与便捷途径相结合，共同构建意识形态工作评价方式。

（三）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实现意识

形态工作科学决策

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践行者，是抵御西方虚假意识形态

入侵的中坚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条件、有能力、有

资格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科学决策。所以在微媒体语

境中实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决策，首要条件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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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党的领导。另外，还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各

种社会资源，促使多学科、多专业协同配合，应用新技

术、新理念协同攻关，深挖微媒体话语权泛化的价值，

发掘微媒体提供的分析样本，在蛛丝马迹中探寻舆论

动向，确定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节点。“要树立大宣传

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

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

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9］（P156）共同发力，提升意识形态

工作者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实现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科学决策。同时，还要提高风险意识，防范世界局

势变化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尤其要警惕西方势力通

过微媒体平台的意识形态渗透，前瞻性地发现意识形

态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及时消除潜在

意识形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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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疫情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场”之一。在网络及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

天，重大疫情暴发必然伴随舆情信息泛滥，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成为应对重大疫情的“第二条”战线。为此，在

重大疫情应对中，应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

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同时，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可尝试实施技术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以舆情引导

及网络信息治理的“隐性”战线配合疫情防控的“显性”战线，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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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重大疫情主要是指由动物或人感染某

种致命病毒并迅速扩散和传染，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

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暴发性疫病。如2003年的“非

典”疫情，2019年12月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均是典型的重大疫情。每当重大疫情暴发，很容易伴

随舆情泛滥，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网络舆情总

是与疫情同步，表现为相关海量网络信息“井喷”，令人

无所适从、难以甄别。重大疫情中的舆情泛滥，一方

面，极容易导致民众在疫情防控中“失控”：或盲目乐

观，或过度恐慌，或麻木冷漠；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政

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陷入被动：或疲于应付，或

“冷处理”，或麻痹大意。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疫情应对

带来了严重干扰。因此，舆情引导及网络信息治理，是

重大疫情应对的“第二条”战线，正确的舆情引导和有

效的网络信息治理，是重大疫情应对的重要抓手，事关

重大疫情应对的效能与质量。

一、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具体而言，从传播内

容来看，舆情是指特定社会空间内的民众对于社会管

理者，因特定的事件影响而产生或表达出来的一种态

度［1］。从表现形式来看，舆情是基于信息形成的多种

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2］。在互联网和自

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舆情主要表现为网络舆情，即网

民在特定时间和互联网空间的范围内，对自己关心或

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热点、焦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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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以及意见交错的总

和。由此我们看到，在“岁月静好”的时候，民众生活

“平缓如流”，舆情就很难出现爆发态势；而在出现“重

大事件”的时候，民众生活“起伏跌宕”，舆情才可能在

短时间内发酵以至爆发。同时，对于不同性质的“重大

事件”，民众也会因关注点不同而出现不同倾向的反

应。换言之，舆情特点并非千篇一律，不同“重大事件”

会呈现不同的舆情特点。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对

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作出简要梳理。

第一，从舆情的传播内容来看，追问疫情源头、防

控责任、传染影响及医治效果等方面的信息爆炸式增

长。在信息化时代，一旦暴发重大疫情，各类相关信息

就会在瞬间“满天飞”，呈现出信息“爆炸”的增长态势。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自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

宣布“人传人”起，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信息

就以几何量级递增，历时多月仍未见消散。关于重大

疫情的繁杂舆情信息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追问疫情源头。这方面的信息主要分析疫情可能产生

的源头在哪里，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关于“零号病人”

“动物宿主”等涉及疫情源头问题的信息传播从未间

断。其二，追问防控责任。这方面的信息主要以“主持

公道”的姿态出现，或声讨和嘲讽疫情发生地主政者，

或谩骂和讽刺“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味追求者，或猎奇

式“起底”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等等。

其三，追问传染影响。这方面信息主要针对疫情可能

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影响，以相关专家的发言、确诊人

数、死亡率或某些民间猜测为关注焦点。其四，追问医

治效果。这方面信息主要以各种所谓“有效治疗方

法”、“药物秘方”、药物研发、“重大突破”等为关注话

题。从价值倾向来看，以上舆情内容又呈现“极端化”

趋势，前两者以负面信息为主，后两者则以正面信息

为主。

第二，从舆情的传播形式来看，各类疫情信息主要

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途径传播。在互联网、自媒体

高度普及的今天，重大疫情产生的舆情被极速扩大，其

传播形式主要以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为载体和途径。

正如有分析者认为的那样，这种极速化的网络舆情传

播形式，除了具有自由性和交互性之外，还表现出聚合

扩散、时空交汇等特征［3］（P48）。所谓自由性和交互性，

就是打破了以往只有“权威”单向发声的局面，在现代

通信技术的助推下，信息传播实现了“去权威化”的多

向发声，几乎人人都有发声权，同时人们还可以随时对

任何人的发声进行即时互动、点评、争论等。所谓聚合

扩散、时空交汇，就是指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节点，绝大

部分人跨越时空界限聚焦于某一个事件或人物。在新

冠肺炎疫情中，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殉职事

件引发的舆情较为典型，当时几乎大部分的社交媒体、

自媒体都在传播李文亮的相关信息。显然，由于现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在重大

疫情暴发期间，舆情传播形式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由传

统的“单点单向”传播发展为现如今的“多点多向”传

播。因此，舆情信息的狂轰滥炸已成为重大疫情暴发

期间无法避免的典型现象。

第三，从舆情的传播主体来看，业内人士、高知群

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等成为疫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源

头。由于与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息息相关，重大疫

情会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疫情暴发期间，人们会不

断搜索和浏览各类疫情信息，以“获取更多有用资源”，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那么，这些信息资源从何而来

