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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
基本内涵及时代价值

朱旭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 要：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要求把身体健康、经济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统一起来，构建起大

健康、大卫生观念，力图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健康保障体系。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

述，是新时代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中国健康保障体系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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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旭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历来重视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并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论述。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在福建任

职时主编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一

书中提出，“贯彻预防为主、依靠科学进步、动员全社会

参与、中西医协调发展以及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为

人民健康服务的方针，建立健全基本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和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服务、

监督体系和健康保障制度，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优质高

效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不同层次的

医疗预防保健需求”［1］。2002年，习近平赴浙江省任职

后，依然高度重视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2005年，他

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报告中强调，“没有健康就

没有小康；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

卫生事业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2］（P346），并要求加快把浙江建设成卫生

强省。在地方执政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在卫生健康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把人

民健康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加重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

展，要求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

落到实处，促进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分析和总结

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及时代价

值，对解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存在的瓶颈问题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

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着卫生与健康工作

发表了系列讲话，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对我国卫生健

康事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科学分析和系统

阐释，形成了完善的理论观点和逻辑体系，构成了新时

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行动纲领。

（一）以全民健康助推全面小康，夯实民族复兴中

国梦的健康基础

2014年12月，习近平赴江苏调研时指出，“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

民身体健康”［3］。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上，习近平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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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4］（P37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强调“人民健康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5］（P48），进一步把人民

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要求从国民健康政策、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食品

安全等方面完善人民健康保障体系，切实把这项惠民

工程提上重要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重视人民健康对实

现全面小康的决定性意义，并从健康生活环境和生活

方式、医疗卫生服务、健康制度、健康产业等方面提出

解决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瓶颈问题的科学对策，着力构

建共建共享的卫生健康工作体系，为我国人人健康、人

人幸福的美好健康蓝图顺利实现提供全面保障，为中

国梦增添健康动力。

（二）以健康政策为导向，完善国民健康服务体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国民

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5］（P48）。在制度方面，习近平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医疗卫生制度，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以制度来保障我国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能力的全面提升。在实践方面，

习近平要求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资源向基层下

沉，着力打造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同时，也要加强落实

食品药品安全战略，全面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吃得放心。

在理念方面，习近平强调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理念，让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等。这就要

求各级政府部门坚持以这些政策为导向，加强团结协

作，形成促进人民健康的强大合力，共同为人民群众铺

设健康之路。2020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改革完善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

酿成大疫。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

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

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6］。从根本上看，中国能够构建

起全方位、全周期的卫生健康保障体系，与全党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以健康政策为导向，不断完善国民健康服

务体系的战略举措密不可分。

（三）构建安全生产保障机制，维护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对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做出重要战略部署，要求“建立最严

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

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7］（P72）。这

是我国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做出的新定位，切实把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作为党的责任和使命。同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

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8］。这是党中央首次提

出以“四个最严”标准确保食品安全，在这之后，习近平

又反复强调要把这些标准落到实处。2016年8月，习

近平再次强调，“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

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

线”［9］。他还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

安全体系，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

威胁。同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

次会议上强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关系全国13亿多

人‘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10］。2017年1月，习近平再次强调要重视食品安全

工作，“要求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切实

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要加强食品安全依法

治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11］。

习近平对于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方面的重要论

述，构成了新时代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的思想指南、制度

框架和行动纲领，大大推动了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

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四）增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动力，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从

顶层设计和任务部署层面对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

业做出新的部署，要求“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12］（P58），切实

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范畴，

进一步落实医疗卫生政策，全面增强了我国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动力。2015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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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

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13］。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对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作出时代回应，明确了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困难与挑战，指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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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大增强了解决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瓶颈问题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

重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一事关人民福祉的重大民生

工程。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落实习近

平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和指示，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增添动力。

（五）贯彻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2016年 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

出，“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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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健康”理念，不仅要关注国民的身体健康，

更要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与精神健康，充分体现出

对人民整个生命过程的呵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习近平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规划作出新的战略

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有效解决我国医

疗卫生服务不均衡的矛盾，全面提升我国医疗卫生

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六）参与全球健康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履行国际义务、参与全球

健康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深入推进卫生健康领

域的国际合作，是我国对外交往的新空间、新领域。

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要求加

强同“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卫生与健康领域的合作

等。2019年6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

坛大会开幕的贺信中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

同愿景，也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希望大会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交流

互鉴，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

康领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14］。

2020年3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上提出倡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

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愿同各国分享防控有益做法，开展药物和疫

苗联合研发，并向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

的援助”［15］。习近平关于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重要论

述，大大推动了我国医疗领域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

作，充分展现出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更为推进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习近平关于

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蕴含着科学性与

价值性，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行动纲领，大大

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各种矛盾的解决，为全面确

保我国健康公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以全民健康促进全面小康，满足了人民群众

对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

求也出现多样化、个性化。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重

要论述，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引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的罗盘针。在“大健康”理念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在全

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努力构建起全方位

全周期的人民健康保障体系，全面优化健康服务体系、

保障健康环境、全面发展健康产业，有效满足了人民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健康需求，进一步提升了

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凸显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进一步促进了

我国健康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不断从价值理念、顶层设计、制度保障、法

律规范、政策支持等层面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属

性，全面保障我国人民群众不因年龄、性别、种族、地域

的差别而影响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真正推

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当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依然是制约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短板，也是影响健康公平的“拦路虎”。

2015年 11月，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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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大力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要求“通过社会保障兜

底一批”，“加强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和大病保险政策要对贫困人口倾斜”［4］（P85）。这就要

求各级政府要着力通过推进健康扶贫工作，补齐贫困

地区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低下的短板，使贫困地区及贫

困人口的健康权得到有效保障，着力促进健康公平，维

护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底线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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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

子”［16］。他还要求政府加强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落实健康公平。党和政府在守住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底线基础上，力求让医改的成果惠及最

广大人民群众，着力实现我国健康公平，有效保障人人

公平享有健康权利。

（三）明确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增强了健康中国建

设的动力

2016年 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

确了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方针，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增添了

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5］（P48）。这为有效解决基

层医疗卫生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满足基层民众日益

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人才保障。目前，在习近平

关于医疗卫生工作重要论述指导下，我国已经在医疗、

医保、医药等领域进行系统改革，初步构建起了覆盖全

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领域的

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医

疗卫生健康制度。

（四）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健康意识

“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形成，是顺应人民群众对

健康期盼的表现，也是我国医疗改革实践的思想结晶。

在“大健康”理念的指导下，人民群众预防为主的健康

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自我保健与预防疾病的能力也得

以全面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国民健康教

育体系，帮助人民群众逐步树立起了自主自律的健康

行为，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和身体素质。

关注健康环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得到国民的积极响

应，城乡环境卫生得到较大改善，切实为人民群众营造

起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有效调动了社会各界优势

资源参与到卫生健康事业中来，实现了人人参与、人人

尽力、人人享有的共同发展人民健康事业的“大合唱”

局面，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进行健康管理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

三、习近平关于

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实践意义

面对当前我国医改领域的挑战，党和政府需要在

坚持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重要论述的指导下，主动

适应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

求，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为导向，全面推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有效解决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突出矛

盾，探索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实践方案。

（一）坚持公立医院改革公益性取向，全面实现健

康公平

2016年 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

出，“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不断完善制

度、扩展服务、提高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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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我国公立医院现在还存着在人事和薪酬

制度僵化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生多点执业和

医院管办分开，医生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

这就要求党和政府要以习近平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重

要论述为指导，加快总结全国各地试点经验，探索医生

多点执业实践路径，并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

有效确保医疗质量稳步提升，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改

革的实惠。同时，进一步优化从医环境，保障医师权

益，完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有效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

性。面对以药养医的顽疾，党和政府需要破除公立医

院逐利机制、取消药品提成、完善补偿机制，为人民健

康构建全面的制度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完善公立医院的药品、耗材等采购机制，深化流通

体制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切实降低医药成

本，有效确保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到健康服务业中来，确保非营利性民营

企业能够获得与公立医院的同等待遇，为人民健康提

供多样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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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让优质医疗

资源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东西部之间、

城乡之间医疗资源差别显著。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

下，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推进医疗健康向基层地区、贫

困地区转移，最大限度地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惠及

基层群众，有效确保我国健康公平，成为当前我国医改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互联网+医疗

健康”平台，优化优势医疗资源的配置，通过“互联网+

护理服务”“互联网+远程门诊”等大力推进面向基层和

贫困地区的远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地区间

医疗资源短缺问题，全面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让

百姓能够在基层医院看好病，有效确保健康公平的顺

利实现。

（三）推动中医药事业全面振兴，提升全民健康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

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

周年的贺信中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17］。这充分肯定

了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要求我

国要高度重视中医药的重要价值，全面推进中医药的

现代化，传承和保护中医药这个科学瑰宝。近年来，我

国不断加强对中医药发展的战略支持，从国家发展层

面陆续实施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等，直接推动了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关于中医药

事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的

发展政策与保障机制，切实做好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障我国人民健康中的重要

作用，为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增添动力。

（四）加强推进食品安全战略，筑牢人民群众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

民吃得放心”［5］（P48）。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加强推进食品

安全战略，积极制定更高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发展现

代食品科技，提高食品质量检验能力；构建针对食品监

管的短期专项行动和长期监管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监

管机制，全面确保食品安全；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

力度，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得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得

到最严厉的惩处；实施严格的问责机制，确保基层监管

工作的落实。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

能力，使政府、社会、行业等形成确保食品安全的合力，

共同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筑牢第一道防线。

（五）深化国际合作领域，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引进

来、走出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注重开展医疗卫生领域

的国际合作，科学借助外力满足人民对高水平医疗卫

生服务的需求。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习近平关于医疗

卫生领域国际合作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全面推进我国

医疗卫生事业“引进来、走出去”。一方面，加强医疗卫

生领域的“引进来”工作。根据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状况，要进一步加强引进世界著名的医生、医院、诊所

等，积极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与国际接轨，打造符合

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中心，全面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事

业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向

全世界展示中医药的重要价值和显著功效。2013年，

习近平在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会谈时表

示，“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

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

市场”［18］。习近平关于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国际合作重

要论述，为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引进来、走出去”指

明方向，对加强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结 语

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凸显出了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显著特点，

这充分体现出鲜明的人民立场，也进一步明确了我国

卫生健康工作的着力点，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习近平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构成中国特

色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落实健康

中国发展战略、完善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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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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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坚

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探索形成的一

系列制度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

体系，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制度优势。我国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也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

鲜明对比中得出的，这些显著优势对于我们坚定“四个

自信”，并满怀信心地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中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

立业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

制度和治理体系”。［1］这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与

当前世界所存在的其他制度和治理体系相比所具有的

显著优势。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

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的显著优势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

的领导无论是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言，还是对人

民的切身利益而言，都是根本性的因素和力量。在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看到，党中央始终靠前指

挥、全国总动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

一显著优势，不仅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确保党的科学

理论的指导地位，为保持政治稳定提供思想保证，而且

能够确保在党和国家一切事务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确保国家发展始终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坚定不

移、不受任何干扰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特

17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4期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

和道路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

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让我们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

了更大的信心。

（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

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

“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2］（P288）

这样一套制度安排，一是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人民群众

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人民群众的

权利和自由，使其社会主体地位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中得以有效实现；二是对国家政治关系作出科学安

排与调节，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国内各团

体、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谐统一

于独立探索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三

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使中华民族能够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了重

大科技项目的创新与突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地生

根，在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多年间，中华民族实现了飞跃

式发展；四是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独立自主，坚决维护了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尊严和福祉，这是我们党吸取

沉重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前提。实行这样的制度

安排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治国理政中的主

体作用。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会汇聚起磅礴的力

量。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

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联防联控的合力。

（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依法治理国

家。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实现了政

党、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因此，依法治国

相应地也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以此

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在

法治实施程序层面上讲，就是要在立法、执法、司法以

及守法等方面做到科学、严格、公平和公正。立法要坚

持科学立法，就是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国家治理的各项工作纳入法

治轨道，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完

善社会规范体系，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使国家治理有法

有规可依。执法要严，以健全、完善的执法程序确保执

法过程中的法治化，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法律规

范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在执法保障中要建立健全行政

裁量权基准制度，形成行政执法责任制，并通过信息化

建设实现信息共享，避免执法过失，提高执法质量和效

率。司法要公正，就是要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

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

律制度，要完善严格司法的制度机制，推进以审判为中

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庭审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建立健全保障严格司法的办案责任制。守法

是对全民的要求，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

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四）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分散的社会组织、团体

和个体凝聚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并且使党和政府

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因此，在一切关

乎群众利益的重要时刻或重大事件面前，党和政府具

有强大的集中决策、组织动员以及统筹协调能力，以化

解威胁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和危机，及时回应人民群

众的诉求和期盼。凭借这一优势，我们党团结和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共

克时艰、砥砺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每当面

对洪水、地震、疫情等自然灾难，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

擦等社会困境，我们党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统筹

应对举措，无论是在调动集体智慧、社会物资上，还是

在统筹分配、具体落实中，都能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共同抵御风险、化险为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注疫情形

势，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全国一

盘棋，这种举国体制确保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中国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牺牲抑制了疫情在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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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和扩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了这次疫

情大考，再次用实践证明了高效而强大的组织动员体

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五）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

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是我们党对待民族问题的重要

思想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发展主题的指导下，我们党把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结

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

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

了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前我们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

民族的共同梦想，因此，我们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各族人民

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实现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最大合力。

（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

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

求，不断在实践中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其释放出

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力。我们坚持公有制主体

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同时也结合现代市场经济

对国家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实际要求，大力推进所有

制结构调整和改革，支持一切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

体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成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

济结构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等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得到健康发展。在分配制度上，

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利于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也承认物质

利益原则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合理

的收入分配差距。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让一切有

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因素充分涌现，允许和鼓

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

配。我们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不仅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预设的创造

性发展，使生产力各要素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得到大力解放和发展，而且为世界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困境、推进经济发展提供了制

度借鉴。

（七）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

显著优势

中国有14亿人口，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靠什

么？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要靠共同的价值观，要靠共

同的道德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

基础。”［3］（P63）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在相同的文化滋养中、

在长期的共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促使每个个体紧密相

连的精神纽带。这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和认可的

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在时间上跨越了历

史、现在和未来，统一于当下的奋斗目标；在空间上超

越了地域、民族和血缘等的物理阻隔，达成了命运与共

的思想共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

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经融入

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全体

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

（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

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承担者和受益者，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生存

与发展需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

义来抓。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人民群众

在教育、收入分配、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养

老等各方面的要求和需求，在我国不断改善民生的实

践探索中已得到极大改善与提高。2019年，我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30 733元，全年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567元，距离2020年实现全面

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已经非常接近。我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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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已达到世界水平，仅基本的养老

保险覆盖人数在2019年就已超过9亿人。这些成就的

取得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独特而显

著的优势。

（九）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

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

当前世界上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

与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

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之所以

能够成为历史的必然，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发现了

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并致力于解放禁锢于资本主义制

度资本异化与劳动异化下的绝大多数人，从而实现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通

过制度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实现了与时俱进，又在挖掘

和激发人的主体性以及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方面展现

了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之处。近年来，我国通过

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生产力

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竞相迸发。人的发

展空间得到扩展和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关

系得到优化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和发展。在经济领域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我

国市场主体的数量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市场

主体不足50万户，截至2019年 6月，我国市场主体已

达到了1.16亿户。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在不断改革与创新中坚持与时俱进，能

够通过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激发社会活

力、释放制度红利，使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的理论预判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验证。

（十）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大兴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之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人才评价机

制”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随后，《关于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

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陆续出台。这些人才激励措施使人才不断涌

现。人才活力的进一步释放使得人才在各个领域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从“神舟”系列遨游太

空，到嫦娥探月工程圆满成功；从取得第四代核电技

术、高性能计算机等领域重大成果，到量子通信及组

网、高温超导研究等重大科技成就，其中都凝聚着人才

的贡献，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制度具

有的显著优势。

（十一）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

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

优势

坚持党指挥枪，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克敌制胜的成功法

宝。长期以来，我们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

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不仅运用现代科技手

段和最新科技成果实现了武器装备的历史性突破，而

且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实现了治军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当前，人民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进入新时代，面对当前

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军队所承担的使命和职责

也越来越重。一方面，要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要

求，坚持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坚决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为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另一方面，要以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为指向，坚决与一切威胁我国国

家安全、国家统一的行为作斗争，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

以及世界和平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关键阶段，人民军队按照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增派2600名医务人员支援武

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分两批投送一线，参照武汉火神

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人民军队

听党指挥、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向党和人民交上了合

格答卷。

（十二）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

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

我国“一国两制”实施以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展

现了制度优势。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

用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香港

和澳门回归以来，与祖国内地形成了紧密的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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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等联系，祖国内地成为香港和澳门实现经济飞

速发展的强有力的后盾和支撑。例如，在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甚至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都

受到了重创，而中国香港却依托中央政府及时有效的

宏观调控，避免了这次巨大的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经济

冲击。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

则，积极主动推进两岸交流合作与积极对话。当前，台

湾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贸易、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越来

越频繁和密切，两岸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实现台湾和

平统一已经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利益在内的中华民族的

整体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牢

牢掌握着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

（十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

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

显著优势

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

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既坚决维护我国

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又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我国综

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以及在参与全球治

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我们也深刻

意识到推动全球发展要坚持互利共赢，因为这是推动

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通过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

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实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

球发展的重要理念和重要倡议，为全球发展甚至是人

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还远不及

发达国家，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减贫以及全球气候治理

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我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越来越彰显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优势。