呢？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我们看到，除老年人群体关

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主流媒体、传统媒体的报道

外，绝大多数群体都是通过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朋友

圈、微信群、微博）来获取相关信息。这些自媒体信息

源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传播主体带有很大的“随

意性”。这种“随意性”，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在

《数字化生存》中所描述的那样：“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

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

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

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现在都能够为你所用。”［4］（P196）

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客观地看，各类传播主体传播信

息的动机确实如此。但我们也看到，虽然传播主体具

有“随意性”，但也并非涉及所有人群，而是带有一定的

“区域”聚集性：从新冠肺炎疫情来看，舆情传播的主体

集中在业内人士、高知群体、社会青年及大学生身上。

业内人士主要是某些医院的医生及职能部门相关人

员，以信息及文件的截图为主，发布所谓“内部消息”；

高知群体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过高等教育、

在某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以发布所谓“深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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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信息为主；社会青年及大学生则以发布所谓“最新

进展消息”为主。而老年人群体、普通老百姓群体则较

少发布信息，也较少关注自媒体舆情信息。

二、重大疫情应对中的舆情引导原则

在互联网时代，舆情信息尤其是网络舆情信息已

成为重大疫情暴发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我们必

须正视并作出积极引导，只有这样，重大疫情应对才可

能全面顺利推进。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舆情引导工

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

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5］但是，需

要强调的是，不同“重大事件”引发的舆情虽有共同点，

但也有明显区别。因此，要做到正确引导舆论、传播正

能量，必须在遵循舆情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

“重大事件”及其引发舆情的特性来有针对性地施策。

基于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的舆情特点，应该坚持以下几

个引导原则。

第一，坚持“第一者”视角与“他者”视角相结合的

舆情引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一些焦点的舆情

事件之所以会爆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事件直接

或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却没有

得到及时回应、合理解决，激发了民众负面情绪，因而

被各种不同的舆情传播主体加以裁剪和利用，最终酿

成影响极大的舆情事件。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初，地方政府防控不力问题、李文亮医生事件等，就具

有代表性。在舆情风潮中，多数民众认为如果李文亮

医生的“吹哨”能引起应有的关注，疫情可能就不会发

展到大量人传人并“封城”的地步；同样，多数普通民众

也认为，如果湖北省及武汉市政府高层能早些关注“不

明原因肺炎”并作出相应防控措施，疫情就不会大面积

传播并全覆盖地危及武汉和湖北。可见，民众的这些

情绪，均因事件直接或间接地与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有关。面对这种阅读和留言“10万+”级的汹涌舆

情，一味地遮掩或者回避显然不可取，如果因此“责怪”

民众无知或盲目，就更不可取。这样做的话只会加重

民众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处理不当，就会走向民众情感

的对立面。其结果，就可能会像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

佗所言：“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

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6］（P16）也就是

说，政府的公信力会因处理不好伴随疫情而来的舆情

而受到影响甚至丧失。因此，面对伴随重大疫情而来

的舆论风潮，为了防止出现“塔西佗陷阱”这样的严重

后果，我们认为，舆情引导首先应该坚持“第一者”视角

和“他者”视角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第一者”视角主要是指代表官方立场和态度

的视角，多以正面陈述和宣传为主，很少涉及负面信

息。“第一者”视角的对立面是“第二者”视角，后者以负

面陈述和质疑为主，意图抹黑政府和职能部门。所谓

“他者”视角，则是在“第一者”视角和“第二者”视角之

间寻找一种平衡，多以客观陈述、分析事实为基本态

度，可以说是一种假设性的“旁观者”立场和态度。诚

然，应对重大疫情时，舆情导向需要对政府和职能部门

所做的应对措施进行正面宣传，特别是呈现政府和职

能部门敢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的良好形象，这样

既有利于树立政府威信，又有利于帮助民众树立战胜

疫情的信心，这是“第一者”视角的舆情引导效应。但

如果只有“第一者”的引导视角，“第二者”的对立视角

就必然会“疯狂进攻”，进而扰乱公众视听甚至会使公

众受到误导而引起更高浪潮的舆情风波。因此，应该

在“第一者”视角的基础上，引入“他者”视角，即以相对

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分析“大事件”，敢于客观呈现

政府及职能部门工作的短板、分析相关原因、陈述“补

救”措施、描述改进态度等。只有这样，公众的“愤怒”

和“质疑”情绪才会慢慢趋于平和，进而理性客观地看

待“大事件”，并可能理解政府及职能部门，最终与其站

在同一条战线上抗击疫情。简而言之，就是在重大疫

情暴发期间，应该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

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

第二，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舆情引

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各大官方媒体（包括官方

自媒体）常见的舆论宣传手法是以家国情怀、国家力

量、舍生忘死等“高阶”价值为主要阐述主题。但客观

地说，这种舆论宣传手法，因为较难令人感受贴身的

“温度”，可能会让公众产生“审美疲劳”。如在新冠肺

炎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高调的、宏大的宣传报

道，虽然得到了公众的相对认可，但也存在一些报道浏

览量很大，收获的网友点赞和评论却较少的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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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一些“非主流”媒体诸如财新网等的相关文

章和报道，虽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但却是公众高度关注

的明证，同时也收获了不少点赞和积极评论（尽管也受

到了不少批评）。当我们仔细阅读财新网的多数报道

时会发现，报道的内容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疫

情中的人间烟火，关注个体（普通民众、社会底层、医护

人员等）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波折”，展现真实的人性和

情感，等等。总之，它们的关切点大多落在微观个体身

上。从理论上讲，官方媒体的宣传手法是“宏大叙事”，

与之相对，财新网的多数报道则是“个体叙事”。为此，

在重大疫情应对中，我们认为，舆情引导也应该坚持宏

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原则，才能行之有效。

具体而言，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结合的原

则，就是在舆情引导时既要彰显“高大上”的共性，又要

体现“细小微”的个性，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失之偏

颇甚至顾此失彼。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两则十

分典型的舆情案例：其一，一位患者在临终前，给医院

写了一句简单的遗言——“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

呢？”这句遗言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情感震撼。某官媒报

道时，只截取了前面七个字进行主题解读，歌颂患者崇

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其二，日本在

支援我国的抗疫物资上写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

个字赠言，获得了公众的赞赏。对此，某官媒刊发了一

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

文章，表达了对很多人喜欢“风月同天”这类表达方式

的不解，由此也引起了公众的微词。上述患者的遗言

和日本的赠言均引起了较大的舆情效应，但该官媒的

“引导”却达不到预期。很显然，第一个案例中，患者遗

言中的前面七个字“我的遗体捐国家”是典型的宏大叙

事方式，但后面的四个字“我老婆呢？”则是典型的个体

叙事；第二个案例中，“武汉加油”是典型的宏大叙事方

式，而日本赠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则更倾向于个体

叙事（微观叙事）。以上两组案例，如果该官媒能够将

两种叙事方式结合起来进行报道和解读，就会令人既

感受到家国情怀、人民力量的“高大上”，又感受到个体

情感的“细小微”，这样才会可亲可敬、有血有肉，从而

为公众理解和接受。

第三，坚持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情引

导原则。在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本质上讲是一

种危机状态下的话语权争夺。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米

歇尔·福柯的说法：“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

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

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7］（P201）也就是说，话

语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和“资格”。因此，在重大疫情

期间，各类立场和观点充斥着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其

本质就是话语背后的各种力量在抢夺疫情应对的话语

权。显然，按照我国现行体制，官方的主流媒体事实上

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优势，但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这

种绝对的话语权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绝对的话语权效

能。也就是说，官方主流媒体说的话，公众不一定愿意

听，也不一定听得进去。相反，一些自媒体的所谓“爆

料”，满足了公众的好奇心和情绪反应，则带有强烈的

煽动性和传播力，从而引发舆情风潮。比如在新冠肺

炎疫情中，国家卫生健康委某知名专家因有在国外学

术期刊“抢发”论文的嫌疑而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和普

遍抨击，成为疫情中舆论的焦点之一；因在疫情应对中

无法满足公众的期待，某国家级研究所主要负责人受

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和讽刺，成为疫情中舆论的另外一

个焦点，等等。显然，以上所述的两则舆情，将“涉事

人”的一些信息公之于众，从某种程度上看，有超越法

律之嫌，但却激起了公众的强烈兴趣和情绪，必须予以

正确引导，才能够平息舆情，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重大

疫情防控上来。

对此，我们认为，应该坚持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

结合的舆情引导原则。所谓依法规范，就是当舆情爆

发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对舆情引爆的源头进行跟踪

调查，尤其是舆情的“主事者”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如果违反就应该及时制止（删帖或约谈信息发布者），

并就事实本身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进而以此为鉴，

规范舆情主体的行为。所谓依情回应，就是要考虑公

众的情绪，及时对舆情的内容特别是涉及人员和部门

的行为等进行核实查证，实事求是地向公众展示实情，

以平息公众的极端情绪和好奇心。像新冠肺炎疫情中

的某知名专家“抢发”论文事件、某国家级研究所主要

负责人事件等，均可采取依法规范和依情回应的舆论

引导原则。此类舆情若得不到有效引导，对重大疫情

的应对虽不构成直接即时的影响，但却会对政府及职

能部门的公信力构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可以预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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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很多舆情事件的主角必然还会

继续被公众关注甚至追究，进而可能再次引发舆情风

潮。基于此，在重大疫情应对中，舆情引导应该坚持依

法规范和依情回应的原则。

三、重大疫情应对中的

网络信息治理策略

在重大疫情应对中，除把握好科学有效的原则、做

好舆情引导外，政府和职能部门还必须做好网络信息

的治理工作。任何高科技“产品”都是一把“双刃剑”，

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也是一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

样，伴随网络及自媒体而来的海量信息，客观上具有两

种功能：一是积极的方面，公众利用网络参与社会监督

和讨论，有利于提升我国民主政治的公众参与性［8］；二

是消极的方面，在公共危机环境下某些信息的大量传

播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并致使网民的负面情绪积累而

造成舆情危机［9］。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相关网络信

息海量爆发，各种意见和立场并存，可谓泥沙俱下，令

公众应接不暇、难以甄别和分辨。无疑，这些海量信息

如果得不到相应的科学妥善治理，某些信息的大肆传

播就可能演变为极端的舆情事件，从而对疫情应对造

成不必要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干扰。因此，在重大疫情

应对中，网络信息治理势在必行。具体而言，可尝试实

施三种治理策略。

第一，技术性治理策略。所谓技术性治理策略，是

指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面对海量信息这个事实，政府

及舆情部门应该从技术操作层面进行有效的正面应对

和管控。技术性治理策略应分三步走：第一步，设立专

门的临时性重大疫情舆情信息治理技术机构（小组）。

我们看到，在目前的重大疫情应对中，各级政府都成立

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疫情医疗救治专家小组，前者

负责疫情防控的全方位组织协调工作，主要由各级政

府及职能部门的领导组成；后者负责疫病的临床研究

及救治工作，主要由知名医疗专家组成。遗憾的是，虽

然各级政府有意识地加强了舆论及信息发布的管控力

度，但很少成立专门的舆情信息治理小组。在信息化

高度发达、自媒体全面普及的今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

缺憾。因为伴随重大疫情而来的海量信息传播在所难

免，如果缺少必要的治理，很可能会让公众不知所措甚

至惊慌失措，从而影响疫情应对工作的整体推进。第

二步，拉响重大疫情舆情信息警报。在重大疫情暴发

期间，除了向全民拉响疫情防控警报外，还应同时拉响

舆情信息警报。前者在于提醒公众做好自我防护措

施，后者则在于提醒网民管好自己的“手指头”，防止各

类虚假信息泛滥传播。为此，各级政府可通过电视、纸

质媒体、手机短信、自媒体平台等向民众简要普及国家

相关的网络信息管理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的网络信息

“自觉”。第三步，采取信息分类治理的针对性措施。

首要的是能够甄别各类不同性质的信息。在此，可以

将网络信息大体分为事实性信息、价值性信息、探索性

信息三大类。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事实性信息主要

是关于疫情发展状况（包括疫区民众生活情况、医疗救

治情况、病人发病情况及整体防控情况等）的描述性信

息；价值性信息主要是关于疫情相关议论（包括对政府

及职能部门工作的意见、对某些焦点人物及事件的讨

论、由疫情引发的相关“反思”等）的评价性信息；探索

性信息则主要是关于疫情来源、防控趋势及结果等方

面的分析、探究等信息。以上信息的分类，可以通过大

数据技术（设定主题、人物和关键词等）进行追踪处理。

在此基础上，对事实性信息采取快速甄别真假的措

施，真则保留、假则删帖，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对价值性信息采取柔性疏导的措施，有利于疫情应对