这十三个显著优势实际上是对这十三个方面工作

从制度层面进行的概括和总结，“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

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

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

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

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底气坚定“四个自信”？这主要

是因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

势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转化出来的治理效能，为我们

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一）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道路自信是对发展

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长期

以来，我们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鲜

明的中国特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

合起来，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

势，又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

异，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

飞跃。这种飞跃的主要表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

备大幅增加；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

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

时代以来，我们把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一伟大实践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

代发展要求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这

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

福祉、实现民族复兴。

（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

实际上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三个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这十三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阐述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更进一步说，这十三个方面的理论

和实践问题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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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几乎都

有论述，这些论述一脉相承，为做好这十三个方面的工

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使这十三个显著优势

能够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邓小平理论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之

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科

学回答了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如何结合

具体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基本路线，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形成

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成

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为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尤其是

关于发展的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处理

好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回答

新时代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总的来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前提下形成的，这

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发挥也验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正确，让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三）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

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

的先进制度，这一制度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各个方面。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十三个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十三个领

域彰显的优势，也可以说这十三个显著优势反映了十

三个领域的制度优势，成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这十三个显著优势整体上可

以划分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

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

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

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依据

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怎样把亿万人民的

力量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一理念，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中国梦结合起来，画出了最大的同心圆，凝聚了全

体中华儿女梦想的最大公约数，把国家的、民族的利益

与个人具体利益紧密结合，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命

运共同体，直抵人心，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

梦想符号。我们提炼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

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宣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改革

开放40多年的成就，宣传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

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使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我们积极鼓励和实施

一系列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

出去”政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

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

升。我们在文化领域采取的各种措施，取得了巨大成

就，使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的获得感不断增强，这些成

就和人民群众的感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

供了基本依据。

三、巩固和扩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既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成为我

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

应该巩固和扩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

优势，这样才能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而巩固和扩大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的重要举措

就是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的制度。

（一）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道路自信的相关制度

我们在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方面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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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较多，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涉及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在坚持和完善有利

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方面的制度，我们

主要谈两种：一种是保证党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这种制度

包括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和党

的全面领导制度；另一种是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政治路线能够实现的基本经济制度。

1.坚持和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各项制度。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不断完善保障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机制，严

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

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严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党内重要文件。尤其是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贯彻执行情况，需要落实严

格的督促检查以及督查问责机制，以确保党集中统一

领导的各项制度切实得以贯彻、落实和执行。此外，还

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制度安排增强“四个意识”，为

做到“两个维护”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定力。

2.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通过对

公有制经济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

励、支持和引导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要通过建设

和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相协调、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的分

配制度，促进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要通过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建设与国际

接轨、与时代同行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要通过完善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运用科技创新带动国家创新，建设创新

型国家；要通过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

家各方面开放程度、范围、层次的不断扩展与提升。此

外，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P89）促

进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在调节经济发展中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以更好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更充

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理论自信的相关制度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意味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全党的行动指南，而且是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学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党员的义务，也是对

公民提出的要求。为了把这些总体上的要求落到实

处，我们党又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加以保证。中共中

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干部

教育要以政治理论培训为重点。中共中央印发的

《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突出强调要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摆在干部教育培训最突出的位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方面，要坚持集中教育

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组织培训和个人自学相结合，采

取集中轮训、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理论宣

讲、组织生活、在线学习培训等方式，形成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学习使党的创新

理论更加入脑入心，广大党员自觉践行新思想、适应新

时代、展现新作为，坚定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理论

自信。

（三）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制度自信的相关制度

我们在“四个自信”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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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是不一样的，二者之间是内涵大与小的关系。前

者所讲的内涵小，而后者所讲的内涵大。因此，我们在

“四个自信”层面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制度自信的相

关制度，主要是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

度两个层面来讲。

1.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

度。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要通过强化人民代表大会机

关的各项职能来体现。一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人

大立法要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就要不断完善立法体

制机制，以提高立法成果的针对性，避免出现法律空

白；增强及时性，确保立法成果与时俱进；提升系统性，

23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4期

完善法律体系；提高可操作性，以良法保障善治。二要

加强和改进法律实施工作。法治就是要增强法律的实

施与运行。要坚决避免和纠正违反甚至是抵制法律法

规和制度的思想与行为，对一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

不贷，以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要加强

和改进监督工作。加强对“一府一委两院”执法、司法

工作的监督，要加强党纪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司

法监督和国家机关内部各种形式的纪律监督。四要加

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虚心听取人大代

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五要加强和改进人大工

作。人大内部工作机制主要是协调与处理好人大常委

会委员与本级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沟通、接洽等工

作，以确保各级人大代表所汇聚的民意能够顺利表达

并得到反馈。因此，我们不仅要优化人民代表大会各

级机构的人员结构，更要切实完善人大的组织制度、工

作制度以及议事程序。

2.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在之意就含有要

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实现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监

督。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保障和完善民主监督，尤其是

对事关党和国家未来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监督；另一

方面，还要健全相互监督，以避免各民主党派利用手中

的监督权中饱私囊的行为发生。此外，建立健全政党

协商的机制程序，要完善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

商等政党协商形式，细化实施步骤和工作流程。完善

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的方式方法。

3.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在于做到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

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要在团结统一的基

础上，确保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既要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地方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促进各民族团结

奋斗、共同发展。

4.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深入贯彻

实施《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体现到基

层群众自治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贯彻实施2018年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着力推进基层直接

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夯实人民群众在基层群

众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在企事业单位中，要健全企事

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尤其是要充分发挥职工代表

大会这一重要的群众自治形式，定期、规范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及时听取职工愿望与要求，以不断满足和实现

职工正当诉求，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四）坚持和完善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的相关制度

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和

关键。坚定文化自信，不仅要确保文化内涵、文化基

因、文化要素等各方面的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还要健全

完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为坚定文

化自信提供制度上的自信和保障。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

本制度。这一根本制度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所取得的重大制度成果。当前，

我们贯彻落实这一制度成果，第一要求就是要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

的各项事业、各项工作之中，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要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意识形态工作能否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直接关

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

进，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个时间节

点上，我们提出这一根本制度，足以证明意识形态工作

的重要性、紧迫性。在党的领导下，各宣传阵地要严格

认真贯彻落实好《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

施办法》，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

人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

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

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和内

在要求。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有一个与

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一致的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同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练提

升而来的。我们党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和践行，不仅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性部署和安排，而

且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夯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与践行的法治保证和法治依据。

3.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遵循社会主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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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建立

公开、公平、公正的文化产品评奖机制，多出精品力作，

解决文化产品、文艺作品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要完

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文化法律

体系，为更好地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享受读书看报、看电

视、听广播、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

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4.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贯彻

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加强党对媒体的管

理。利用法律手段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健全和完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

清朗的网络空间。

5.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文化创作首

先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

家性质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发展要为

满足与实现人的发展需要服务。尤其是国有文化企

业，更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先进的文化产品。当前，在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中，不仅要积极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

业单位的转企改制，还要进一步支持各类文化企业的

发展，保护一切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优秀文化滋养的

文化生产和创新活动。此外，要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进程，着力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

方向的引导，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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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治理现代化

进程中依规治党问题研究缘起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1］

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为国家的执政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高法律地位

和法律效力，集中体现了执政党领导的人民性、合法性

和正当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

优势、最本质的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中，就如何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如何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做出了系统而明确的

规定，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图谱”。

这个由13个方面具体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图谱”，既

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也是执政党坚持“四个自

信”的根本依据。《决定》不仅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列为13个方面制度建设之首，而且系统地

论述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涵盖的6个方面具体制

度，深刻地阐明了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

度”［2］，完整地回答了国家和执政党应当“坚持和巩固

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现代化是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活动

须臾离不开现代化，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脱离过现代化。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3］。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

件的形式，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国家现代化

联系在一起，揭示现代化与国家治理内在的逻辑关系。

早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理念。1964年周恩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正式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四化”提出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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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50多年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被学术理论界称之为

“第五个现代化”［4］。“第五个现代化”涵盖了国家治理

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原来的“四个

现代化”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层面探索现代

化的“硬实力”的话，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则突出强调

了现代化的“软实力”，它与原来的“四个现代化”相比

较，更具有革命性、开放性和现代性的品格。它从三个

方面集中展示了执政党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与拓展：

（1）凸显人的能力全面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高

目标和终极指向；（2）体现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

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走向；（3）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价值取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向世界提供的“中国

方案”。随着“第五个现代化”理论的共识、确立和付诸

实施，到2035年的时候，不仅中国各方面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更加定型，而且人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

也日臻完善。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衔接好依法治国与依规

治党的关系

“法治中国”需要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

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

障。”［5］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执政”“全面从严

治党”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法规是建设法治国家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党的执政方式民主化、科学化

和规范化的基本方式。党规党纪的基本功能就在于规

范党内行为，是共产党人自觉遵从的党的“专门法律体

系”，党内法规建设是整个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依规治党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执政

党内部不允许有不受约束的特殊党员存在，对所有党

员严格实施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规制约权力的刚性

约束。因此，依规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

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这对于整治当下党内

某些不良风气，有效地抵制和防御各种腐败风险，巩固

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依规治党是

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要素，是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的前提和保证，依法执政是新时代执政党执政的基

本方式。从法理上讲，依法执政就是执政党依据党内

法规制度展开执政实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确立

了当下“法治中国”建设的“双向驱动结构”，即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从“依法治国”走向“法治国

家”，从“依规治党”走向“法治政党”［6］。2012年之所以

被理论界称之为“法治政党建设元年”，就因为2012年

修订了1990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

暂行条例》，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成了权威的党内法规“立法法”。“国法之治”和“党法之

治”，共同构成了“法治中国”的基本支柱，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当之无愧地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的法律是在党领导下由国家权力机关按

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执政党依照一定程序

制定的规范和约束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文件，与国

家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统一的、一致的，同样具有法律的

功能和法治的功效。党领导全国人民依法治国、建设

法治国家，不仅要仰赖于国家法律发挥功效作用，而且

要依赖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发挥功效作用。在法治建设

上，二者必须双向发力而不可偏废；在法治内容上，二

者必须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在法律效力上，必须明确

宪法和法律高于党内法规体系；在适用对象上，必须明

确党纪严于宪法和法律，共产党员应当按照党规党纪

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

与依规治党的内涵释义

（一）以制度治党治国是执政党最大的法治原则

以制度治党治国是最有效的法治原则和途径。早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领导制度、

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

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P333）1992年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中又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

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8］（P372）实际行动的真实效果来源于制度设计，制

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意识可以将战略目标任务

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因此，始终把制度建设

放在重要位置，以规范制度体系治党治国，是最大的、

最有效的法治原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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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

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

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

法进行审计监督。有关国家机关发现党的领导干部违

反党规党纪、需要党组织处理的，应当及时向有关党组

织报告。审计机关发现党的领导干部涉嫌违纪的问题

线索，应当向同级党组织报告，必要时向上级党组织报

告，并按照规定将问题线索移送相关纪律检查机关处

理。”［9］这条规定是推动自我监督同外部监督相结合，

从制度治党的高度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重大设

计，也是依法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安排。国

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70多年，关键就在于形成了人

民拥护的国家制度体系。所有共产党人都应当自觉地

强化制度意识，自觉地认同制度、尊崇制度、执行制度

和维护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葆生机活力。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提出：“到建党一百周

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个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10］（P253）在随后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上，都对如何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了

明确要求。这个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接到当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手里。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制度建设摆到了

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强调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

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

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1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集制度建设

之大成，既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也

向世人彰显了党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依法治国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形态

依法治国是21世纪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法治

具有提升执政党领导权威的功能，法治国家建设仰赖

于执政党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执政党依宪治国与依

法治国相统一的治理原则，从理论上对国家立法、执

法、行政和司法诸方面进行指导，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对

私权利的保障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公权力”概念，明确要求推进

公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必须

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12］。依

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执政党依法行政的核心是

依宪执政，宪法证成了党的领导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执政党为了完成和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依法执

政和依法行政，时刻绷紧居安思危这根弦，始终高度重

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

度。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

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

权力既是一种可配置的社会资源，又是一种具有扩张

性的资源，权力和权利概念清晰和界限划分，是铲除腐

败温床和土壤的必要条件，是保障执政党守住法律底

线的重要措施。如果任其掌权者手中的权力随意扩

张，势必导致乱用和滥用权力的情况发生，致使失信于

民、动摇执政的根基。党的自身建设是治国理政的第

一要务，解决中国当代一切现实问题关键在党。把依

法治国定性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党治国理政的

重要方针和基本方略，依规治党是依照党章和其他党

内法规管党治党的基本方略。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

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动力，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必然

要求和制度保障。国家法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得失，

关键在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能否真诚守法；能否履行

宪法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遵

守宪法和法律；能否不折不扣地执行任何组织或个人

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能否履行党章的承

诺，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3］。依法

治国是法律至上的一种治理方式，是执政党治国理政

的基本形态。依法治国必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和依

法行政，本能地要求法律在执政党治国理政中获得普

遍遵守。“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党内

法规不能与国法相抵触，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

下，都不能允许党规凌驾于国法之上。党规与国法同

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制度遵循，一旦两者之间出现不

协调、不适应、不衔接的问题，势必会影响到执政党的

权威性和执政效果。

（三）依规治党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前提

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依规治党，建

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

建设的体制机制。”［2］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既

是依规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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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前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在本质

上具有共通性，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一定要同国家法律

相衔接，形成国家法与党内法规制度相互促进、相互保

障的格局。要牢固树立全党规则意识和制度意识，在

制度面前就像在法律面前一样没有例外，坚持在制度

面前人人平等，不开“天窗”、不设“便道”、不留“暗门”，

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使党内法规与

制度体系成为硬约束。国家法治体系主要由“党内法

规体系”和“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义无反顾地建立在这两个

体系现代化上面。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

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

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

统一整体”［14］。党章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具有最高权威

和效力，集中代表了全党的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凝聚

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经验和智慧，已成为党内法规

制定的根本依据和根本遵循。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

最大的、最权威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因而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是“法治中国”的中心，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法”。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建设必须重视党的使命引领，牢牢地站稳国家制度

体系的中心位置，时刻注意把党中央的要求、人民群众

的期盼、国家治理的需要和实践创新结合起来，集中体

现执政党重视民生、善解民意、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

宗旨。建设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实现党内法

治，是国家制度体系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党内法规

在客观上必须有很高的制度站位，能够引领并直接影

响国家制度体系、社会制度体系的实现。党和国家的

政治领导中心，如果不能率先实现法治化，就无法带领

全国人民如期建成法治国家。国家法治必须与党内治

理相互对接、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成法治化

体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两者之间的关

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原创性主

题，关涉到党政关系、政治与法治关系、党的领导与建

设的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鲜明特

点和特色。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说到底都是奉行“规

则之治”。“依规治党”要以“依法治国”为基础，坚持依

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一体建设，避免和防止出现二者之

间的不相容、不协调问题。当下的法治建设实质上就

是党法带动国法，党内法治是国家法治的核心，党内法

治最终兜底国家法治。

（四）依宪治国是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必然路径

依宪治国是执政党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依法治

国始终离不开依宪治国这个前提条件，依法治国的基

本原则只能通过宪法的确认、保障和维护才能得以正

常运行，宪法为依法治国确立了最高准则。譬如，坚持

“党的领导”，是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最高原则；以人

民利益为中心，是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最高价值追

求；对党的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则是依宪

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最高品格。从宪法的法理上看，依

宪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逻辑条件，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

的基本原则互通互融，宪法以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来

弘扬最高法的权威地位。只有在宪法的权威和理论框

架下，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和阐释依法治国的基本含义。

依法治国是依据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维逻辑

治理国家的，绝对不是也不允许依照个人意志擅自处

理国家事务。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应

当高度重视在全社会培养良好的法治思维，在党内形

成崇尚宪法、信仰宪法、按照宪法办事的法治思维。中

国共产党在1996年提出“依法治国”概念，2004年提出

“依宪治国”概念。从理论渊源上看，依法治国的提出

早于依宪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依法治

国”“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

设的核心任务。在2016年 12月第3个“国家宪法日”

来临之际，习近平强调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

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

要坚持依宪执政。”［15］（P22）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本

质上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最大的法治原则，

表明党对依宪治国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16］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活动的“依宪治

理”是方式，依法治理是样态，依法治国则是依宪治国

的必然结果。［17］从治理方式上看，党把人民的根本利

益通过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保障和实现了“宪法至上”

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从价值指向上

看，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最终目的是高度契合、高度

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保护国家

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利益大于一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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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切，这一点与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是完全吻合的。通过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与依

规治党的严格规范，确保各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纳入

法治化和程序化的轨道，提高了综合执政水平和国家

治理水平。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

进程中依规治党的法治举措

（一）坚定维护执政党的权威和领导

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当中

去。党的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干部，承载着“立党为

公”原则下国家治理的主体责任，包括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诸方面治理的主体责任；承载

着“执政为民”原则下的人民评价，这些来源于客观事

实的褒贬评价，直接影响主体的形象和权威性。执政

党的权威是什么？就是最大限度地有效发挥权力和统

领作用。执政党的权威是一个集合体，既可以是组织

主体，也可以是党员干部主体，有权力未必就有权威的

主体地位。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维护党的权威地位，

以利于更好地发挥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为

坚持和加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后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等组织机构，以利于发挥“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党领导56个民族人民有

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提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当

中去，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当中去。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体现“党政一体”的改革思路，即

通过对党政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和领导机构统筹设置，

从整体上解决党政职能交叉和政出多门的老大难问

题［18］。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2］即是说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健全

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任务，强调要优化党领导下管理

国家的制度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

供制度保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核心在于完善和落实“两个维护”的制度保障，重点在

于健全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这是对党长期以来执政

实践的历史总结和科学提炼，它关涉到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目标

的实现。从历史意义的角度看，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形成的共同意志，必须把“两个维护”落实到国