的（包括批评性意见）保留，恶意攻击抹黑党和政府的

删帖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对探索性信息可在没

有违反相关法律、没有泄露安全信息的情况下予以

保留。

第二，人文性治理策略。所谓人文性治理策略，是

和技术性治理策略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技术性治理属

于“被动防御”型策略，那么人文性治理则属于“主动出

击”型策略；如果说技术性治理属于“硬性”策略，那么

人文性治理则属于“软性”策略。具体而言，人文性治

理策略是指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政府及舆情部门从

“人性”的角度出发灵活治理各类瞬间爆发的网络信

息。首先，人文性治理策略的基本原则，应该坚持“别

人说不如自己说，被动说不如主动说；特定时候说不如

第一时间说，尽快说不如抢先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

大家说不如专人说；分别说不如统一说，用技巧说不如

用事实说”［10］的原则。显然，这个原则重点突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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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这对重大疫情的应对具有重

要的“维稳”功效。其次，人文性治理策略主要包括三

种“情形性”措施。其一，面对疫情肆虐情形，主动生成

“引领性”信息。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人民日报、新华

网、央视网等主流媒体发出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

度重视疫情防控、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知名专

家奔赴疫情一线支援等信息，均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了

“10万+”以上的关注，并获得了大量网民的点赞和好

评。显然，这些信息的主动发布，对网络上其他相关的

负面信息构成了“压倒性”优势，既稳定了疫情中的“民

心”，又增强了全民抗疫的信心，有利于重大疫情应对

工作的整体推进。其二，面对“10万+”级浏览量的信

息，第一时间予以关切回应。在重大疫情中，短期内浏

览量达“10万+”的信息，肯定都是民众高度关注的舆

情，对于这类舆情信息（违法者除外），如果采取简单粗

暴的删帖办法，显然不可取，那样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此，官方权威机构应该第一时间进行实事求是的澄

清，以减少公众的质疑。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

曾有一位刑满释放的“发热”症状女士在武汉“封城”期

间返京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为此，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迅速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查清

事实，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也因

此，这一信息迅速降温。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就是适当

的、灵活的、及时的，是人文性治理的体现。其三，面对

与疫情同样肆虐的信息风暴，应采取官方跟帖的“沙

发”措施。也就是说，在所有网络及自媒体发布的信息

跟帖栏中，官方回应的跟帖可以自动“置顶”。特别是

对于某些焦点事件的信息，这一做法十分必要，可以在

短时间内打消公众的疑虑，减少不必要的误解，从而有

利于重大疫情的应对。

第三，基础性治理策略。所谓基础性治理策略，是

一种以“预防性”为主的策略，可谓不是策略的策略。

从根本上讲，基础性策略就是要与时俱进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的那样：“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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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制度

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1］任何重大疫情都是国

家和民族遭遇的重大风险，要从根本上克服这种风险，

就必须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久久为功，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如在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期间，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举国体制的力

量，及时扭转疫情蔓延的势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威力和优势在重大疫情中发挥根本作用的体现。当

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确实反映出当前我国地方政

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在

网络信息治理方面，主要体现在某些干部对舆情信息

的预判不足、对舆情信息处理的能力不强等方面。显

然，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提高人的素质放

在第一位。也就是说，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网络信息治

理的好坏，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干部的素质直接相

关。因此，采取基础性治理策略，首先，要全面提高党

政干部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的，但是必须将其列为干部遴选、考核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网络及新媒体普及化的新时代，必须加强舆情

信息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培养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通

的网络信息技术干部，以随时应对紧急状态（如重大疫

情暴发）下的舆情信息治理。第三，应该加快建设党和

政府的“全天候”权威信息平台。目前，我们看到各级

政府均已设立“××发布”信息平台，较之以往，进步很

大。但仍然无法满足社会及民众的诉求，特别在重大

疫情暴发期间，这种一天发布一次的权威信息平台的

“时效性”就显得不够强。相比较而言，在新冠肺炎疫

情中，“丁香医生疫情实时动态”“腾讯新闻疫情实时追

踪”等信息平台就发挥了较为全面的网络信息“主动”

治理作用。其内容包括中央及各级政府、各级卫生健

康委发布的信息，疫情实时数据，各种谣言核实（辟谣）

等信息，均是全天候24小时动态更新和跟进，这对重

大疫情的应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信息“正本清源”作

用。因此，在重大疫情暴发期间，各级政府（一般是省

级政府）也应该设立类似的实时信息平台，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引导公众甄别各类信息，最终助力疫情应对。

四、结 语

总之，在网络及自媒体全面普及的今天，在重大疫

情应对中，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网络信息治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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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Major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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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jor epidemic respon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ttlefields to test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
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oday，with the highly developing network and self media，the outbreak of a major
epidemic is bound to be accompanied by the flood of public opinion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second front in response to a major epidemic. Therefore，in re⁃
sponse to major epidemic，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public opinion，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perspective and the other perspective，the combination of grand narrative and individual narrativ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egal norms and emotional response. At the same time，in the specific network informa⁃
tion governance，we can try to implement three strategies，namely，technology，humanity and foundation，to
guide public opinion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The recessive front cooperates with the dominant
fro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o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e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response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ajor epidemic.
KeyWords：major epidemic；public opinion guidance；network inform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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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少。各级政府在抓好防控疫情“显线”工作的同