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各个领域和具体环节当中去。

（二）从整体上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制度治党是依规治党的最佳举措。政党治理是国

家治理的根基，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是要实现国家治

理现代化。人们通常所说的用制度治党，说到底就是

以党的规矩、党规党纪管党治党，用法律制度治权、治

吏、管人和治事，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能够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避免出现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个体腐化和“塌方式腐败”。用制度治党必

须把权力、责任和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官员手里的权力

一旦失控抑或不受约束，就会直接抑或间接地产生“权

力腐败”。为了保证党员干部“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

私”，需要从制度建设上强化对权力的严厉监督。全面

从严治党是党自我约束、自我净化和自我提升的过程，

也是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是实现国家治理现

代化战略目标，协同公民主体、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对

执政党实现治理的过程［19］。全面依法执政、全面从严

治党，没有制度规范作保障是万万行不通的。应当适

时把管党治党的创新成果，经过理论提升转化为党内

法规制度，使之成为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

执政水平的重要措施。习近平在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

议上强调指出，必须“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

的实际效能”［20］。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

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衔接协调的保障机制，形成了

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的

防错纠错机制”［21］。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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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需要建立一套

从整体上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而且需要建

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监督措施，用以保障从严治党的

制度体系落地实施，使这些权威的制度体系成为有效

管党治党的硬约束。党已经两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及时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修改提升为《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适时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等党内法规，向社会释放出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的强

烈信号。

（三）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全面从严治党是保证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活动的重要举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作为一条政治原则，最早出现在1981年 6月27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随后被写进1982年党章、1982年

宪法和中共十二大报告之中［22］。2017年修订《中国共

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的最后加了一个自然段内

容：“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3］这个规

定表明党尊重宪法、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政治意志，阐明

了党的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也明确规定了党章与宪

法的基本关系。党章总纲的这条规定无异于向全党庄

严宣布，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必须带头自觉遵守

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党

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

动，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地位决定的，是“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和巩

固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

益之外，没有共产党的任何特殊私利，这条规定正好体

现了人民意志、人民权利的宪法和法律要求；只有当全

体党员普遍尊法、守法和习惯于用法的时候，建成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才算水到渠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

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

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坚

持宪法法律至上，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维

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

为都必须予以追究”［2］。这即是说党的各级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有强烈的宪法意识和法治意识，如果党组织

和国家机关容许个人将法律玩于股掌之中，那么，国家

的权力运转和国家治理目标将无法有效实现。政府是

一个政治体系的集合体，从严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

依法制约公权力的“腐败空间”。为此就要把执政党有

效的自我监督制度巩固好、坚持好，把治国理政和管党

治党贯通起来，把党的领导同党的监督统一起来，切实

加强对有可能失控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23］（P214）。破除潜规则最根本之

策就是强化明规则，设法让潜规则在党内、政府内失去

市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

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

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

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

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3］（P208-209）人

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以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无一例

外都是执政党治理主体范围内的成员，只有当各个治

理主体通力合作发挥治理效能的时候，才能够如期实

现执政党从严治党的目标。在政府体制内的党员干部

一旦违规超越法律边界，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合法性和

正当性。需要以“法治政府为目标”，“推进机构、职能、

权限、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

律化”［23］（P214）。

（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是发挥依规治党作用的核心载体。

健全和完善执政党与国家监督制度体系，既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

确保执政党权力运行有序的制度性保障。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完

善党内监督体系，落实各级党组织监督责任，保障党员

监督权利。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

的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破解对‘一把手’

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强化政治监督，加强对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完善巡视巡察整改、督察落实情况报告制

度”［2］。那些靠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混日子，不能自觉

接受监督抑或根本不愿接受监督的人，尤其不具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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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素质的人，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职

务。强化权力制约监督机制，需要每个党员干部树立

主动接受监督意识，让过去习惯了的暗箱操作失去存

在的空间。纪检监察机关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

监督，一体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并且按照2018年2月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推

进国家监察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完善派驻机构的

监督体制机制，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党员

尤其是党员干部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纪律约束。当下的

“反腐败斗争”，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千万

不能有“歇一口气”的杂念，必须夯实治本基础、深化标

本兼治，把制约监督权力作为永葆执政党肌体健康的

保证，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2018年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制度规范上解

决了“纪法不分”的问题，形成了“不敢腐”的惩戒机制

和威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对

法律实施的监督。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

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坚决排除对执法司法活动的干预。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

度，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严格刑事责任追究”［2］。法

律中的刑事处罚规定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

无论对于党员干部，还是对普通民众都具有普遍的约

束力，为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法治保障。对那

些涉嫌违纪的党员干部，必须依据其情节轻重给予党

内纪律处分；对于超越法律底线涉嫌违法的犯罪分子，

必须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据犯罪情节的

轻重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从纪律处分条例与刑法的

规定来看，在多数情况下违纪的不一定必然违法，但凡

违法的必然包含着违纪。从程序规定上看，对于违纪

行为的处理，一般是先进行党内纪律处分，然后再对涉

嫌违法的事项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实现对违纪人员的

党纪处分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依据全面从严治党实

践的需要，中央巡视巡察机构不断完善巡视巡察制度，

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2018年2月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动员

部署会”，推行“巡视报告问题底稿制度”和“巡视后评

估制度”。其中的“巡视报告问题底稿制度”，要求写进

报告的问题必须有具体的人和事作支撑；对重大问题

的定性判断，既要有面上情况的总体分析，还要有典型

事例和数据作支撑。“巡视后评估制度”要求，巡视干部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接受监督，严格按照党章、

巡视工作条例、巡视组工作规则办事，严守职责边界，

严禁超越权限，确保巡视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中共中

央办公厅颁布的《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

规定了新一届巡视工作全覆盖的任务、内涵和实现路

径，强调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结合，坚决防止巡

视表面化、形式化，切实做到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全覆

盖，推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覆盖，增强党的意

识、严明党的纪律全覆盖，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和巡视巡

察工作的质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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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requires a goo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aw-base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based
governance of the Party，which is the key to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overning the Party by sys⁃
tem is the biggest rule of law principle of the ruling Party，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is the basic form of gov⁃
erning the country and politics of the ruling party，governing the party by rules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olitics of the ruling party，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constitution is the inevitable path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legal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re：to firmly maintain the authority and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as a whole，the Party must ac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and to
strengthen the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ower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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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arty；governing the Party by system；governing the Party strictly

责任编辑：彭 澜

33



2020年7月
第36卷 第4期

Jul.2020
Vol.36，NO.4

治理现代化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 理论起点、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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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过程贯穿在党领导人民进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在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些根本问题和根本认识不仅从未发生

改变，而且逐渐成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理论起点、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这是从我们党自执政开始、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一直努力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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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专题的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结了我国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项显著优势，部署了14项总

体要求。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6），是第一项

也是最为根本性的任务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

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但为什

么在14项任务中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

在前面，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六个具体制度的内在逻辑

是什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目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在实践中全面贯彻的重要

问题。

一、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过程贯穿在党领导人民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进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虽然

我们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虽然对党的地位、

党的身份和党的角色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坚

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在这个根本问

题上和根本认识上从没有发生改变。不仅从未发生改

变，而且把它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理

论起点，这是从我们党自执政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一直努力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讲的那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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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P5）。这句话就

很好地做了概括和回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

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复兴路上，进退

失据、贻误战机，甚至颠覆性失误都可能出现，这就尤

其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方面苏共就是教训。

苏共在改革中，不但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

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更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修改宪

法，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使共产党完全丧失了组织

力、领导力、凝聚力，结果导致苏共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

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3］

可以说，这不仅是改革开放40多年党积累的宝贵经验

和精神财富，也应是在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实践启示。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他们对此都早

有论述。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的领导力量，要完成这样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

建立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

阶级队伍中的分散性、自发性、软弱性等弊端，而且可

以在实践上“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在理论上“了

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P285）列

宁在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也不断强调，党要领

导工人阶级的所有其他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

现形式的阶级斗争”［5］（P256）。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依

然坚持党“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6］（P85），

坚持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

体现了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的一贯思想。他们都构成了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毛泽

东历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同

志以其天才性的发现和独创性的表达将中国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

的有中国特点的党的领导理论原则。从鸦片战争开始

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反动统治，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

强，已经英勇顽强地奋斗了80多个年头。事实证明，

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的政治派别，都没有也

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

了，都失败了”［7］（P1471）。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

的领导，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夺取政权之后要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国体与政体的问题，毛泽东

的回答是“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7］（P1480）。此后，坚持党的领导成为国家政权建设和

执政党自身建设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党在长期

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关于党的领导的宝贵

经验，以及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对中国

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改

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

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这个领导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党

的先进性决定的，一方面在于党的理论的先进性，即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另一方面在于

党的阶级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先进队伍的构成在于“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有革命纪律”［8］（P266）。然而

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是世界各国都在搞现代化建设，中国也要进行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建设，这个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才

能实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动员亿万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宏大事业

之中。这个事业的有序蓬勃开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的，也就是说“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

的”［8］（P267）。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

的事业，只有不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腾出更多时间

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人的工作、群众工作”［8］（P365），才

能提高党的威信、发挥领导作用、担当领导重任。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

建设比喻为“伟大的工程”，1962年他又在《在扩大的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进行“伟大的斗

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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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一承诺，号召全党进行“新的伟大斗争”。随后，“坚持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成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并强

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P20），

把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

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和科学命题。再到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制度体系，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总体

布局、战略布局各方面和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实现党的

领导的制度化。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从伟

大的斗争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

面领导”再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话语表达的转

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表现形式，更体现

了执政党对自身建设和制度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继把“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载入党章和

宪法修正案，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

提供了重要法律和法规基础。党的领导一直以来就是

现实的具体的，在新时代就是要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保

障和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就是对党

全面领导在领导地位上的准确界定。与此同时，“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也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领导原则，这

个领导原则如同党的领导制度一样绝不是那些空洞的、

抽象的表达，而是扎扎实实地运用在理论中也运用于实

践上，必须体现到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根本。共产党的“根”是什

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断进

行追问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初心使命彰显的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体现的是党的一以贯之的自我革

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 1月8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

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

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

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

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

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

中毅然奋起。”［10］因此，初心使命不仅要进行主题教

育，更要进行制度建设，使其形成常态、确保长效。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

各项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总骨

架”、“顶梁柱”［2］（P11），这一要求对于推动党的全面领导

有效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实现党中央

有权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实现党的领导尤其

是党的全面领导的最高原则。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维护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

制原则和制度的根本要求，因为在“四个服从”的纪律

要求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为关键的纪律要求。任何

一个集体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有了核心才会靠得住、

行得通，如此才会行动一致、团结一致、目标一致。而

且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

义党的学说其中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这个基本的观

点不断为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所证实并进

而成为全党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实际上就是要用制

度来推动全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

党核心的领导地位，这一制度越是不断健全、行之有

效，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会越是不断健全、不断完善。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要求。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党

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体现和保

障，这不仅要求党的组织向党委负责和报告工作，而且

“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11］（P722）。党的

十九大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出了全面的部

署与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又作出了具体的

制度安排，下一步我们要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为统领，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推动各方面协调行

动、增强合力，保证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这是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宗旨要求。实际上，

这一密切党群关系的具体制度，也是把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进行有机统一并落实到党治国理

政上的具体体现，无疑，它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巩固

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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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

民的支持与否、拥护与否、人心向背决定着党和国家的

前途命运。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

就是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防范脱

离群众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实践。更具体地

讲，不断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目标追求，就是在不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时刻

在彰显着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和理念。同时也要深刻认

识到，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是高

度一致的，中国的革命、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

开辟与发展，哪一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同样，革命、建

设和改革发展哪一样也离不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实干、

参与和拥护支持。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坚实根基，人

民才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这

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方式方法。如何更

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和党的长期执政，这是一个自始至

终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不断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背

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决定》适

时地提出了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

度，并明确了健全这一制度的重点、要求和方式方法：

比如，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组织

原则，就能充分彰显我们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健全科

学决策机制这一领导班子实行领导的重要方式，其决

策水平的提高直接决定整体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为了纠正“包揽一切”

“代替各方”的错误认知，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引领力、组

织力、协调力、执行力和创造活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

励机制，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其根本之策在于培养和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等等。

为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目标就要对

它们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

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以严格

的纪律性、组织性、政治性、先进性和纯洁性著称，而严

格的纪律和组织又是区别于其他各种形式的政党的鲜

明标志。中国共产党是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正是靠着党的自身建设和正确领导，才在中国大地

近百年的历程中不断取得成功。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

一贯传统和优良作风，从革命年代一路走来，到国家建

设年代始终在长管、长严。从党的十八大伊始提出“打

铁还需自身硬”，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铁必须自身

硬”，词语变化本身反映出全面从严治党从迫切形势的

需要到向纵深发展持续发力的深刻转变。要把我们的

党建设好、建设强，就要对我们党自身条件和现实形势

有一个充分的且正确的认识，有了这个正确认识才会

有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应该指

出，《决定》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

战略高度出发并就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提出了一系

列具体要求，不管是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干部制度管理

方面还是党内政治生活规定方面，在全方位扎牢制度

的笼子方面，都是具体可行、真实有效的。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过程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风雨飘摇的时

代诞生，始终有一个历史命题萦绕期间，那就是“为了

谁、依靠谁、领导谁”；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我们党

开始面临、不断探索并努力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

“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中，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益

经验，对执政党运用怎样的执政方式、如何运用这些执

政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拓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提出“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

平”的要求，这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方式运用的科学把

握和经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彰显我们党的领导和

执政的优势与特点，“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P8）。

（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中坚持科学执政

党的领导问题，历来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党

的各项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从而

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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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当前党的建

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党的领导的根本问题是执

政问题，深入探讨并科学分析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实现

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

中全会正式提出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的问题开始，

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一总体要求和价值取

向，15年的时间里反映了党对长期执政经验的深刻总

结，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科学执政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执政”是“科学”

的深刻认识。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

导者。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

务实行统一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包办

代替政权机关的职能，直接地掌握国家的立法、司法、

行政权力而去管理国家事务。党只有通过法定程序、

通过政权的特殊职能，通过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

团体等渠道，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这是执政

党实现领导的一个特定条件，也是执政党实现科学执

政的特点。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说执政是一

门科学、是一门学问，却并未在全党范围内达成共识并

引起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早就发现

了党执政存在科学性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科学执政

的思想，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十大

关系等思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经济

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很多

学科都需要研究，都需要“赶快补课”。从此以后，关于

执政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逐步得到恢复并出现了新

的生机，科学执政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探索并逐

渐掌握的基本执政方式。

科学执政，就是要使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立足于执

政规律之上。科学执政的内涵和要求不是一成不变

的，因而，科学执政水平的提高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次

完成的，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执政环境的变化而

不断更新。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新的执政环境和完

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新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就要坚持科学执政。坚持科学执

政，一方面，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党的执政活

动，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新

成果来武装全党，有了这个思想指针和行动指南，也就

会有整个党员队伍群体不断提高的理论、知识、本领和

执政水平，才会使得全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

中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坚定的意志力和协调的行动力，

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另

一方面，要用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来保证科学执政的实

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前提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的各项制度，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中更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这也是被历史和实

践不断证明了的。因此，要做到科学执政，既要有科学

理论又要有制度保障，同时还要求认识规律、遵循规律、

掌握规律，这也是我们党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着眼点。

（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中坚持民主执政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实践中，面临着党所处

的地位、环境和执政要求的变化，不仅提出了保持和提

高党的先进性、科学性的课题，而且伴随着民众参与社

会实践的发展，给党提出了提高和发展民主性、现代性

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提高党民主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事实上，发展民主、坚持民主执政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

质要求。民主相对于君主而言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和尺

度，民主的程度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民进步的程度。

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把民主规

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自然，革命胜

利之后掌权的执政党应该把民主执政视为其为之奋斗

的主要目标。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

历史发展潮流，民主执政也就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执

政党主要的执政方式。在中国，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

党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重大命

题，之后党政机关和理论学界关于民主执政的科学内

涵、基本要求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执政”的重大命题，也把民

主执政作为重要的执政方式进行实施和运用，而对于

民主执政重要意义的认识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理

论意义上，理解民主执政，不仅要认识到“执政”是民主

执政这一概念的核心，即党作为执政党要掌握国家政

权并且要长期执政，既要有执政地位又要有执政方式，

还要认识到“民主”是民主执政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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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主执政要求党作为执政党以民主的理念、原则、制

度、方式和程序对党和国家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治理。

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对民主执政内

涵的真正理解。在实践意义上，民主执政则主要体现

为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

主。民主执政所体现的三个方面是紧密相连、密不可

分的，简言之，为人民执政是要体现党的基本立场问

题，靠人民执政是要体现党的依靠主体力量，而支持和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要体现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可以

说，民主执政的理论阐发和生动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坚

持和提高民主执政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在

新时代要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又要求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过程中坚持民主执政，因此，对共产党而言民主

执政既成为了价值追求，也成为了方式要求，坚持执政

的人民性，以人民拥护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执政。得到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期巩固。为

此，就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中坚持民主执政，牢牢把握坚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

权、谋好利”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

思主义民主理论贯穿到党的执政实践中；牢牢把握“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这一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领导和支

持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人民充分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保

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与此同时，在新时

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求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建

设、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的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发挥出来，为国家兴旺发达

和党的民主执政、长期执政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中坚持依法执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

地探索如何更好地执政，何种执政方式更符合规律、科

学有效，在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实

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就全党而言，不管是基于对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为实现

党的目标、政党功能的保障、规范党的行为的需要，都

体现了法治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之

必需。因而坚持依法执政，就是我们党在坚持依法治

国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党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活等等各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得党的主