时，还应该抓好网络舆情“隐线”工作，在重大疫情应对

中，坚持“第一者”视角和“他者”视角相结合、宏大叙事

与个体叙事相结合、依法规范与依情回应相结合的舆

情引导原则；在具体的网络信息治理中，尝试实施技术

性、人文性、基础性三种策略，全面协调推进重大疫情

的整体应对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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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跨域治理：
破解我国环境碎片化治理之道

—— 研究现状及展望

许 阳，胡春兰，陈 瑶

（中国海洋大学 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环境问题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环境的外部性和流动性决定了环境问题难以依靠单个地

方政府独立解决，因而跨域治理成了政府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重要选择。近年来随着对环境跨域治理的研究不断

深入，学界涌现出众多学术成果。本文基于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通过环境跨域治理的文献量化分析，挖掘了

近十年国内该研究主题的研究趋势和研究热点。同时通过对文献的追踪回溯，总结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在实践

中开启的跨域治理机制上的创新尝试，包括“河长制”“生态补偿制”“联席会议制”等。研究发现，近年来的研究在设

置实现跨域治理的保障机制上达成了共识，利益协调机制成为保障跨域治理的本质核心，但也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中

国环境跨域治理范式。研究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动格局，侧重于环境跨域治理具体保障机制设

置及实践的探讨，并加强在海洋环境领域跨域治理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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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阳，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政府治理、海洋政策、环境

治理；胡春兰，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管理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海洋政策、环境治理；陈瑶，中国海洋大

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海洋政策、环境治理。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球各发达国家掀起了政府

改革的浪潮，继而90年代兴起治理理论，进一步拓宽

政府改革视角，成为引领公共管理发展的潮流。治理

理论倡导的多元主体参与也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公

共事务管理的出路。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

发展，不同领域的合作治理成为关注焦点，政府跨域公

共事务由此凸显，而环境问题自身具有的外部性、流动

性等特点，使得环境的跨域治理成为全球政府改革的

需求及关注热点。

近年来，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许多公共管

理危机，其中环境问题频发，水污染、大气污染在全国

大范围的扩散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公众和政府极为关注

的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体现了党对生态环境保护

与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生态环境治理本身具

有公共性、跨域性、外部性等特征，涉及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公民等多元利益主体。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

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生态环境状况，要实现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环境跨域治理成了重要选择。因而，跨域治

理理念在环境治理领域日益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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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年来研究的梳理尤为重要。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既

有环境跨域治理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研究的总体概

貌，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

供理论参考。

二、环境跨域治理的概念谱系

在环境跨域治理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域”的理

解各有区别，由此造成了不同的概念解读。根据对

“域”的不同解读，可将环境跨域治理梳理为三大类。

第一是从地理空间上理解“域”，侧重研究在地理空间

或行政区划内政府之间开展的合作与治理；第二是从

部门上理解“域”，这类研究主要关注政府部门、私人部

门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合作过程；第三则从主体上理解

“域”，把“域”解读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因特定

问题产生的互动过程。

（一）环境跨区域治理

跨区域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划分，环境跨区域治

理是指跨越两个以上的政府层级所管辖的区域范围的

治理方式。［1］（P17）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跨中央与地方、跨

地方与地方以及跨海洋与陆地。我国区域治理的研究

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行区域行政和

治理理论研究，以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为基础，特别

是在省、市、县之间政府层级管理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开

展。［2］（P72）随后逐步将目光聚焦于环境领域。大气和水

的流动性自然会带动污染物的扩散，导致相邻的区域

之间相互影响。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单靠某一区域地方

政府来解决，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责任的分担。但由于

行政区划束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海陆分割的管理模

式等影响，跨区域环境治理存在长久效益难以维持、区

域内政府之间协调困难［3］（P73）等困境。为了更好地调

节环境治理中地区间的利益，理顺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政府间责任分担机制。［4］（P47）还有学

者提出设立跨区域合作组织，实行行政管理管辖权的

让渡［5］（P34）等对策，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

之，目前环境跨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

间合作关系梳理、机制完善、利益协调等方面，并取得

了一定成果。

（二）环境跨部门治理

环境治理的部门主要包括体制内的政府部门和体

制外的私人部门，跨部门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跨部门是指体制内政府部门与体制外私人部门

之间的合作，最常见的模式是第三方代替政府进行环

境监督与评估。狭义的跨部门是指政府职能部门间的

合作，包括三个向度，分别是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纵

向跨部门；同一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跨部

门；不同层级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斜向跨部门。［6］（P94-97）

国内学者对于政府职能部门间合作的研究始于经济层

面的府际合作与竞争，随着治理理念发展，越来越多学

者逐步认识到跨部门合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环境治理领域。但目前环境跨部门的研究较

为宏观，很少全面地从具体的某个向度去探讨环境治

理问题。

（三）环境跨主体治理

跨主体治理是指跨多个主体共同治理环境的过

程，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由于环境的公

共属性，以及跨域治理的复杂性，单个地方政府的治污

行动难以奏效，需要各个主体协作与配合。但多元主

体缺乏信任、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渠道少、缺乏制度保

障等困境，使环境跨域治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为了

应对这些困境，学界从多元主体参与路径，主体间关系

的构建，主体角色的定位等方面建言献策。在多元主

体参与路径方面，杨振姣［7］（P450）等学者认为应从制度

上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提升其参与能力；在主体间关

系的构建方面，丁煌［8］（P63）等学者认为应该构建多元主

体的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在多元主体

角色的定位方面，梁甜甜［9］（P90）提出要转变政府角色，

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王鹏［10］（P51）等学者认为应推动企

业的技术创新，实现政企共治。总而言之，学者在跨主

体治理格局的构建上达成了共识，即改变过去政府为

单一主体的模式，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环境跨域治理格局。

三、环境跨域治理的文献量化分析

（一）样本来源和研究方法

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

通过对主题“跨域治理”并含“环境”或主题“区域治理”

并含“环境”或主题“跨界治理”并含“环境”进行检索。

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9年，共检索到299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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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将这299篇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剔除16篇不相关