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国家法律和党内

法规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方略的实

施，从而更好发挥党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依法执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进行执政

的基本方式，这是执政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

背景下做出的执政选择。法治的方式是实现执政党执

政目标和使命的基本途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在实质上就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调动社会各方

面的资源，来实现其纲领路线方略的。无疑，依法执政

是所有方式当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作为党的基本执政

方式，特别是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它不仅要求执政党

执政要科学、民主，更主要的就是要求执政党的执政方

式应和宪法法律有内在的关联衔接，使得执政者在宪

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执政活动，因而，它是前两项基

本方式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法治途径。党的依法执政

的基本方式是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背景下

进行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能不

能走对路，最为关键的是前进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

证是不是可靠，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把

握及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关于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模范”的讲话中明确讲道，“党领导人民制

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

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12］（P128）。这一明确的关于党和

法的关系的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员领导

干部如何更好地执政领导指明了方向。

从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依法执政”的执政新理念

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依法执政提

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并强调“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

关键”［13］（P177），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

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6）“提高党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1］（P13），这些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明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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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一历程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用法来治党

治国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依法执政对于党而言

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新时代，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

依法执政，就必须在国家建设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就必须在法治

建设上形成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

以及党内法规的体系建设；就必须在实践要求上全面

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立法体制机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等

诸多方面的监督与保障。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理论实

践与制度建设，不仅能够有力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而

且有利于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

并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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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

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国家治理

能力主要体现在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身上。因此，战

“疫”既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素质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也

是对我国干部治理体系和用人机制的检测。与表现突

出被“火线提拔”者相反，此次战“疫”中一些领导干部

没有经受住考验，甚至在紧要关头当了“逃兵”，不仅引

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也引起了学界的深思。本文对

116名战“疫”问责领导干部的类型特征归纳和素质“短

板”分析，提出了“补短板”“强弱项”的素质提升对策。

一、战“疫”问责领导干部类型特征

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底，全国各地公开报道因

战“疫”不力被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的领导干部

（乡科级以上厅局级以下干部）共116名，其中抗疫主

战场湖北51人，其他省区市65人。经梳理、归纳，战

“疫”中被问责领导干部的主要类型特征如下：

（一）不作为型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领导干部本应守土有责，力保

一方平安，但部分领导干部在岗却不作为，甚至擅离职

守，临阵脱逃。

1.临阵脱逃。1月21日张家界市疾控中心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防治科科长李××被抽调到张家界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得知该市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后，

害怕自己及家人被感染，李××遂从单位取走个人护

照，于1月30日携家人乘飞机到泰国躲避。后经多次

劝返，李××于2月9日下午乘飞机从泰国回到张家

界。李××因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擅离职守、临阵脱

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被给予撤职处分。

2.擅自离岗。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处

长盛××作为该局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违反疫情防

控工作纪律，1月23日未履行请假手续，私自离汉到安

徽老家过年，没有履行其疫情防控包保责任，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被免职并予以监察立案调查审查。武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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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区政协四级调研员张××，因1月21日在未履行

请假手续、未向组织报备的情况下擅自离岗离汉、隐瞒

外出去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3.责任不落实。1月31日至2月1日，河北省对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全面排查不彻底、相关领导包联责任

落实不到位、发现问题不及时的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

记张×，张家口市宣化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张××，张家

口市宣化区公安分局政委郭××，邯郸市疾控中心主

任董××，邢台市广宗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邢台市广宗县公安局副政委王××，邢台市广

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等人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或停职处理。另有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二级巡视员王××因防控工作严重失职失责受到政

务撤职、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武清区委委员，武清经济

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因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不力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4.执行不力。2月10日晚，中央赴湖北督导组紧

急约谈武汉市副市长陈××、武汉市洪山区区长

林××等领导后，武汉市处分了一名洪山区副区长。

市纪委通报称，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长王××不认真执行上

级集中隔离新冠肺炎感染者密切接触人员的决定，导

致洪山区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集中隔离；未督促

开展全区病毒消杀专业培训及技术指导工作，导致集

中隔离点病毒消杀不规范不彻底，增大了交叉感染风

险；医疗救治工作协调不力、衔接不到位，发生了部分

患者送医院救治过程中长时间滞留的问题；落实“应收

尽收、应治尽治”工作要求严重不到位，以致大量患者

未及时入院收治，造成恶劣影响。王××因严重失职

失责问题受到政务撤职处分，相关手续按法律规定

办理。

（二）慢作为型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有的领导干部工作抓而

不细、抓而不实，有的领导干部工作疲疲沓沓、拖拖拉

拉，使战“疫”工作造成了被动。

1.疫情防控行动迟缓。在抗疫主战场湖北，继“一

问三不知”的湖北黄冈市前卫生健康委主任唐××被

免职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被免。

2月19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干部下沉社区典型

案例，反映出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下沉社区时仍然政治

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行动迟缓、作风不实、工作不

力。随后，东湖高新区企业服务局副局长、高新区安全

生产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罗××，市农业综合执法督

查总队四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唐××，江夏经济开

发区大桥现代产业园党委副书记、疫情防控责任指挥

长胡×，江汉区政协民族宗教与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主任蔡××等12名干部被问责。

2.疫情措施落实不严不细不实。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2月2日通报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呼和浩特市第

一医院、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赛罕区第二医院等医疗

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履行防控责任不力，相关防

控措施落实不严、不细、不实，发热病症诊疗不规范，造

成疫情扩散和严重社会影响，负主要责任的卫生健康

委主任冯××被免职，上述三个医院几名院级领导分

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免职处理。

3.疫情应对处置不力。黑龙江省在 2月中旬战

“疫”犹酣之时，部分领导干部对疫情防控工作重视不

够，缺乏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对疫情掌握不准、处置不

力，致使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推进迟缓、疫情较重，鸡西

市恒山区副区长韩×和区卫生健康局局长戴××，双

鸭山友谊县副县长吕×和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毛××，

鸡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委书

记郭××，伊春市金林区委书记岳××，哈尔滨市香坊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五常市委副书记、市长于×等

9名干部分别受到党纪处分和免职处理。

4.疫情排查不彻底、隔离不到位。全国政法系统

在2月下旬因监狱发生较大范围疫情，对疫情防控中

排查不彻底、报告不及时、隔离不到位，导致发生输入

型疫情的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其中，山东省任城监狱

因防控不力，发生较大范围疫情，山东省司法厅党委书

记、厅长等8名领导干部被免职。浙江省十里丰监狱

因发生严重疫情，监狱长和政委被免职。湖北省武汉

女子监狱因发生较大范围疫情，监狱长被免职。3月2

日，武汉女子监狱又因违规释放刑满人员去京，湖北省

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谭××被党纪立案审查，省监狱

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郝××，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

胡××，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

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处长李×，武汉女子监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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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郭××，武汉女子监狱刑罚执行科科长汤××，

以及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尹××等责任人

被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三）乱作为型

面临新冠肺炎突发疫情，部分领导干部本位主义、

个人主义严重，无视政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乱作为。

1.违法扣押征用防疫物资。云南省大理市违法扣

押征用防疫口罩案社会影响恶劣，干扰了全国防疫工

作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严重损害了云南防

疫工作形象。2月10日，大理市卫生健康党工委书记、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杨××被免职，大理市工信和科技

局党组书记、局长方×被给予政务记过处分。2月20

日，大理市委书记高××被免职，大理市委副书记、市

长杜××，大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娄××2人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还有大理州委副书

记、州长杨×，大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大理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3人被诫勉

问责。

2.违反疫情防控统一指挥调度。2月7日，湖北省

黄石市城发集团副总经理、鄂东医养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余××，在主持鄂东医养集团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时，公然违反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度，要求下属

医院在执行指挥部调度前需先通过集团再安排，对疫

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余××被免职。

3.擅自改变疫情防控相关制度。湖北省黄石市黄

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未经批准擅自

同意延长居民外出采购物资时间，引发群众聚集性事

件，影响恶劣。2月24日，吴××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

政务撤职处分。

4.工作不实导致脑瘫患儿死亡。1月29日，湖北

省黄冈市红安县华家河镇一脑瘫患儿，因父亲被隔离

未能得到认真照料在该镇集中观测点房间内死亡。2

月1日，镇党委书记汪××，副书记、镇长彭××因工

作不实、作风不实，双双被免职。

5.环卫车运送平价肉引发民愤。3月11日，武汉

市青山区钢都花园管委会使用环卫车辆为辖区园林社

区居民运送集中购买的平价肉，对居民群众的身心健

康造成不良影响。3月12日，武汉市纪委对负有领导

责任的青山区副区长、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市

场供应保障组组长骆×党纪立案审查。同时青山区纪

委监委研究，并报区委批准，决定对钢都花园管委会党

委书记徐××，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予以免

职，并立案审查。

（四）假作为型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部分领导干部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严重，敷衍塞责，甚至弄虚作假。

1.疫情防控流于形式。2月24日，因不认真落实

防控工作要求，不深入一线督导，其包联的河夹镇人员

管控、店铺管理、政策宣传等防控措施浮于表面，湖北

省十堰市郧西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王××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另有因履行防控责任意识不强，工作浮于

表面，仅通过电话、短信遥控联系其包联的店子镇防控

工作，未到该镇实地督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数据统计严重不实。湖北省荆门市相关部门和

人员在统计上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工作中，政策

把握不准、履职尽责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发生上

报确诊病例为负数的怪相，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荆门

市委书记张××、市长孙×被诫勉，市政府副市长

梁××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荆门市卫生健康

委主任李××、副主任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

记大过处分。

3.疫情防控工作造假。湖北省十堰市丹江口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作风漂浮，对自己包联的均州

路办事处防控工作不重视，底数不清，编造虚假工作日

志。2月24日，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有

湖北省鄂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方××，

未按规定要求带头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对本单位

部分党员干部未深入社区等问题不抓不管，并提供虚

假情况应付检查，2月24日，受到免职处理并被党纪立

案审查。

二、战“疫”问责

领导干部素质“短板”分析

分析上述四类典型案例可见，部分领导干部战

“疫”考验不过关，主要是存在“致命”的素质“短板”。

（一）政治素质低不敢担当

1.政治站位不高。湖北对多批次干部的处分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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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政治站位不高”；对省监狱管理局领导干部处理

时使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法治意识严重缺失”；武

汉市对区级领导干部的处分甚至使用了“对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

用心不用力”。云南在处理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

口罩问题时指出，“大理市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罩问题

属实，情节恶劣，性质严重，严重干扰了全国防疫工作

大局，严重破坏了防疫工作纪律，严重损害了云南防疫

工作形象，充分暴露出大理市委、市政府在紧要关头，

无视政治纪律，漠视国家法律，本位主义严重，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这些说明一些领导干部平时

政治口号喊得很响，关键时刻该讲政治时却掉“链子”。

2.责任意识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是党中央

对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每名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应

有之义，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梳理战“疫”问责案

例发现，在问责事由方面“履行防控责任不力”几乎是

湖北省的标配，而其他地区也大都少不了“履行责任不

力”或“防控措施不力”造成疫情恶化后果等。这些都

说明了一些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够。

3.担当精神不足。面临突发重大疫情，许多党员

领导干部，无数的医护人员、子弟兵、志愿者都纷纷加

入了最美“逆行者”的行列，用实际行动甚至是生命展

现了自身应有的时代担当。但也有一些“官员”担当精

神不足，不敢担当，被问责的领导干部中不乏“不能到

岗”者，更有“擅离职守”，甚至“临阵脱逃”者。

（二）专业素养缺乏不能担当

1.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专业素养不足。SARS过后，

我国的疾控系统已直达基层，各级政府应对此类事件

的危机处置预案早就拟定并经过演习。为何面临突发

疫情有的地方反应还是很迟钝？从被处分和处理的领

导干部中，可以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应对疫情危机

的基本专业知识。在初期，对疫情危机扩散的严重性

认识不足，迟迟未能启动应急预案；在疫情大暴发后，

又惊慌失措，出台过激的“硬核措施”引发次生问题；在

抗疫阻击战的关键时期，又对“四个集中”防控措施落

实不力，对感染者未能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2.部分业务部门领导干部专业精神丧失。卫生健

康委、疾控中心的领导干部大多专业出身，有的还是专

家。这些专业型的领导干部在抗疫中的表现绝大多数

很优秀，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抗疫决策当好了参谋和助

手，但也有少数表现不合格。战“疫”问责的一些领导

干部不少曾经是行业的佼佼者，拥有研究生学历，硕

士、博士学位，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教授（主任医师）

等高级职称。但是在走上领导干部岗位以后，却沾染

了官气，丧失了专业精神，侵蚀了自身专业素养，弱化

了尽职担当的基本能力。

（三）危机治理能力差，不善担当

1.风险意识缺乏。虽然我国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制

定有各类危机应对预案，但面对此次突发新冠肺炎重

大疫情，由于风险意识缺乏、底线思维不足，疫情防控

中一些领导干部仍旧反应迟钝、情况不清、思路不明、

准备不足、措施不实。如湖北、新疆等地都出现了“一

问三不知”的领导干部。

2.危机处置能力差。此次疫情防控中，一些领导

干部危机处置能力不足，工作浮在表面，仍然高高在

上，空喊口号，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简单

地把工作往下推；在党中央已有战略部署，上级党委政

府已有决策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仍然作风漂浮，甚至

盲目乐观、粗心大意，执行不力，贻误疫情防控时机。

此次问责的领导干部多因“落实防控措施不力”“执行

集中隔离指令打折扣、搞变通”“落实‘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工作要求严重不到位，以致大量患者未及时入院

收治，造成恶劣影响”等而被处分。

3.依法依规抗疫能力不足。依法依规行政是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疫情防控也须依法依规而行。

然而，无论是违法扣押征用防疫物资和公然违反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还是各地频现的过激“硬

核”防疫措施，无不折射出当前我国依法依规行政的堪

忧现状。这虽为个案，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由此可

见，提升我国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依规行政能力，仍然任

重而道远。

4.庸官懒政贻误抗疫。在疫情面前，一些领导干

部不愿负责、畏首畏尾，工作不主动、凡事等待上级指

令，不推就不动，属于典型的庸官懒政。如湖北省恩施

州宣恩县椿木营乡和利川市毛坝镇党委、政府对武汉

返乡人员管控不力，对群众聚集活动劝阻制止不力，辖

区内发生多处群众聚集，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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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导干部素质提升路径

处分和处理战“疫”不合格的领导干部不是目的，

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补齐领导干部的素质“短板”，建设

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

（一）补好政治素质“短板”，培养敢于担当的

“帅才”

2016年 7月 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轻轻松松的事不需要担当，

难事大事才需要担当”。这次战“疫”中被处理的领导

干部，大都不缺文凭不缺资历，平时讲话也不缺政治口

号，缺的是一种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危急关头不愿

冲、不敢冲。因此，在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方面首先要补

齐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这块“短板”。

1.敢于负责的精神状态。“为官避事平生耻”，“任

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领导干部重任之下，

必须能负重才能担当。负重就要敢于负责。敢于负

责，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精神状态［1］（P229）。在战“疫”中，

党和人民对领导干部是这样要求的：“必须增强责任之

心，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在其位谋

其政，在其职尽其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2］”此次战

“疫”中无论是“火线提拔”还是问责，关键一点就是看

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的实际表现。干得好就

及时提拔重用，干得不好就“回家卖红薯”或依法依规

查办。今后这应成为领导干部教育和管理的常态。

2.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党的十九大要求

领导干部要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

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这种政治担当，不是开会时背

诵和空喊的政治口号，而是“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

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3］。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必胜之心，拿出

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革命气

魄，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共产党人政治本

色。”战“疫”中，一批干部“火线入党”“火线提拔”，凭的

就是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用行动展现共产党

人政治本色。这样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人民拥护，

党组织也放心。相反不能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的

人是“伪忠诚”，不仅不能当领导干部，更不配当共产

党员。

3.用实际行动诠释对人民的赤诚。共产党和人民

政府的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干部都

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

干事。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

精神”［4］。现代社会充满各类风险，当危机来临，作为

在任领导干部应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首先，要

保一方平安，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危机蔓延势头，减

少对人民群众的损害，才能充分体现我们党一贯的人

民立场和为民情怀；其次，要解决人民群众因危机灾害

而发生的生活困难。“必须增强仁爱之心，当好人民群

众贴心人，及时解决群众所急所忧所思所盼”［2］。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特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

极推动问题解决。只有当好人民公仆，把“坏事”变好

事，把好事做得更好，才能获得人民拥护，才能获得组

织的信任和重用。

（二）补好专业“短板”，培养能担当的“专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

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

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

领导。”［2］

1.领导干部须懂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

是班长，把握全局、协调各方，承担领导责任，从分工角

度来说，主要负政治责任。班子成员中各分管领导，对

口的单位大多是业务部门，因此必须管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成为内行或比较内行。如果不懂行，平时尚无

大害，但风险来临，危机到来，就会急而无智、说外行

话、办傻事，甚至好心办坏事。丢官事小，给党和人民

造成损失就难以弥补。

2.业务部门领导干部须内行。此次疫情防控，冲

在前面的是市、区、县卫生健康委的领导干部。他们绝

大多数都防控得当，进退有序，效果很好，考验合格。

但也有少数被问责处理，其中不乏拥有高学历高职称

者，有的还在高校或地方担任过领导职务，也不缺资

历。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教育与培养提出了新课题。

一是业务对口的专家从政后，应去掉“书生气”，尽快

“接地气”，了解实际情况与熟悉工作流程，心中有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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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方能得心应手；二是有管理专业背景（学历或职称）

的干部，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避免成为纸上谈兵的

“赵括”；三是没有专业背景又担任了业务部门的领导

干部，应该干什么学什么，及时通过自学或业务培训成

为“行家里手”。切忌上演“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悲剧。

（三）补齐能力“短板”，培养善担当的“通才”

领导干部或主政一方或主管一个部门，工作不会

一帆风顺，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和危机。部

分领导干部平时履职尚可，但危急关头则表现不佳，原

因就在于决策力和执行力不足。因此，培养“通才”型

领导干部，重点应提升其决策力和执行力。

1.提升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决策能力。宪法和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党委书记就是第一责任人。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

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此次

战“疫”，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把手”就是各级抗

疫指挥部的“双首长”制总指挥。面临危机时的决策尤

其需要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首先是科学决策。领导

干部虽不可能是“专才”，但可以借助专家外脑，听取

“智囊”的意见，并结合掌握的第一手真实信息进行果

断决策；其次是民主决策。遇到危机时不能像平时那

样“坐而论道”，但仍可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及时与

班子成员进行充分意见沟通；三是依法决策。一方面，

敢担当不等于乱作为，公共权力都必须依法依规行使。

另一方面，面临危机地方政府可以依法向上级或同级

人大常委会请求授权，并简化决策程序。特别紧急情

况下可以“先斩后奏”，并事后承担应有责任。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不能因坐等上级指示而失去最

佳决策时机。

2.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再好的

政策措施也会落空。”［5］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某些地方在党中央已有战略部署，上级党委和政府已

有决策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执行集中隔离指令打折

扣、搞变通”“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工作要求严重

不到位”。战“疫”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必须增强谨慎之心，对风险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

问题要一抓到底，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

直至取得最后胜利［2］。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干

部平时就应做到：第一，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

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第二，决

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

扣［6］（P322）；第三，对领导班子做出的决策、部署的工作、

定下的事情，班子成员要立言立行、马上就办、紧抓快

办。总之，领导干部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

工作，以钉钉子的精神干事业，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

到底。

（四）补齐激励“短板”，锻造“精兵强将”队伍

长期以来，我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存在“能上不能

下”的难题。对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因为其违

法乱纪，下掉他们是容易的。但对政治麻木、办事糊涂

的昏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推诿扯皮、不思进

取的庸官，对之免职却不甚容易。此次战“疫”中，各地

党委和政府正负激励双管齐下，一方面对表现突出的

党员和干部进行了公开表扬、表彰，并对部分干部进行

了“火线提拔”；另一方面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

不力的，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干部，进行了严肃

问责和组织处理。此举为我们解决长期以来想解决而

又未完全解决的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一难题提供

了有益借鉴，为积极探索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常态

化，锻造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和攻坚克难的“精兵强将”

队伍提供了可行思路：一是选拔领导干部应把勇于负

责、敢于担当的实际表现放在考察首位；二是在平时的

组织考察和民意测评中发现“昏官懒官庸官”现象的要

果断及时“换将”，对庸官懒政可能造成损失的应立即

启动“追责”程序；三是选拔专业领导干部不能只看学

历和职称，更要看解决问题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五）补齐班子“短板”，打造攻坚“指挥部”

此次战“疫”再次证明，能不能打胜仗，关键在领导

班子。因此，要按照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的要求，精准

配备好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打造一个优势互补，专业结

构合理、整体效能突出的“指挥部”。风险社会时代，各

级党委和政府随时可能面临各类危机和突发事件，处

理起来都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因此在党政领导班子配

备中必须补足干部专业化“短板”。有观点认为党政管

理是一种综合性专业，“外行也能领导内行”，不一定要

专家当领导。也有观点认为党政管理是一种业务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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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bility of the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Leading Cadres

— an analysis of 116 leading cadres cases
ZHENG Wan-jun，CHEN Wen-quan

（Institute of Local Governance，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8100，China）
Abstract：Contrary to those promoted at top spee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ome leading cadres were held
to account for inaction，slow action，disorderly action and false action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COVID-
19 epidemic. Accountability of the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has exposed the vulnerabilities of some leading cad⁃
res，such as fearing bearing，inability to bear，feeling weak in bearing.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in crisis management，we must focus on overcoming the vulnerabilities in 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on
cultivating the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talents who are good at taking on responsibilities，on forging a contin⁃
gent of leading cadres capable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so as to build strong“headquarters”for all depart⁃
ments at all levels featured by daring to fight，feeling adept in struggling and being bound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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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专业，“班子成员内专家越多越好”。这两种观点

都反映了在领导班子或工作班子配备中，忽视干部专

业素养与岗位相匹配的用人原则，从而造成岗位性质

与干部专业特质，政治素质与专业素质，通才与专才之

间关系不协调。领导干部专业化应是与所在的领导岗

位需求相联系的，提高领导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要避

免无视岗位所需，而简单、片面地追求高学历化、专家

化。这种做法恰恰是对领导干部队伍专业化的一种背

离。习近平曾指出：“‘书呆子’现象要不得，一个优秀

的政治家不能只懂某一门知识，而是一个大‘杂家’”，

“这些‘杂家’虽然不专，但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住

大势，所以才能领导诸多专家”［7］。综合而言，领导班

子配备，“一把手”最好是复合型人才，把握方向、统筹

全局，其余班子成员最好是其分管业务领域的专才，英

明能干、执行有力，从而实现领导班子整体效能的

提升。

总之，作为一种负向激励的方式，问责的目的不仅

仅是处分或处理不合格的领导干部，根本目的更在于

通过问责及时补齐我国领导干部的素质“短板”，从而

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的高素质专

业化的领导干部队伍，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的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提供可靠且有力的干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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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重点任务研究

黄征学，潘 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针对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切入，分析阐述完善工业用地市

场化配置的重点任务。提出以提高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为抓手，以多元化供应主体和多样化供应方式为突

破口，以完善工业用地价格体系为重点，强化工业用地监督管理，构建“供应-流转-监管”全过程、全方位、全流程的

体系，以此来加快推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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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提高工业用地利用

效率，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联合

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

工作的通知》，选择辽宁阜新、浙江嘉兴、安徽芜湖和广

西梧州4个市开展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试

点。在被列入试点以后，4地区积极制定和上报本辖

区的试点实施方案，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结合地区工

业用地实际情况如期开展了试点改革工作，取得了一

定成效，同时也暴露出诸如低效工业用地退出流转不

畅［1］（P45）［2］（P36）、企业和政府对弹性出让工业用地存在

疑虑［3］（P26）、二级市场发育迟缓［4］（P18）、改革后监管力量

不足监管效率有限［5］（P33）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本研究尝试从制度构建的视

角切入，围绕多主体工业用地供应体系、多样化供应方

式、市场化准入调控、价格体系和监管体系五个维度，分

析阐述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重点任务，以此来加

快推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一、健全多主体的工业用地供应体系

工业用地的供应既包括国有工业用地，也包括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还包括已供应工业用地的流

转和出租等。健全多主体的工业用地的供应体系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科学确定国有工业用地供应规模

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

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功能性平台作为发展工业的主

要载体，积极开展成片开发建设用地的征用，提高国有

土地在工业用地中的比重。在编制土地开发强度、新

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农用地转用年度计划中，坚持产城

融合理念，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合理确

定国有工业用地供给规模，优先保障重点项目、重点产

业、重点园区、重点城市用地。稳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

挂钩政策，把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向重点项目、重点产

业、重点园区、重点城市倾斜，保障用地指标需求。

（二）积极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正，积极

推进符合条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盘活存量

建设用地，增加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在积极推进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明晰入

市方案的决策机构和批准部门、上市交易方式、权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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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流程，规范工作程序、耕地保护、收益分配、权益保

障、风险评估等内容，加强对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的管理。顺应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超出县

域、市域、省域的大趋势，结合就地入市、异地调整入市

的试点情况，尽快明确参与各方的法律地位与权利，夯

实集体经营性建设入市的制度基础［6］（P96）。加快研究

出台全国统一的土地收益分配指导意见，明确国家、农

村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的比例，将土地

收益调节金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适当增大农民

的分配比例，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三）探索开展分割转让

在满足规划、安全、消防、环保等条件且不改变工

业用途的条件下，鼓励和支持标准厂房整体转让、分割

转让或出租。把设置有固定界限、可独立使用、可供分

割的最小单元，作为工业标准厂房分割转让登记单

位［7］（P25）。工业标准厂房土地原则上以共用面积确权，

符合分割条件的，办理土地分割；建筑（构造）物按不动

产登记要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支持单层标准

厂房分幢、分跨转让，鼓励多层标准厂房分幢、分层转

让。明确多层标准厂房一般不在同一楼层内分割，如

要在同一楼层内分割，生产经营业态不得互相干扰，同

时符合现行安全、消防等技术标准。

（四）搭建工业用地流转平台

积极搭建工业用地转让、出租等交易平台，助力工

业用地有效、快速流转。鼓励各地依托产权交易所、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搭建信息和交易平台，促进工业用地

公开、公平、公正交易。强化部门之间协调，建立工业用

地转让准入制，将工业用地转让、兼并重组等二级市场

交易纳入统一管理，由工信部门对受让企业产业发展、

投入产出、容积率等方面严格把关，出具准入意见，由交

易流转平台挂牌转让，房屋、土地登记部门据此办理变更

登记。支持在大众媒体上设立专门的工业用地转让、租赁

等交易信息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工业用地供需信息。

二、建立多样化的工业用地供应方式

建立多样化的工业用地供应方式，重点是在坚持

和完善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的基础上，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特性、地块产权状况，鼓励租

赁、分阶段出让、弹性出让、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供地

方式，推广标准地出让。

（一）鼓励租赁方式供地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降低企业用地

成本，对符合规划的标准厂房、仓储等项目及短期产业

用地，实行租赁方式供地。结合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要

求，对可使用划拨土地的能源、环保、文化、体育及供

水、燃气供应、供热设施等项目，鼓励以出让、租赁方式

供应土地。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特征，技术更新换代

与市场需求变动较快，企业的生命周期往往达不到工

业用地50年的出让年限。当企业发展超过生命周期

时，土地生产率将明显降低，造成土地闲置或低效使

用。可通过先租后让、弹性出让、标准地出让等灵活出

让方式，使得工业用地使用周期更好地匹配企业生命

周期①，同时降低制造业企业用地成本。进一步明确

租赁土地的权利，对以长期租赁方式供应土地的，根据

产业类型和生产经营周期确定各类用地单位的租期和

用地量；对以招拍挂方式取得的租赁土地，租赁期满后

符合条件的可以协议出让；对以先租后让供应工业用

地的，承租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转租和抵押。采取租

赁方式供应土地的，租赁期限一般不超过20年。

（二）采取分阶段出让方式供地

强化用地企业全过程管理，根据不同阶段评估结

果，确定供地进度和规模。推广嘉兴试点经验，对于产

业项目实行一次性出让、“3+5+X”分阶段评估管理模

式［8］（P36），即一般给予企业2至3年的建设期，2至3年

的投产初始运行期，对建设情况和投产初始运行情况

进行分阶段验收考核，促使企业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根据供地进度安排，分阶段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计

划细化落实到地段、地块，并将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

布，同时应明确用地者申请用地的途径和方式，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也可借鉴梧州等地的试点经验，对重大

项目建设用地实行“分期”供地，面积超过150亩的，实

行一次规划、分期供地，首期供地原则上不超过100亩。

（三）支持弹性出让方式供地

根据产业周期和企业实际，以产业类型或企业规

① 虽然工业用地是经营性用地，但是与商业等其他经营性用地相比，工业用地的使用受产业周期、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工业

用地利用效益的稳定性整体上来看比起商品房用地、商业用地要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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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标准，在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内，灵活选择土地使用

年限，实现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使

用双赢。期限届满时，用地企业若达到约定的投入产

出、税收等经济指标及碳排放量等环保指标，在企业自

愿的条件下，采取有偿协议方式，续期或收回土地使用

权。同时，可按照企业意愿，对有弹性用地出让需求的

工业企业实行弹性年期出让供地，允许工业用地按最

长年限一次性出让给企业，企业按合同约定分期支付

地价款。按照使用年限50年的市场评估价格进行弹

性出让年期的修正。

（四）推广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供地方式

兼顾降成本和融资需求，根据企业意愿，开展先租

后让、租让结合供地。先租后让的地块达到合同约定

的转为出让土地条件，可突破现行法律规定招标、拍

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方式，按协议方式办理出让手续。

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供地，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后，

相关部门对企业综合效益和合同履约等情况进行评估，

符合条件即可续期建设用地使用权；不符合条件的，政

府将无偿收回土地，对已建建筑物、构筑物按残值补偿。

（五）推广标准地出让

总结浙江省、济南市等地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广

“标准地”出让模式。所谓“标准地”，是指在一定区域

范围内，经综合评估后按照标准化经济产出和建设规

范等相关标准指标出让，并可实施模拟审批的建设用

地，可用于工业、仓储。“标准地”实行市场化配置、标准

化管理、全过程监管。政府事前定标准，明确宗地开

发、建设、投产要求，企业可进行“一窗通办”模拟审批，

项目落地速度大大加快。标准地出让可降低制造业企

业用地的“交易成本”。

三、加强市场化准入调控

在调节工业用地需求方面，重点是通过建立投资

总额、投资强度等在内的指标体系设定用地企业准入

门槛；探索实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竞争择优机制，

优先保障符合产业导向、投入产出效益高的项目用地；

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鼓励企业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一）设定用地企业准入门槛

鼓励各地结合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实施，分别设

立鼓励类、限制类产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工业用地效

率。建立以投资总额、投资强度、亩均产值、亩均税收、

能耗、排放等为主的指标控制体系，根据工业园区的性

质合理设置各指标的阈值，严格把控新增工业项目准

入门槛，大力引进投入产出大、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

的企业，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按照大中小企业协调发

展的要求，创新小微企业供地方式，营造产业发展的良

好生态。对于设定门槛以下的投资企业，原则上不再

单独供地，但可结合“双创”政策，引导企业通过园区统

一建设的孵化器、加速器，租赁、购买多层标准厂房和

入驻“园中园”等方式解决生产经营场所。加强供地全

过程管理，鼓励各地根据企业绩效、能耗、环保等综合

评价排序，按得分高低提出项目准入意见。

（二）探索实施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竞争择优机制

借鉴国内部分城市的经验，把年度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分为重点项目指标、自控指标和调控指标三大类，

明确各类指标使用范围。要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在分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过程

中，按照先急后缓、先重点后一般的要求，优先保障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和重点工程、重点片区用地，

并合理向规划编制完善的区域倾斜。安排一定比例指

标用于优质产业项目，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中引入

竞争机制，依据产业导向、投入产出效益等进行综合评

价和排序，优先保障效益高的项目用地。同时，鼓励合

理竞争，择优供给，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

按照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安排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三）鼓励企业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鼓励建设多层厂房和标准厂房，改建、扩建和技改

等需要提高容积率的，不再加收城市建设配套费和土

地出让金。引导企业通过压缩超标的绿地面积和辅助

设施用地、改造老厂、整理土地、开发地下空间等途径，

扩大生产性用房，追加投资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实现“零增地”改造。同时，大力支持依法取得土地的

工业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和厂房发展现代服务业，助推

产业转型和城市功能完善。充分利用税收手段，探索

“以税节地、以地控税”的模式，倒逼企业集约节约用

地。借鉴芜湖试点经验，在符合国家税收政策的条件

下，对单位面积产出高、节能减排效果好的企业少征

税，对单位面积产出低、节能减排效果不好的企业多征

税，提高企业集约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同时，根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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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均土地税收贡献大小，按不同比例实施分档奖励。

四、完善工业用地价格体系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

制。工业用地价格体系以最低价、基准地价、出让底

价、交易地价等为主体，在引导工业用地市场供给和需

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重点围绕健全工业用地

价格体系，建立产业差异化发展导向的梯度地价调控体

系，推进工业用地从“政策定价”逐步过渡到“市场定价”。

（一）健全工业用地价格体系

加快建立工业用地最低价、基准地价、出让底价、

交易地价等为主体的地价体系，定时公布相关地价信

息，促进政府指导价和市场成交价的协同变化。针对

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用地最低价偏低、国家暂时尚未调

整全国工业用地最低价的情况，加快建立基准地价与

最低价、出让底价的联动关系，加强对协议、挂牌等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地价管理，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借鉴杭州等地的经验，明确属净地方式出让的，工业等

用地最低价不低于基准地价（含土地开发成本、级差地

租和市政配套费）的70%；属受让人自行承担征地拆迁

的，工业等用地最低价不低于基准地价（只含级差地租

和市政配套费）的70%。推动交易地价在基准地价、最

低价、出让底价等标准制定中的应用，平衡好工业用地

一、二级市场价格关系，推动一、二级市场融合发展。

（二）建立产业差异化发展导向的梯度地价调控体系

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实施，按照

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产业体系分门别类建立梯度地

价调控标准，探索建立与国家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相

适应的灵活实施方案，鼓励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

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优先发展。推

广和复制嘉兴市的经验，建立产业政策导向和企业绩

效评估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对符合产业政策且绩效评

估为优的企业，采取地价修正系数修正下浮确定出让

起始价，对不符合产业转型升级但国家仍允许投资的

产业用地，地价上浮一定比例设定出让起始价。把握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发展态势，围绕城乡建设用

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目标，加快构建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分等定级及基准地价、工业用地最低价体