文献，最后将得到的283篇有效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

析当前研究趋势和热点主题。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文献计量

法。笔者通过大范围的文献阅读，对环境跨域治理研

究领域进行梳理、归纳和整合。并用SPSS工具生成文

献量趋势折线图，分析近十年论文的发展趋势。同时

在CNKI中将筛选所得的283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

导出，经CiteSpace的数据转换后，得出关键词时区视

图（如图2）和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3）。为了便于分

析，截取前40个高频关键词，并用excel按词频高低排

序，得到环境跨域治理的文献量趋势图（如表1）。

（二）研究发展趋势

文献数量的描述统计能够展示该领域近十年的研

究趋势，并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梳理该领域的

阶段性成果与成因，为该研究的前景分析提供基本参

照，如图1所示。时区视图可以直观地反映我国环境

跨域治理研究中每年的研究热点，进而揭示研究的发

展趋势，并可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一定

程度的预测，如图2所示。

图 1 环境跨域治理的文献量趋势

图 2 环境跨域治理的研究时区视图

由图1和图2可见，近十年关于我国环境跨域治理

的文献量不是很多，整体上呈上升态势，具体可分为三

个阶段。

首先，2010—2012年是缓慢增长阶段，侧重于跨区

域治理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文献量上升幅度比较小，

文献数量低于20篇，且由图2可以看出关键词“区域治

理”为中心词。2010年，浙江、安徽联合签署了浙皖跨

境联动方案，［11］同年9月28日环保部印发《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提高了学界对跨区域环

境治理、跨区域环境应急联动等方面的深入探讨。但

是这一阶段跨域治理的概念并不完全成熟，环保理念

也正逐步扩散，因而文献总量较少，但总体呈上升

趋势。

其次，2013—2016年是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侧重

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环境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文献量

在近十年中相对较高，关键词“协同治理”“大气污染”

“跨域治理”节点较大。此时的社会组织有了新的发

展，更多的社会组织力量被认可，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

意识也逐渐增强。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开启了我国环境治理的新

时代，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对生态环

境治理尤为重视，相关研究文献量得以快速增长；企

业、市场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多元主

体参与路径、多元主体关系的构建等研究不断增加，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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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协同治理也因此逐渐引起了学者关注；2014年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增加了多污染物协同治

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的专项规定，［12］大气污染治理成为

学界关注热点，同时“协同治理”“区域治理”等理念对这

一阶段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导向作用。这一系列举措促

进了跨主体环境治理研究，且跨域治理概念逐渐成熟。

最后，2017年至今为深入探索阶段，这一阶段的

研究侧重于跨域治理机制的探讨。该阶段的研究与环

保制度联系紧密，研究视角较为分散。2016年《生态

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出台，大数据作为环境治理

的重要工具吸引了学界目光。学界开始探索大数据在

环境跨域治理具体领域中的运用，提出环境治理的跨

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为此，学界积极探索环境跨域治

理机制的构建，提出了沟通协商、利益协调、信息共享

等机制。同时，在此阶段，学界不断揭示在环境治理中

“搭便车”“公地悲剧”等现象，探索形成“零和博弈”和

“囚徒困境”的背后逻辑。

（三）研究热点梳理

词频、中心性反映了某个领域的研究热点，表 1

中，“区域治理”居词频首位，中心性也最大。“环境治

理”位居次位，“跨域治理”则位居第八位。对关键词进

行共词网络分析有助于把握某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

和热点，因为关键词是对论文的标题、摘要和核心观点

的有效提炼。图中圆圈、字体大小表示其热度的高低。

由图3可以看出，关键词在总体上的共现网络呈现中

间密集、四周疏散特征。

图 3 环境跨域治理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1 环境跨域治理的高频关键词列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区域治理

环境治理

大气污染

京津冀

协同治理

跨界水污染

区域环境治理

跨域治理

地方政府

跨区域治理

合作博弈

合作治理

区域规划

制度环境

流域

区域大气污染

22

20

16

15

14

11

9

9

6

4

4

4

4

3

3

3

0.3

0.18

0.12

0.16

0.12

0.05

0.04

0.06

0.1

0

0.02

0.01

0.03

0.03

0.01

0.04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区域生态治理

产业结构

共生治理

区域

利益

全球治理

治理模式

外部性

大气污染治理

利益协调

污染治理

美国

气候变化

环境监管

美利坚合众国

湖泊流域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0.01

0.03

0.02

0.04

0.06

0.04

0.01

0.05

0

0.01

0

0

0.01

0

0

0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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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结合表1和图3进行分析，可将当前该领域研究

热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环境跨域治理理论

的研究。包括协同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多中

心治理理论等，对理论的应用与探索为该领域的研

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大气跨域治理的研

究。大气污染由局部向区域扩散，跨域特征明显，且

污染来源复杂多样，治理难度大，使得学术界积极为

跨域防治建言献策。关键词“京津冀”和“大气污染”

在表 1中频次较高，且在图 3中相对处于中心位置，

且节点较大，说明当前对于大气雾霾治理的研究以

京津冀地区为主；三是跨流域治理的研究。关键词

“跨界水污染”在表 1 中位居第六位，且在图 3 中节

点较大。跨流域治理的研究以河流和湖泊为主，如

鄱阳湖、太湖等。学界也注重对国外河湖治理经验

的研究，来探索适合我国实情的治理模式，如美国

的田纳西河跨域水污染治理，欧洲的多瑙河流域治

理等。

分析发现，在近十年的研究中，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呈现出多元全面的趋势。然而，海洋相关的关键词在

表1和图3中几乎没有显示。尽管国家层面提出了“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强国战略”等规划和政策，但目

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重视不够。海洋环境问题也具有

外部性、跨域性以及海域边界的模糊性等特征，并在全

球变暖及海洋经济发展的作用下，成为环境治理中的

一大难题，未来研究者应在该研究主题上保持足够的

关注度。

四、环境跨域治理的理论基础

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环境跨域治理的具体运作

具有差异性，学者们从西方引入的理论也呈多样性，代

表性的理论有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理论、整体性治理

理论等，为我国环境跨域治理提供了理论和价值取向

的支撑。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打破传统一元格局的新

兴手段

以Elinor Ostrom［13］（P205-217）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提出