系，搞好城乡两大体系之间的衔接，共同形成产业差异

化发展导向的梯度地价调控体系。

（三）完善工业用地市场定价机制

顺应弹性年期工业地价兴起的趋势，探索建立差

别化年期的管理政策和操作规范，推进工业用地从“政

策定价”逐步过渡到“市场定价”。依据不同区域的土

地市场发育情况分级别、分区片编制弹性年期出让工

业用地的基准地价，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修正体系，丰富

工业用地市场化定价的标准体系。借鉴“固定系数修

正型”的模式，研究符合当地供需关系和产业政策导向

的弹性年期出让地价水平，通过对比确定修正系数作

为参考值或下限底线，引导市场评估价。及时发布弹

性年期估价技术方法和估价参数应用意见，指导评估

机构采用更为合理的估价技术路线评估地价。

五、构建全过程监管体系

强化工业用地管理，特别是批后监管，既有利于工

业项目提供用地保障，又能够起到倒逼获地项目加大

投资力度，促进企业集约节约用地。构建全过程的监

管体系，重点是要加强合同多方监管，实施工业项目竣

工评价考核，建立并实施工业出让用地退出机制。

（一）加强合同多方监管

为加强对工业出让用地的批后监管，确保土地受

让方严格履行土地出让合同，防止闲置和浪费土地，将

投资强度、亩均销售和亩均税收，违约责任认定和处理

意见，以及应承担的损失、赔偿等事项纳入土地出让合

同管理，并明确政府收回土地的条件、方式和价格等。

按照“谁提出，谁监管”的原则，在土地出让成交后，由

提出关联条件的部门要求土地受让人提交项目用地产

业发展承诺书，作为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和

提出关联条件部门的监管依据。也可借鉴嘉兴海宁的

经验，实施工业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产业投资管理合同》“双合同”管理模式。同时，结合

“放管服”改革的推进，进一步强化关联条件部门之间

的协调联动，协同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信息经济产业及创新型产业的指导目录和项目审查标

准，共同推动部门数据信息共享，提高联合监管能力。

（二）实施工业项目竣工评价考核

工业项目竣工后，根据合同约定条款，对项目性

质、产业政策执行情况、投资强度、投资额等开展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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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考核。坚持“分项验收、统一考核”的原则，由提出

关联条件部门以及项目工程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方、

设计方、勘察方等分项验收，着重考核合同的履约情

况。工业项目竣工验收由工信部门牵头，发改、建设、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共同参与，竣工

复核验收时发现项目未达到约定的相关控制指标要求

的，采取相应措施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到期后仍达不

到合同约定标准的，通过收回土地或收取违约金等方

式追究违约责任。对因不可抗拒力导致项目未能达到

合同约定的条件，土地受让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基

层政府初审并出具相关意见，报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准予调整项目条件并进行验收。项目投产后，相

关政府部门要定期对产业项目运营等情况进行监测评

估，公开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三）建立并实施工业出让用地退出机制

加强对批而未供工业用地管理，建立退出机制，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因土地受让方的原因，两年之内未

达到合同约定建设进度，由土地受让方提出退地申请，

经政府批准，按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后，退还余下土地

出让金和履约保证金。闲置两年之后的土地，按照法

律规定要求无偿收回。对合同签订一定期限内无法取

得环评批复且项目无法正常实施的，经政府批准可解

除土地出让合同。对原产权人无力或无意愿开发的存

量低效工业用地，具备独立分宗条件的，在对原产权人

依法补偿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奖励，有偿收回闲置低

效用地。鼓励原产权人分割转让闲置土地或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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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风险防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攻坚战之一。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成因、风险成因和风险传

导机制等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增长率高于债务规模增长率，是阻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出现、传导和爆

发的理论逻辑。解决债务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和债务人偿债能力为出发点，增强地方国有平

台型公司盈利能力。科学推进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展，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通过落

实国资监管“管资本”原则、构建新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和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政策措施，健全国

有平台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其市场意识、责任意识和开拓意识，在有效监督下增强其自主经营灵活性，逐步提

高其管理水平、投资效率和盈利能力，实现增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债务人偿债能力的目标，进而防范和化解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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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地方政府债务构成复杂、规模庞大、风险巨大，是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风险之一。根据财政部地方全

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地方政府债务由机关事业单位举

债融资、政府及其部门机构拖欠款项、国有企业（含融

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政府投资基金、股权融资计划、

PPP项目等多项债务内容构成。2017年7月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

量”。由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较大风险的关键原

因在于“隐”，其债务规模对应资产规模和质量底数不

清，因此，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金融风险防控的重

点。具体表现在：一是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增速较低，年

均增速仅为2.4%，但是，据估算的隐性债务年均增速

超过77%；二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额度较大，截至2017

年底为23.57万亿元，将其纳入政府资产负债表，政府

负债率会跳高并超过国际警戒线。［1］此外，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者张晓晶等在2017年度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

告中提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2］（P23）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是隐性债务规模的主要构成之

一。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的关键，而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核心是妥善处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因此，科学推进地方国

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展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的途径之一。本文将在地方政府债务和国有企业改革

等理论研究基础上，讨论推进地方国有平台公司转型

发展解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内在逻辑及可行

性，以及如何科学推进其转型发展以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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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直接债务是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回避的责任

和应当履行的义务，或有债务是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必须

承担和履行的责任及义务。按照显性与否、或有与否将

政府债务分为四类，即显性直接债务、显性或有债务、隐

性直接债务、隐性或有债务［3］（P149）。本文将政府隐性直

接债务和隐性或有债务全部归纳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范畴。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定义为：法律中未明确规定

的，地方政府出于职能考虑必须承担和履行的责任与义

务，或者迫于政治压力而不得不去清偿的已发生债务。

（二）国有平台型公司

国有企业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

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

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和其他部门所监管的企业本级及其逐级投资

形成的企业。国家拥有国有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并

由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其行为，因此，它具有商业类

和公益类的特点。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

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

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经济实体，其体现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制法人、融资

职责、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等四个特点。

融合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定义，

本文认为国有平台型公司是指由一级政府掌握企业所

有权或控制权，并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且决定企

业行为以实现商业性和公益性任务目标的企业。

（三）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国有平台型公

司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发展期，经济增速持续放

缓，经济结构变革条件下，企业利润、财政收入等各方

面都将促使债务问题显性化，显现出债务人违约风险

问题。其根源是债务人偿债能力弱。因此，解决债务

人偿债能力是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

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因此，要跳出债务看债务风险，

更加关注债务资金的使用情况。中国应在持续提高投

资有效性方面发力，提高经济主体的盈利能力，进而促

进偿债能力提升［4］（P2-6）。回归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

展，应重点关注其所投资商业性项目的投资效率。一

方面，可以弥补企业亏损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降

低地方性商业银行坏账率；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路径，从微观主体企业一方加强商业类国

有企业关注投资效率，提高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改善

产品或服务供给结构，提升盈利能力。进而，盈利能力

增强后的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将减少债务违约问题向

金融机构蔓延，为地方金融机构减负，有效控制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风险。因此，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

展，持续提高其盈利能力，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的有效途径。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成因、

风险成因及其传导机制

（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原因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担保下

的过度融资。地方政府具有 GDP业绩考核压力，然

而，其不仅要在中央地方财权上移的条件下，实现城市

建设、基建投资、社会保障与民生等各项责任目标，还

要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压力，同时在逆

经济周期中，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渠道实行基建类投资

刺激。由此地方政府使用预算软约束，用政府信用担

保，构建“金融机构（地方商业银行）+国有平台型公司

（地方融资平台）”的模式，使国有平台型公司获得贷款

更加便利。在财务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国有平台型公

司不需审慎地决策融资需求、成本和渠道，造成大量债

务及利息，进而导致虽然掌握优质国有资产却在主营业

务收入方面表现不佳，甚至出现盈亏扭曲和债务积累。

（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因

债务人偿债能力是避免出现债务风险的根本保

障。借助尹旭的数学模型，将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定义

为一个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支、额外投融资收益指标

的函数集合，设为Y（t）。设定D（t）为地方政府债务规

模函数［5］（P89）。得出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增长率、债务规

模增长率为：

偿债能力增长率： y = dY
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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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规模增长率： d = dD
dt

（2）

那么，如果y>d，则偿债能力增长较快，不会形成

债务风险。如果y<d，则债务规模增长较快，进入债务

风险区域。如果y=d，则偿债能力与债务规模增长实

力匹配，依然保持一定债务风险。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其债务人偿

债能力密切相关，其债务风险出现的原因在于债务人

偿债能力增长率低于债务规模增长率，出现债务违约

问题，爆发债务风险。

（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传导机制

国有平台型公司在经济周期下行压力下，面对转

型压力，投资效率不高，收益下滑，产业转型还未形成

新的竞争优势，导致资金流动性差，偿债能力较低。地

方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国有银行和中小型银行机构，

原本就处于高杠杆运营状态，在企业和居民双高杠杆

低偿债能力情况下，进一步积累流动性风险，不良资产

率将攀升，金融机构偿债能力进一步弱化。政府机构

为保障社会民生，特别是老龄化下的养老医疗保险支

出，承担或有债务，以及为保障官员业绩助力亏损国企

或僵尸企业运营提供隐性担保债务。在国有平台型公

司、地方金融机构以及居民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资产价格、市场预期等多个渠

道向政府部门、金融体系、企业部门和消费者部门传

递。其传导途径是：首先，国有平台型公司过度投资且

效率低、发展状况不良、产能过剩与高杠杆运营以及资

产错配，形成了经济扩张期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

企业部门在经济增长换挡期和转型期中爬坡过坎，企

业生产经营效率低下及产业升级致使其竞争力和现金

流不足，盈利能力较弱致使偿债能力不足，存量风险持

续集聚，较大可能转化为流动性风险和偿付性风险。

然后，企业的风险传递到金融部门，在高杠杆、低融资

能力、低运营能力中的金融机构爆发危机，并通过资产

负债表的权益侧引发资产价格下跌，再通过债务侧引

发大量不良债权，传染其他金融机构，进而使整个金融

系统风险恶化。最后，由于政府责任和预算软约束等，

风险由中央银行、财政部等接管，通过扩张自身资产负

债表转移金融部门债务，用以置换金融风险，为地方政

府、国有平台型公司、地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担保以

化解风险。

四、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展路径

地方政府为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业绩导向

下，在经济快速增长期过度投资、产能过剩、资产错配，

这些都可能导致隐性债务骤增。究其原因是地方政

府、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和地方金融机构三方联合导

致的。其中逻辑是：政府扮演担保人角色，为公司提供

信用担保。银行等得到政府允诺后，放宽条件贷款给

公司。公司深知在为政府工作，认为融资极其容易，则

缺乏审慎原则，进行不科学投资。这就导致地方政府

主导的国有平台型公司在占用大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资金情况下，拥有良好国有资产却陷入主营业务收

入不稳、财务管理不佳、运营管理不透明等困境。政府

主导的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将解决这一困境背后的逻辑

扭曲，同时提高投资有效性，进而提升地方国有平台型

公司盈利能力，以开源的形式阻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国资监管落实“管资本”原则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

方式转变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政策举措，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

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

机构职能转变”在通过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改革和完善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等一揽子文件进行落

实。在实践层面，各地政府要主动适应和引领变革趋

势，积极跟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在“管资

本”方面，应把握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职责定位，落实

企业经营自主权，明确出资人权利、义务、责任的有机

统一。［6］（P6）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也应将“管资本”原则全

面落实在监管工作中，彻底改变过去“管人管事管资

产”的监管原则，实现政企分开，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彻

底分离。契合当地国有企业情境，通过建立监管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方式，进一步明晰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的定位和职责，划清责权分配界限，将依法应由企业自

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在党管干部的基础

上，给予企业用人权等，充分实现责权对等。从根源

上，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的预算软约

束，一方面，促使政府不再把企业当作自己的融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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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实现财政功能；另一方面，促进企业要有业绩压力，

深度思考自主经营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问题，在提升

投资有效性方面深挖潜力，推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逐

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自身盈利能力。

（二）构建新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为了建立地方政府与国有平台型公司间的科学监

管机制，进一步符合“放管服”“管资本”的监管要求，激

发公司转型发展活力，构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平台—国有平台型公司”三级监管架构。如此，将有

利于国资委在明确授权清单的基础上，充分给予公司

自主经营权，切实开始向“管资本”监管转变。在现有

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数量基础上，地方政府不要再新

设立此类公司，并将所有此类型从事不同产业投资和

运营的平台型公司进行重组。首先，应将“僵尸企业”

按照法定程序破产撤销。其次，根据分类推进、差异化

定位原则，在不同类型的平台型公司中各选择一家运

营基础较好、资产规模较大、领导班子成员党性修养好

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平台组建的基础。从公益类平台型公司中选择一家，

将其改组成为公益类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

团），并将其他所有公益类平台公司装入新组建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同理，从商业类平台

型公司中选择一家，将其他所有商业类平台公司转入

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最后，

明确新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功能定位和发展

战略目标。公益类产业集团以非盈利为目的，侧重服

务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类投资运营。商业类产业集团以

盈利为目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企业当前发

展阶段的法人治理结构，采用合理的集团管控模式，开

展符合地域特点的产业投融资、资本运营和资产管理

工作，集中投资运营各地区战略性产业、自身优势产业

和新兴产业等领域，适时积极推进已整合并进入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的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

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优化平台型公司产业结构，促进

地方国有资本布局趋于合理。

（三）推进产业集团二级成员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组建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后，

原有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转身成为其二级成员企业。

这类平台型公司具有债务压力，生产效率低下，特别是

服务于政府财政职能的公益类平台公司。因此，按照

国有经济功能定位，通过分类的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

经济发展的原则，［7］（P24）将二级成员企业分为公益类和

商业类平台公司。一方面，在公益类二级成员企业中

不再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应采用操作型集团管控

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提高公益

类平台型公司的服务效率和效果，切实保障提供高质

量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商业类二级成员中积极

适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产

业集团对其采用战略型管控与财务型管控相结合的集

团管控模式。不仅要从战略经营方向上控制二级企

业，还要加强二级企业财务风险意识和利润意识，向二

级企业传导绩效和业绩管理理念，给予其充分自主经

营权的同时要落实考核细节，加大考核力度，实现奖惩

分明，以激发企业活力。

1.全面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

首要任务是完善企业党委（党组）成员与董事会、经理

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切实发挥党组织

和领导班子在深化改革中的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落

实主体责任。同时，在决策程序上，制定党委会、董事

会、经理层办公会的权限、责任和议事规则，明确必须

交由党委会前置研究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而后，再由

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策。切实加强国有企业干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

委监督责任，加强领导班子成员履职待遇管理，建立健

全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建立健全法人治理体系。（1）健全董事会运行机

制。充分明确董事会职责，强调董事会对出资人负责

的理念，切实将董事会看作公司决策机构。董事会要

接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的指导和监

督。在此基础上，优化董事会结构。董事长由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委派、管理、考评和奖惩，

其他董事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委派，

接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党委组织部门

的考评和奖惩。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是落实法人治理

结构的重要抓手。董事会应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预算与风险委员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以及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在议事

规则清晰的情况下，建立健全董事会各项工作细则，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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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授权董事长工作职责、事项、流程和时限等。同

时，要完善董事会和外部董事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

台（产业集团）报告制度。董事会通过定期报告（年度

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和临时报告（重大战略调

整、重大投资行为、重大资产交易、重大风险事件）的方

式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产业集团）专业业务部门

报告应报事项。

（2）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在监事或监事会的

选任及派出上，外派监事与企业监事会并存，以维护国

有资产安全，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公司监事会应

突出监督重点，围绕企业财务和重大决策、运营过程中

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事项和关键环节及董事会和

经理层依法依规履职情况以及严禁在转型发展过程中

出现不当投资、过度投资、资产购买、不审慎融资等重

点问题，着力强化当期和事中监督，并建立可追溯、可

量化、可考核、可问责的履职记录制度，提升监督效能，

落实责任追究。

（3）经理层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全面落实经理层

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理念。经理层执行董事会决议，

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对经营业绩负责。经

理层逐步、部分实行契约化、任期制管理，在履行法定

考核程序后，除董事长担任党委（党组）书记以外，其他

领导班子（经营班子）成员由董事会逐步、部分按照市

场化方式选聘、管理、考核、奖励、解聘或退职。

3.实施战略与财务管控的双管控模式。在全面加

强企业党建和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搭建

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双管控模式。确立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资委授权规定情境下的战略管

控，主要是要明确产业集团层面党委会、董事会、监事

会、经理层以及二级成员企业在集团层面、二级成员企

业层面涉及经营管理全部事项的权利和责任。集团作

为“集团大脑”充分思考发展问题，全面统筹集团整体

战略规划、领导人员管理、人才梯度建设、经营业绩计

划与考核、重大改革事项等重要工作，其他涉及二级成

员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下放，充分给予下属单位经营

自主权，激发企业活力。同时，产业集团要加强对二级

成员企业财务管控，设定二级成员企业的年度财务全

面预算、年度经营业绩指标、大额支出与收入等权限，

配合战略管控的组织绩效考核，全面推进财务管控工

作落地，促进二级成员企业在降低债务率或提高利润

率方面下功夫。

产业集团负责集团母子公司的财务和资本运营工

作，不过多干涉下属企业的战略和业务发展以及人事

管理工作。集团母公司要求下属企业每年事先确定各

自的财务目标，并报集团母公司审批，它们只要达成财

务目标就可以。

4.注重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三个重要”方

面［8］（P35）。在二级成员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注重

战略及产业布局、主体选择和人才体制改革三个重要

方面。

（1）注重战略及产业布局。混改企业的战略及产

业布局是迈向经营成功的第一步。没有对战略方向和

产业选择进行充分考虑，就丧失了企业主动选择的权

利，只能由市场被动选择。战略方向要依据上级集团

战略规划拟定。产业选择是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

“改”的成功关键，所以要以“突出主业”为目标，将主业

做强做大。同时，统筹考虑国资委有关混改行业限制

的约束、企业自身资源禀赋、所处地区市场环境和现有

主业或拟进入行业的产业链状态及产业链条中企业情

况等作出决策。此外，产业选择应本着有利于放大国

有资本功能的原则，融合非国有资本资源，发挥国有资

本的优势能力，弥补企业弱势短板，实现既能聚焦自身

行业，又能与多种资本合作发挥协同效应的目标。然

而，战略其自身虽具有长期性，但在当今加速迭代的经

济形势下，其不确定性更加明显。所以，产业布局的调

整需要坚持动态适应性原则。当发现所选产业盈利能

力不强、合作方资源支撑不足和产业自身不能吸引市场

要素的情况时，应立刻调整战略布局和产业选择方向，

或弃或留或改或优，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

（2）注重混改主体选择。混改主体的选择关系到

混改之路的有效性和长效性，应着重关注非国有资本

合作方的选择、股权比例的设置、多元化融合等方面。

在合作方选择方面，既要从双方或多方利益契合度出

发，也要从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角度考虑，不断探

索与非国有资本合作方的有效合作路径。例如，可以

试探性地在某项领域中与拟选择合作方开展业务合

作，熟悉合作方的经营理念和行为习惯，为未来选择决

策提供实践依据。此外，还应重点评估合作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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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国有资本方本着开放公平和市场竞争的态度沟通

合作意向、拟投资行业状况、预期经营和盈利能力以及

未来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和权利等问题，以充分考察合

作方的商业判断能力和主动参与意愿。最后，企业应

通过多元化对标，建立拟进入行业指标体系，充分考察

合作方在拟进入行业的优势和实力、资金和抗风险力、

专业化管理能力等。在股权比例设置方面，当前，非国

有资本主体入股开放的国有竞争性行业后，主动要求

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把握资金

使用情况。因此，股权比例设置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理层决策以及经营方向和策略

等，间接影响公司生存、盈利和发展。因此，股权比例

设置极为重要。所以，应按照科学的定价评估方法，实

现科学定价、有效评估和规范交易，确定标的价值。同

时，统筹考虑非国有资本主体合作方的资金实力、行业

实力和管理能力等，商讨股权比例设置，推动混改企业

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共同践行公司章程规定事项，在经

营决策中落实“共同决策、集中决策”原则，促进企业科

学决策，并能够使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在多元化融

合方面，国有资本方与非国有资本方的多元化融合涉

及价值观、文化观、经营观、管理观、市场观等各方面融

合，成功的融合将为未来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优质环境，

否则将会出现内耗矛盾，影响公司经营决策、人才队伍

稳定和发展。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注重“混”，

更要注重“改”。产业选择和股权设置实现了合作主体

之间的“混”，多元化融合将促进实现“改”的目标。

（3）注重人才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在

“改”，“改”就需要用人，用人就需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

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战略方向、产业布局、股权比例

及多元融合的确定性下，混改企业的人才体制改革，特

别是选人用人方面是重中之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建立市场选人机制。确立以人为本理念，发挥市场配

置人力资源的有效作用实施公开市场化选人用人政

策，将组织考核推荐与公开市场化招聘方式有机结合，

用好存量、聚集增量，为混改企业的“改”提供人才支

撑。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的首要步骤是要构建包

括知识、能力、经验等维度在内的人才选聘评价指标体

系，结合工作任务，细化选人用人指标标准。使用统一

指标体系评估候选人，是客观地选人的有效手段，将为

人才选拔把好第一道关卡。坚持正负激励考核模式，

建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切实贯彻全员考核理念，

为每一位员工设定考核指标、考核标准、考核分值和权

重，传导战略目标，落实工作职责，奖励绩效优者，惩罚

绩效差者，发挥绩效考核正负双向激励有效作用，推动

员工能进能出的体制建设。同时，要加强双向考核结

果与多元化激励手段的匹配，在顺畅运行的管控机制

和考核体系下，建立股权激励、分红激励、超额利润分

享、团队共享成果等激励方式，为能者的劳动价值定价

赋值，激发员工工作动能和激情。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改进宏观管控原则，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地方政府应协调财政部门、发展和改革部门、金融

部门及其监管部门、国资委等联合成立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化解领导小组，旨在协调投融资体系中投资、

融资和债务偿还三项工作，从宏观层面实现投资、融资

和偿债工作的有机融合和有效协同，以加强债务资金

配置效率、管控金融风险和提高投资效率。从地方政

府顶层机制上，加强风险管控及其传导情况监督，同

时，促进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以遏制风险源头，逐步化

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二）科学推进国企转型发展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复杂、规模庞大，其根源是

规则不健全，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

以及地方金融机构的合谋。地方政府承受了社会公共

服务职能、社会保障职能、GDP压力和经济周期等宏观

政策刺激的压力形成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累积的外部

原因。地方国有平台型公司占用了绝大多数的政府隐

性债务资金，从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新视角看待债务

风险问题，则将提高政府偿债能力的问题转变成为国

有平台型公司盈利能力的问题。那么，通过科学推进

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展则成为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风险的有效途径。

（三）国有企业转型发展要以提高盈利能力为根本

目标

国有平台型公司转型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投资

效率和盈利能力，使得偿债能力增长率大于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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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以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金融系统性风险

的爆发。要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构建新型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平台，积极推进新产业平台二级成员企业（原

国有平台型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入手，着重解

决政府监管方式优化、企业活力低下以及财务监管不

利下的融资过度、投资不当、资产错配等各方面经营管

理问题，释放企业经营活力，提高干部职工工作激情，

推动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提高企业经

营管理效率，才能切实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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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the Implicit Debt Risk of Local Government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state-owned

platform companies
GENG Zi-heng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Financi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can be found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implicit debt，risk causes and risk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s，the growth rate of local government’s debt paying abil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debt scale，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logic to block the emergence，transmission and outbreak of local implicit
debt risk. The key to solve the debt risk problem is to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local state-owned platform
companies based 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the debt paying ability of debtors.
Scientific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state-owned platform companies is an effec⁃
tive way to resolve the hidden debt risk of local governments. By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managing capi⁃
tal”of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building a new type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platform（industrial group）and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and other policies and measures，
we will improve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platform companies，improve their market
awareness，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and development awareness，enhance their flexibility of independent opera⁃
tion under effective supervision，and gradually improve their management level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debt paying ability of the main debtors of implicit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n to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debt risk of local governments.
Key Words：implicit debts of local governments；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ixed-ownership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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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其本质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型表现形式。缺乏系统科学的绩效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绩效任

务执行过于频繁化、绩效考核方式缺乏差异性、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不当，共同促成了“痕迹主义”的产生。结合绩效

管理理论，应从绩效目标设置、考核指标设计、督查及考核方式、考核结果运用等方面分析“痕迹主义”的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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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以来，痕迹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备受政府

青睐。痕迹管理是一种通过留痕对组织行为和结果进

行控制的治理工具，通常是以文字、图片、影像视频等

为载体，对组织行为过程进行记录管理，使其围绕考核

目标及其路线发展，确保组织目标得到有效实现。痕

迹管理是通过留痕来倒逼基层政府积极主动作为，对

于监督基层政府行为和考核基层政府行为结果具有重

要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在推行痕迹管理过程中，作

为痕迹管理异化衍生的“痕迹主义”在全国开始弥漫，

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出了重大挑战。痕迹是人的主观

实践活动的客观产物，即人创造痕迹，且痕迹是服务于

人的实践活动。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这种主客体之间

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痕迹走向了异化的误区，即实践活

动产生的痕迹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实践活动的力量，人

的一切实践活动以痕迹为中心，为了痕迹刻意造痕、留

痕，使得痕迹管理衍生为“痕迹主义”。“痕迹主义”是一

种过于看重留痕而不注重实际效果的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不仅挤占了基层政府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还疏

离了党群干群关系，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

求。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

体学习时指出，“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

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因此，研究和分析“痕迹主义”的衍生逻辑及治理路径，

为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从不同的视

角对“痕迹主义”产生的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从政

府绩效管理的角度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从政府绩效管

理的视角来分析“痕迹主义”的衍生逻辑，为“痕迹主

义”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二、“痕迹主义”的衍生逻辑

从政府绩效管理的角度来看，绩效管理理论为分

析“痕迹主义”的衍生逻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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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呈现一种由总体支配到

技术治理的转型。［1］绩效管理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重

要工具，包含绩效目标的制定、绩效任务的执行、绩效

考核与评价以及考核结果反馈与运用四个重要环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

保权责一致”。随后，绩效管理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运

用。但是，绩效管理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管理方式，

对执行政策的行为过程通常很难起到监督作用，导致

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打折扣，搞变通。因

此，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府执行政策行为过程的监督，便

开始引入痕迹管理。痕迹管理与绩效管理在某种程度

上是互为补充的治理工具。对痕迹的极端推崇产生的

“痕迹主义”与绩效管理各个环节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分

不开的。一直以来，绩效管理被错误地认为管理人员

不得不遵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要求，填写一些烦琐

的却常常无用的评价表格［2］（P8）。从表面上看，“‘痕迹

主义’虽然出现在基层，但根源在上面”［3］。缺乏系统

科学的绩效目标、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绩效任务

执行过于频繁化、绩效考核方式缺乏差异性、绩效考核

结果运用不当，共同促成了“痕迹主义”的产生（见图1）。

图 1 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痕迹主义”衍生逻辑示

意图

（一）缺乏系统科学的绩效目标

确定绩效目标是开展绩效管理活动的前提。目

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缺乏系统而科学的绩

效目标制定体系，更多的还是依靠运动式的治理方式

制定绩效目标，所以在制定绩效目标过程中，随意性较

大，导致绩效目标过多，任务繁重。在没有全面考虑下

级政府可承担工作量的情况下，上级政府随时可能向

下级政府下达新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这样一来导致下

级政府疲于应对，甚至陷入无法招架的境地，很多基层

干部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面对如此多的

目标任务和要求，很多基层干部在能力有限的前提下

便开始转向通过材料来弥补工作不足，这就是常说的

“工作不够，材料来凑”。此外，上级在绩效目标制定过

程中，还存在调查研究不够和考虑不周等问题，导致绩

效目标缺乏针对性，下级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但为了规

避责任，下级只能通过制作大量佐证材料来应对目标

要求。必要的留痕对于组织的发展是必需的，但是缺

乏系统科学的绩效目标，往往会促使留痕过度，为“痕

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二）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

绩效考核指标设计是绩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绩效目标确定以后，设计什么样的考核指标、如何设

计考核指标至关重要。鉴于政府组织行为复杂化和目

标多元化，政府行为产出一般不能像私人企业那样形

成“标准化产出”，设计考核指标旨在反映政府工作的

某些重要方面，有助于了解政府绩效的关键特征，从而

指出政府之间的绩效差别，进而改进整体绩效。由于

缺乏系统科学的绩效目标，就不可避免导致绩效考核

指标的设计受外部因素干扰较大，例如文化因素、情境

因素、个人价值偏好等，尤其是个人价值偏好对考核指

标设计影响较大，这就为下级为满足上级要求造痕、留

痕提供了土壤。此外，考核指标设计缺乏差异性，对资

料依赖过重。有些地方政府在设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方面笼统地要求各项工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料，例

如一项工作需要有方案、总结、整改台账、汇报材料、会

议记录、图片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乡村卫生

清扫，需要提供9份材料（乡镇层面的红头文件、村两

委的工作方案、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思想动员会议记

录、贫困户环境卫生名单、实施分工细则、扫大街的照

片、片区考评表、贫困户入户考评表）的“痕迹”来证明

这项工作开展情况。［4］

（三）绩效任务执行过于频繁化

目前，上级在绩效任务执行方面还存在观念的误

结果运用
·政治激励
·经济激励
·风险激励

目标设置
·零散
·笼统
·随意性较大

“痕迹主义”

指标设计
·外部因素干扰
·缺乏差异性
·痕迹依赖过重

绩效考核
·缺乏差异性
·缺少外部监督
·偏重材料

任务执行
·观念误差
·过于频繁
·偏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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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误地认为“绩效目标能否实现重在基层干部的执

行力，业绩不达标都是下级的问题”“履行职责的最重

要手段就是监督、检查和考核，督查力度越大，下级绩

效水平越高”。［5］因此，在绩效考核目标和考核指标设

定以后，上级往往热衷于通过频繁督查和检查的方式

来了解下级工作进度、执行效果。受工作性质的影响，

有些工作一时难有成效，频繁督查和检查会使得下级

忙于造痕，通过材料来弥补工作的不足，有些基层干部

经常抱怨“上午一开完会，下午就要求报送材料”。此

外，在督查、检查过程中，上级偏重于看材料，而忽视实

际工作的成效，往往把材料准备得充不充分、完不完整

作为下级完成工作的进展情况。因此，频繁督查、检查，

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往往会导致“痕迹主义”泛滥。

（四）绩效考核方式缺乏差异性

在绩效考核过程中，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方式往往

依赖于听汇报、看材料，而没有深入一线调查了解工作

开展进度或工作成效，这就使得下级片面地认为上级

只对“痕迹”关心，而不对实际工作成效或服务对象关

心，继而使得工作重心发生偏移，把大量的公共资源用

于造痕、留痕，甚至虚假留痕。此外，上级对下级的考

核属于内部控制，缺乏外部监督，在某种程度上为下级

造假留痕提供了空间。缺乏差异性的考核方式就不可

避免地为“痕迹主义”的蔓延提供了空间。

（五）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不当

鉴于绩效考核指标设计对“痕迹”依赖过多，上级

在对下级督查、考核过程中常把“痕迹”作为“政绩”来

看待，并用于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风险激励。有些工

作的确需要留痕，把“痕迹”纳入某些工作的考核指标

体系的初衷一方面是通过“痕迹”来获取更多信息，以

便上级更好地做出决策；另一方面是通过“痕迹”来规

范下级行为过程，以期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但是，放

大“痕迹”的作用，把“痕迹”看成“政绩”，作为追究责任

和评先评优的主要依据，直接导致“痕迹主义”的产生。

三、“痕迹主义”的表现及后果

近年来，各大媒体曝光的“痕迹主义”的案例较多，

“痕迹主义”不仅浪费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

还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推进。

一是催生虚假政绩，影响考核的真实性。“痕迹”本

来是作为一种手段用于对工作实际成效的考核，但是

对“痕迹”极端推崇往往会导致错把“痕迹”当“政绩”

看，疏于关注工作的实际成效，催生虚假政绩，影响考

核的真实性。上级在绩效考核指标设计上过于注重痕

迹往往会导致在考核过程中只关注“痕迹”而疏于对工

作实际成效或服务对象的关注。而下级在“压力型体

制”下，往往会把眼睛往上看，把大量时间用于留痕、造

痕，即使工作做得不够，也会通过材料来凑，以满足上

级考核的要求。

二是疏离党群关系，影响考核的科学性。“痕迹主

义”是一种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工作作

风，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漠视人民群众的

需求，疏离了党群关系，影响了考核的科学性。例如，

在当前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有些帮扶单位在走访

调查过程中热衷于与贫困户拍照合影，把拍完照和签

完字等同于完成工作，对于如何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

还单方面寄托于乡（镇）村两级组织。久而久之，这种

只注重留痕而不注重扶贫实际效果的行为造成了贫困

户的反感，疏离了党群干群关系。而在对帮扶单位实

际工作考核过程中往往也是依据照片和签名，而疏于

对帮扶成效的考核，这种把拍照和签名的“痕迹”等同

于帮扶“成绩”的考核方式，颠倒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

关系，往往会影响考核的科学性。

三是增加行政负担，影响考核的有效性。把“痕

迹”作为考核的工具，其初衷是为了通过留痕来控制下

级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以便提高下级工作成效，实现组

织最终目标。但是对“痕迹”极端推崇会使得下级疲于

应对造痕，挤占大量的公共资源，使得下级很难把有限

公共资源用于提高服务质量。在扶贫领域，频繁的督

查和考核，使得基层干部疲于接待和填写资料，不仅增

加了基层的行政负担，而且通过座谈和查看资料的方

式获得的数据也并不一定真实，大大降低了考核的有

效性。

四是滋生作秀留痕，影响考核的公平性。“痕迹主

义”是只关注形式而不注重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把两者

统一起来。有些部门在对下级考核过程中，往往依据

“痕迹”美不美、完整不完整来打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

致下级为了把“政绩”做得漂漂亮亮，将大量时间用于

62



·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

美化“痕迹”，忽视了工作的实际效果。通常“造痕”“留

痕”只能证明“做了”，“做的效果”有的时候却很难体

现，尤其是对于一些做得不够的工作，往往通过材料来

凑。依据“痕迹”来打分往往会滋生作秀留痕，影响考

核的公平性。

四、“痕迹主义”的治理路径分析

“痕迹主义”的本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型

表现形式，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肠梗阻”“拦路

虎”，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2018年10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

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改进督查检查考核办法，必要

的记录、台账要看，但主要看工作实绩，不能一味要求

基层填表格报材料，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作好

坏，不能工作刚安排就督查检查、刚部署就进行考核，

不搞花拳绣腿，不要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6］。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再次强调要“加强计划

管理和监督实施，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

度留痕的问题”［7］。基于上述政府绩效管理的视角分

析“痕迹主义”的衍生逻辑，分别从绩效目标、考核指

标、考核方式及考核结果运用方面，分析“痕迹主义”的

治理路径。

（一）系统科学地设置绩效目标

一是利用现有的大数据平台，把一些重大的工作

或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工作（例如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整合到大数据平台上，系统地