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和治

理手段多元化。［14］（P555）我国环境跨域治理研究有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强调以政府为主体的一元治理，

随着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单一主体能力的有限性问题

逐渐显现，学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于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的二元治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不断成熟和公民参

与意识的不断提高，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共治的多元环

境治理的趋势成为学界共识。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

环境跨域治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宏观的制度设计，学者

李文钊提出，要基于多中心的理念构建一种新型的环

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的

环境管理体制；［15］（P69）多中心环境跨域治理可能会出

现两种结果，一是多元主体相互协同配合，提高跨域环

境治理的效率；二是多元主体间有认知差异，都从各自

的利益出发，形成多元主体的利益博弈，从而难以达到

跨域治理预期效果。因此，学界不断探索其他理论，以

期打破环境跨域治理的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的困境。

（二）协同治理理论——实现主体协同的治理格局

赫尔曼·哈肯提出了协同治理理论，同时将“协同”

定义为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间配合协作而形成的整体

效益。［16］（P12）协同的要义是子系统联合作用，以产生系

统上的作用。在环境治理中，协同治理下的研究将参

与主体划分为各个子系统，探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

用力，不同程度的作用力形成不同的组织形态。现实

中的跨域环境问题需要各地区政府、各部门的协同合

作，也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国内学者基于协同

治理理论，一方面构建了政府间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

如王俊敏［17］（P214）等基于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构建了跨

流域政府协同机制；另一方面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合

作的治理格局，即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和

17

18

19

20

北美洲

中国

公众参与

京津冀区域

3

3

3

3

0.04

0

0.02

0.02

37

38

39

40

河湖区域治理

环境质量

博弈分析

制度变迁

2

2

2

2

0

0

0.01

0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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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协同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

理都提出让企业、社会组织、公众作为协同主体，但协

同治理是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的更高要求。多中

心治理理论更倾向于强调主体多元性，而协同治理理

论不仅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同时还注重主体间的

联合作用。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学者提倡引入多元

主体，但少有学者对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中扮演的具

体角色、职能进行划分以及对分工进行明确。

（三）整体治理理论——协调横纵的全面治理

英国学者安德鲁·邓西尔提出了“整体性治理”的

概念，［18］（P18）随后克里斯滕森进行了具体阐释，认为整

体性治理是把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治理进行融合，对

多主体关系进行协调。［19］（P1059）国内学者发现整体性治

理理论的“整合”“协调”等特性，对我国跨域治理、环境

治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该理论能够打破部门主义和

区域主义，还为解决我国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部门分立、

多头管理等现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向。［20］（P21）随着整

体性治理理念在国内不断发展，学界试图将其作为理

论基础，结合生态环境治理所出现的实际问题，构建了

具体治理模式并加以综合应用，方卫华［21］（P220）等将整

体性治理引入了我国生态环境监管领域，以缓解多头

监管却监管无效的问题。李胜［22］（P92）运用该理论构建

了突发环境事件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提高应急防范能

力和治理效率。虽然整体性治理源于西方，但它对我

国复杂的跨域环境问题具有适用性，对破解环境跨域

治理中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环境跨域治理的制度创新

（一）河长制——“条块”统筹的多部门合作制度

“河长制”是江苏省无锡市在环境领域推出的首个

创新制度，确立了党政领导担任河长并对河湖管理负

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有效统筹了多个部门协同合作，

解决了我国水环境管理部门众多、职能分散问题。河

长制实行不久，其模式延伸到了海洋领域，推出了滩长

制、湾长制等。

河长制作为地方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开启的大胆

尝试，2016年在全国推广后，研究呈现热门状态，引发

了学术界的争议。一些学者看到了河长制的有效之处，

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肯定，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部门协作上，河长制打破了部门壁垒；［23］（P29）二

是环境整体性治理的实践上，实现了流域治理层级的

整合和公私关系整合；［24］（P74）三是责权问题上，职责归

属明确，权责清晰；［25］（P8）四是权力作用机制上，强化了

纵向机制，有利于缓解河湖管理“碎片化”问题。［26］（P108）

虽然河长制在很多地区全面推广并取得了不错的反

响，但其本身仍然存在制度不健全、公众参与率低等问

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一，从长远性考

虑，河长制“有效”但不一定“长效”；［27］（P64）其二，从制

度层面考虑，河长制缺少制度机制保障，其权威性可能

会受到质疑；［28］（P18）其三，从主体合作角度考虑，河长

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职能分散问题，但未能超脱

权威型治理模式，易使主体间信任缺失，协调机制失

灵。［29］（P70）针对发现的问题，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提

出建立“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互制衡的格

局。［30］（P138）很多学者从法治视角，提议加强法律制度方

面的建设，包括监督考核机制、公益诉讼制度等。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会存在瑕疵，从现有

成效来看，河长制符合我国目前水环境治理的实际情

况，解决了我国长期存在的河湖治理碎片化问题。虽

然学术界对河长制的争议不断，但也启发了学界对环

境跨域治理制度创新的思考和研究，使多部门合作在

制度上逐步得到保障。

（二）生态补偿制——法治化的利益协调制度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建立跨

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近年来学术界对生态补

偿制的研究较为全面、系统，以跨域治理视角既对本土

生态补偿进行了研究，也对国外的相关经验进行了总

结，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奠定了良好基础。根据

跨域的范围，将其研究内容归纳为省域内生态补偿、省

际生态补偿和国际生态补偿。

首先，省域内生态补偿是指省级行政范围内的生

态补偿，如福建省闽江流域生态补偿，黎元生［31］（P98）总

结了其机制改革的经验，认为它是一种全流域综合性

生态补偿机制，改变了原来的分散补偿机制；其次，省

际生态补偿是指涉及若干省份的生态补偿，如新安江

流域，是我国第一个跨域省份的生态补偿试点。徐

键［32］（P44）从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关系三个方面阐

释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并对其纵横结合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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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模式进行了总结；再次，国际生态补偿是指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生态补偿，国内学者对国外取得的国际

生态补偿经验研究较多。西方国家也把生态补偿称为

生态服务付费，［33］（P255）其生态补偿不仅具有比较多元

化的补偿主体，还具有多种类型的生态补偿体系。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生态补偿的灵活性，也体现出

对市场机制的应用，为我国在此方面的实践和学术研

究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联席会议制——区域协同的联合监管制度

联席会议制度由1937年美国学者斯奈德提出的

“政府间关系”术语发散产生［34］（P909），最早应用在经济

领域。在环境治理中最早应用在区域治理中的政府横

向合作机制，具体的实践中常常由“联席会议”“行政首

长会议”“领导小组会议”等形式出现，尽管名称不同，

但其作用逻辑一致，实际上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机

制，以协调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目前关于我国联席

会议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突发环境事件、不同行政区

域的协同治理等方面，以泛珠三角的行政首长会议为

典型代表，但并未在其作用机制、主体角色定位等方面

有详细研究。

六、我国环境跨域治理研究评述

（一）设置实现跨域治理的保障机制成为共识

跨域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模式，实现其强调

的多元主体协同需要一定的制度架构，同时制度架构

能否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于制度设置的保障机制，完善

的保障机制使得制度的运行能够全面、持久地发挥其

功能。保障机制的设置应当注意多元主体在参与跨域

治理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代表性、有无绩

效评估等问题。尽管保障机制的设置被学者们认可，

相关学者也探讨了保障机制的必要性与分类，但是学者

们对于保障机制具体如何设置鲜有研究，加之已有的机

制设计其本身具有领导地位不明等的问题，使得环境

跨域主体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处于模糊执行的状态。

（二）利益协调机制成为保障跨域治理的本质核心

不论对“域”是哪一种解读，跨域治理的本质实际

上是不同“域”的利益协调，如环境跨域治理的各种创

新制度，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协调“域”的利益以实现

合作关系最终达成环境的良好治理。传统的一元治理

难以解决公共的环境问题，是因为涉及的“域”多元、环

境问题自身的复杂性等，因而造成政府力量再介入环

境问题时要么“多头领导”，要么责任“互相推诿”或“踢

皮球”，市场的“逐利”本性也让环境成本难以核算，因

而多位学者在探讨跨域治理中明确指出利益协调的核

心地位。

（三）缺乏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环境跨域治理范式

尽管在已有的文献中个别文章对跨域治理的国内

外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但中国的环境跨域治理仍

未形成典型公认的范式。总体来说，国内研究从具体

的某一环境问题着手，如“京津冀”的大气污染问题，到

环境跨域治理的逻辑探索、跨域治理共识的达成，其间

不断强调在具体的跨域治理中应达到的目标性条件，

但未为环境跨域治理的研究提供统一的“抓手”，研究

以个别案例和国外经验借鉴为主，如何在中国特殊的

国家权力结构下实现环境跨域治理的有效、有序以及

通往最终的“善治”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

七、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环境跨域治理是当代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现有的研究基本勾勒出了跨域治理的理论框架和问题

图景，为解决环境碎片化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

向导。但环境作为跨域治理的一个特殊领域，仍存在

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未来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

面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关注多元主体参与环境跨域治理的互动格局

环境跨域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多元主体能够形

成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因而必须理顺各个

治理主体的互动格局。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环境跨域

治理的互动格局，还需要厘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平台，让多元主体都参与

到环境跨域治理的过程中来，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贡献

自己的经验；二是如何建立起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使其作为第三方机构代替政府进行环境评估；三是如

何合理划分各主体的责任和权限，使各主体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只有真正带动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形成

一个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合作的治

理格局，才会使我国的环境跨域治理行之有效，从根本

上改善我国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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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侧重于环境跨域治理具体保障机制设置及实

践的探讨

从目前环境跨域治理机制研究来看，宏观研究较

多，而专注于某些微观实践去探讨的研究较少。在实

践中各主体协作冲突、协作成本难以控制等问题依然

存在。如何使跨域治理实现常态化，如何赋予政府之

外的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权利等问题尚未充分解决。这

就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机制设计，促进环境跨域治理

活动的有序运行。因此在环境跨域治理视角下，未来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跨域治理具体保障机制设置

及实践的探讨，包括沟通协商、利益协调、信息共享、资

金监控、评价激励、公民参与等机制的研究。

（三）加强海洋领域跨域治理的研究力度

大气雾霾治理、河流跨域治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但当前海洋跨域治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未来该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首先，从全球来

看，海洋的流动性、海域边界的模糊性等特征使海洋环

境问题具有了跨域性。随着海洋环境议题全球化，海

洋跨域治理需要从理念和实践上有所突破，才能够为

我国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其次，

从国内来看，我国海洋环境突发事件频发，需要建立一

个综合的海洋应急管理体系。传统的应急管理体系使

各区域、各部门和各主体的治理呈碎片化。这需要学

者以跨域治理的研究视角，积极探索海洋环境治理的

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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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the Way of Cracking Environmental
Fragmentation Governance in China

—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XU Yang，HU Chun-Lan，CHEN Y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depend on
single local government to solve，because its externalities and mobility，which cause cross-boundary gover⁃
nance has become a vital choice to deal with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deepen⁃
ing of the research，academic achievements emerged.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tool CiteSpace，this paper ex⁃
plored the research trends and hot spots of this them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
sis of its literature，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innovative attempts on the cross-boundary gov⁃
ernance mechanism in practice，including river chief system，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joint meeting sys⁃
tem and so on. We believe the research ha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sett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and the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has become the essential core，but it lacks of representative paradigm in Chi⁃
na.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concern the interaction pattern of multiple subjects，focus on the establish⁃
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specific guarantee mechanism，and intensify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arine envi⁃
ronment.
Key Words：environmental governance；cross-boundary governance；environmental cross-boundary gover⁃
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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