设置绩效目标；对于其他一些重要或较重要的工作在

明晰归属中央或地方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分层分级体

系系统设置目标，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于一些突发

的重大事件要审时度势地使用运动式治理设置绩效目

标。二是依据SMART原则科学地设置具体的绩效目

标，即具体性（Specific）、可测性（Measurable）、可行性

（Attainable）、针对性（Relevant）及限时性（Time-bound）。

上级在制定绩效目标之前要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

广泛收集信息，尤其是收集下级对于一些工作的看法

意见，确保绩效目标具有可行性、针对性等；在制定绩

效目标的过程中要多与下级沟通协商，在与下级达成

共识的前提下确定绩效目标。三是依据目标的性质将

绩效目标设置为过程目标和结果目标，以便对一些短

时期内难以实现结果的目标通过过程目标来体现。

（二）科学合理地设计考核指标

在绩效目标设置之后，要根据具体的绩效目标科

学合理地设计考核指标。一是要对工作的性质进行划

分，差异化地使用“痕迹”来作为考核指标。例如，司法

部门的工作性质使其对“痕迹”比较注重，但是在考核

指标设计过程中更要体现办案率、结案率；而对于一些

政府综合部门，如政研室、办公室等在绩效产出效率难

以衡量的前提下，通过设计“痕迹”指标来体现。二是

要细分绩效目标，通过设计各项考核指标一一对应绩

效目标。三是要结合下级实际工作情况来设计考核指

标，改变过去“一刀切”现象。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承担

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不一样，在指标设计上既要体

现共性的部分也要体现个性的部分。

（三）实行多样化的督查及考核方式

在绩效目标和考核指标确定以后，上级要采取多

样化的考核方式，提高考核的实效。一是“明察”与“暗

访”相结合。频繁的督查不仅造成基层负担过重，使得

基层干部把大量时间用于造痕、留痕和美化痕迹，而且

听汇报、查看资料获取的信息也不全，甚至不真实，有

的时候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通过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直奔现场的暗访形式可以弥补明察的缺陷，减少基

层干部的负担，了解基层工作进展的真实情况以及群

众的诉求，以便更好地掌握信息做出决策。二是“考

人”与“考迹”双管齐下。既要通过查看材料的方式了

解下级开展工作进展情况，也要结合材料深入实地开

展调查研究，了解下级工作开展成效。在对“痕迹”考

核的同时，也要强化对“人”的考核，加强对服务对象的

考核，把“痕迹”作为过程的监督的同时，也要把“痕迹”

作为结果的监督。三是“内部考核”与“外部评议”相结

合。政府绩效管理是一种内部考核，透明度较低，往往

会造成下级的眼睛“往上看”，忽视群众的诉求，甚至出

现虚假造绩。引入外部评议，可以促使下级的眼睛“向

下看”，及时回应公众诉求，规避出现虚假造绩。

（四）辩证运用考核结果

通过督查、考核获取的“痕迹”结果只是作为最终

考评“政绩”的手段，但并不代表是真实的“政绩”，需要

辩证地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强化“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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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导向。在考核结果运用方面要坚持以“政绩”为

结果导向，转变以“痕迹”为结果导向的思维。在追究

责任或评先评优方面既要看“痕迹”更要看“政绩”，以

“政绩”为主，把“痕迹”和“政绩”统一起来。其次，要强

化“痕迹”的过程导向。要充分发挥“痕迹”在控制政

府行为过程中的作用，通过“痕迹”倒逼基层政府沿着

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执行政策，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不打折扣。最后，要公开考核结果及运用。要借助现

代网络和传媒技术，通过网络平台，将考核结果及运用

面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考核过

程中出现虚假留痕、虚假造绩，确保考核结果运用更加

公平。

五、结 语

痕迹管理作为政府治理工具在基层政府治理工作

中被广泛应用，一方面可以为决策系统提供信息，另一

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基层政府工作的推进。但是，

痕迹管理在基层政府工作运用中出现了异化，“痕迹”

的作用被过度放大，出现了“痕迹主义”现象，不仅浪费

基层干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严重影响党群干群

关系。化解“痕迹主义”，把有限的公共资源更好地用

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是政府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

之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有之义。只有通过不同角

度深入分析“痕迹主义”产生的原因，并从源头予以铲

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痕迹管理在政府治理过程中

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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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知网 CSSCI（2014—2019）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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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服务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本文运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以2014—2019年中国知网刊载的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1598篇CSSCI文献为样本，从核心

作者、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以及关键词最小树聚类图等方面绘制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知识图谱，对2014—2019年我

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研究不足与前沿趋势，以期为未来公共服务体系

的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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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苗俊玲，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杜天悦，管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公共服务对于保障以及改善民生都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公共服务的供给被认为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而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被看作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

设的必然选择。可就目前情况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迅

速，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长，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地区、城乡以及

群体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公共服务的非均等

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公共服务”一直是我国公共政

策中的高频关键词，面对新形势，国家有关公共服务体

系的顶层设计也在逐渐走向深入。2013年11月，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服务

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9年10月，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公共政策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

景下，近些年我国学者对公共服务体系开展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在借鉴姜晓萍、苏楠［1］等学者以往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14—2019

年中国知网刊载的有关公共服务体系的1598篇CSSCI

文献为样本，绘制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

究的知识图谱，并对研究的热点领域进行归纳，以期为

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工具

本文选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CiteSpace

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分析以及最小树聚类等功能，可视

化再现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

主题。同时，选用Excel作为辅助工具，对我国公共服

务体系研究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高被引文献等做整

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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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研究数据来源。具体操作

时间为2020年 5月29日。具体检索过程是：把“公共

服务体系”或含“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检索主题；以

2014—2019年为检索年限；期刊来源选择CSSCI；将检

索条件设置为精确，共得到以“公共服务体系”或含“基

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共计1628篇。为

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数据筛选，将新

闻、会议通知、书评、短讯等非研究性文献以及与“公共

服务体系”或“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题不符合的文献

进行了剔除。最终，共筛选出1598篇有效文献。

二、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状况整体分析

（一）核心作者

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14—2019年间以“公

共服务体系”或者“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主题的作者

发文量进行统计，对发文量≥5篇的作者进行了排列

（见表1）。从表1可见，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学者共

有10人，分别是南开大学的柯平教授以及郑建明教

授、苏州大学的王家宏教授、兰州大学的李少惠教授、

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理才教

授等。

表 1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发文量前

10位的核心作者

（二）研究机构

首先，从研究机构发文量上看（见表2），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在2014—2019年间发表与公共服务体

系主题相关的文献最多，共计21篇；南京大学信息管

理学院位列第二，发表相关文献共计18篇；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和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发文量均

为17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发文量都在10篇以

上。其次，从研究机构的地域分布上来看，在排名前

20所的研究机构中，有12所研究机构所处地域位于南

方，发文量达到141篇，占发文总量的63％。另外，有8

所研究机构位于北方，发文量共82篇，占发文总量的

37％。不难看出，南方尤其以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

等为代表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核心力

量；北方在研究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则更多以北京市、

天津市作为代表。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掌握

着最新的政策信息；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等

都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这说明经济基础与政策信息

是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重要因素。最后，从

研究机构的性质上来看，各大高校院系仍然是我国公

共服务体系研究的主要力量，占发文机构的85％；研

究院、研究型公共图书馆次之，占比为15％。

表 2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发文量7

篇以上的研究机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柯 平

郑建明

王家宏

李少惠

姜晓萍

吴理才

陈 雅

韩增林

傅才武

胡税根

发文数量（篇）

13

10

9

8

7

7

6

5

5

5

单位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苏州大学

兰州大学

四川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武汉学院

浙江大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1

18

17

17

14

14

12

11

11

11

10

9

8

8

7

7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序号 篇数 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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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三）高被引文献

表3是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排名

前20位的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

综合性和复杂性，研究涉及行政学、政治学、信息科学、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

中在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社会学与统计学、行政法与地方法制等领域。此外，通

过高被引文献，我们还可以看出，近年我国关于公共服

务体系的研究热点颇多，主要囊括了公共服务供给主

体，“互联网+”等大背景下政府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

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具体子模块，公共图书

馆，均等化等方面。

表 3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前20位高被引文献

三、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知识图谱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般情况

下揭示了文章的核心观点。使用CiteSpace对关键词

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把握研究热点。如表

4所示，根据频次的高低，本文列举了排在前45位的高

频关键词。此外，通过比较中心度和关键词的频次情

况，列举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影响力较大的排在前10

位的关键节点，它们依次是，绩效评估（0.76，16）、政府

购买（0.75，49）、社会组织（0.75，28）、社会治理（0.69，

23）、图书馆服务（0.68，15）、新型城镇化（0.47，35）、全

民健身（0.45，29）、城乡一体化（0.35，22）、均等化

（0.22，71）、公共服务（0.18，215）。透过图1知识图谱，

也可以看出，这些影响力较大的关键节点基本上与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点重合。

17

18

19

20

7

7

7

7

上海图书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南京图书馆

序号 篇数 研究机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作者

姜晓萍

宁家骏

李国新

魏 娜 刘昌乾

郭修金 戴 健

韩增林 等

胡税根 李 倩

周 民 贾一苇

唐 刚 彭 英

周佑勇

陈 涛 等

金武刚

祁述裕 曹 伟

关信平

唐兴军 齐卫平

王 莉 等

徐菊凤 潘悦然

王浦劬

梁立新

何艳玲 等

标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公共图书馆发展——《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解析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及实现机制研究

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公共体育服务的实践、问题与措
施——以上海市、广东省为例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发展研究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政府服务与管理模式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协同机制研究

公私合作语境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存问题与制度完善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服务与社会治理能力

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发展探析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

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构成与标准化研究

旅游公共服务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判断——兼与李爽商榷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意蕴论析

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参与机制创新研究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被引频次

734

594

142

135

133

125

120

105

101

99

97

96

86

86

83

83

81

78

77

77

卷/期

2014/02

2015/06

2015/04

2015/01

2014/05

2015/11

2015/03

2016/06

2016/03

2015/12

2016/08

2014/01

2015/04

2014/11

2014/06

2015/03

2014/01

2015/07

2014/02

2014/07

期刊名

中国行政管理

电子政务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行政管理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地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电子政务

体育科学

政治与法律

电子政务

中国图书馆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社会主义研究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旅游学刊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学术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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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前45位高频关键词

图 1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

图1是基于关键词共现的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

务体系研究的最小树聚类图谱，全景再现了2014—2019

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全貌。图谱中共有350个节

点，206条连线，图谱密度为0.0034。由于图谱中关键

词的词频差别比较大且有大量关键词存在重叠的现

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调整。图中节点的大小

与关键词的词频成正相关，即关键词词频越高，其在图

中的节点就越大。通过图中节点，可以直观地看出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键词

公共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图书馆

均等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体育服务

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体系

新型城镇化

全民健身

社会组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标准化

社会治理

频次

215

137

108

88

71

64

55

49

49

35

29

28

27

24

23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

城乡一体化

供给侧改革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指标体系

公共服务均等化

绩效评估

城镇化

社会力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图书馆服务

政府责任

农村

绩效评价

电子政务

频次

23

22

22

19

18

17

16

16

15

15

15

14

14

12

12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关键词

文化治理

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

政府职能

农民工

总分馆制

大数据

满意度

智慧城市

公共数字文化

PPP模式

流动人口

全民阅读

健康中国

新时代

频次

12

12

12

11

11

10

9

7

7

7

7

7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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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词频较高的有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新型

城镇化等。图中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了不同的年份。

通过线条颜色，可以看出最新研究热点词有大数据、公

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综上，可以发现该图谱大致

呈现出以下几个板块内容：第一部分是公共服务供给

机制研究，主要包括社会治理、供给侧改革、社会组织、

社会力量等关键词。第二部分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问题研究，主要包括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农村、流动人

口等关键词。第三部分是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研究，主

要包括指标体系、绩效评估、满意度等关键词。第四部

分是公共服务体系子模块分类构建研究，主要包括全

民健身、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关键词。第五

部分是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研究，主要包括大数据、

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区等关键词。

四、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

研究的热点主题

公共服务体系自从被学术界关注以来，关于公共

服务体系的概念、内容、价值追求等基本方面已经取得

了突出的进展，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通过高频关

键词表和最小树聚类图谱，可以较清晰地看出，

2014—2019年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领域研究的热点仍然

分散、众多且变化速度快，公共图书馆等若干集成性的

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智慧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热

点也不断涌现。本文基于对知识图谱和关键词的分

析，对聚类进行整合，可将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热

点主题归纳概括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公共服务体系机制创新研究

1.公共服务与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主要是为了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从而为社会公众

提供更为满意的公共服务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

创新在本质上是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共性与

市场性的关系。目前，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

随而来的是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公共服

务的供需矛盾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2015年 11月，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在

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

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学术界对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方面的研究。高海虹指出，当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与

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注

意调整自身定位，要由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

公共服务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以及监督者。政

府应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

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从而为公共服务培育新的供

给主体。［3］首先，关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国内学者

对其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吴理才

等指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私营企业、公

民个人等社会力量都是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4］马雪

松指出，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层面，要发挥政府主导、

社会和市场协同、公民积极参与的作用，从而实现公共

服务多元主体之间优势互补的局面。［5］其次，关于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和模式，马艳霞指出，社会力

量可以通过实体兴办、活动赞助以及项目资助等具体

方式来参与其中。［6］司马双龙、吕承文从类型学角度出

发，对公共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模式进行研究，提出多

元主体之间实际上存在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两种模

式。［7］此外，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困

境及完善路径，梁立新指出，形成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共

建格局还存在多重困境，诸如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参

与意识比较淡薄、市场主体之间缺乏竞争机制、非营利

组织发展存在制度障碍等。［8］陈庚、崔宛指出，应通过

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树立多元治理的理念、建立健全

激励机制等方式，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9］

最后，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它作为一种较新颖

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研究成果在近些年已成体系，

姜晓萍、陈朝兵等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边界、

困境、改革路径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10］

2.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我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

化，努力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

非均等化问题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

此，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公共服务的非

均等化问题，尤其要着眼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韩增

林等从对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的定量测度出发，通过建

构教育、文化、信息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

这6方面的服务指标体系，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

单位为对象，综合评测了各个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质量

69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4期

和水平，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水平

差异显著。［11］对于我国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的原因，

吴根平指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社

会体制且农村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而非公共财

政供给，直接造成了城乡之间差距，城市居民享受的诸

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与保障、公共文化建设、

公共体育建设等公共服务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居

民。［12］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张华、张桂文在比较英国、瑞典、

美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基

础上总结出经验，认为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具有

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农村现代化、公共财政均衡化、

各级政府职责分工明确对于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具有重要作用。［13］颜德如、岳强指出，改造户籍制度、

向农村地区倾斜财政支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供给等

方式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14］张晖

指出，应通过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快信息化建设等推

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要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的多元供给机制，尤其增加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

渐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15］

3.公共服务与评估机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

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体系这一完整性、系统性制度

安排中的绩效评价机制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公共服务

的绩效评估是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以及服务质量为最终

目的的一种评估机制。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的《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就把“群众比较

满意”作为一个重要目标，指出要健全绩效评价制度，

不断提高社会满意度。目前，可将学术界有关这部分

的研究成果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考核

主体的研究。崔英楠、王柏荣指出，政府在向社会组织

购买公共服务时，绩效考核主体过于单一，政府在其中

仍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应将第三方机构以及公众纳入

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主体中。［16］宁靓、赵立波通

过构建指标体系论证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受

政治、环境、公众个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由此提出实

现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主体地位的建议。［17］刘

大伟、于树贵认为，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主体

应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努力形成以“公民

本位”为主导，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评价体系。［18］二是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内容的研

究。对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内容，有些学者从投入、

分配过程、结果等单个环节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主张整

体性评估。基于结果来评价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公民满意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马秀玲、张宾通过问卷

调查等方式对广东、河南、甘肃中的三县公共服务公民

满意度进行研究，发现三地整体上存在公共服务质量

与效率不高、供需不匹配、公共服务配置不均衡等问

题。［19］基于整体性评估，谢星全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评

价评估框架提倡投入、产出、满意度与公共利益、平等

主义等价值的整合，公共利益以及平等主义等价值更

是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内容。［20］三是关于公共服务绩

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孙怡帆、杜子芳、邢景丽

通过建立“投入、便捷、均衡、满意度”4个一级指标体

系，设计出适合我国基本公共教育特征的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对2006—2014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进行综合评价。［21］姜文芹通过运用

Pearson相关系数和区分度分析的技术优化方法，建立

了3大民生类别以及9个具体领域中的公共服务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22］朱楠、任保平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

了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11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

指标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省级行

政区划单位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评估。［23］

（二）公共服务与子模块构建

公共服务体系涵盖公共教育服务、公共体育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社会保险服务、基本劳动就业创业

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多个

子模块。基于高频关键词和最小树聚类图，在子模块分

类构建中，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体育服务是2014—2019

年热点研究领域。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公共文化服务

以及公共体育服务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供给主体与模

式、均衡性、绩效评价等方面，与上述内容多有重复，所

以，不再展开论述。此处，将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即公共图书馆这一专项研究进行梳理。

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2013年1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图

书馆事业更好更快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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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施行。随着一系列政策法律的相

继出台，公共图书馆服务已经被学术界广泛关注。目

前，学术界有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研究已发展成

一个集成性的专题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数字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评估

与立法。

一是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随着我国体

制化改革进程不断深入、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公共图书馆管理范式也在发

生改变，作为公司治理模式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被引

进到公共图书馆管理改革中来。范兴坤概括了当下我

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现状，指出“淡马锡

模式”对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重大

启示作用。［24］张晓桦指出，法人治理作为公共图书馆

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法人

治理作为一种“舶来品”，由于尚未实现本土化加上缺

乏相配套的关联制度，在实践中具有一定挑战性，认为

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为其改革提供根本依据。［25］公

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推动公共图书馆理事会

制度建立以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具有

重要的启示作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标

志是建立图书馆理事会制度。肖容梅指出，深圳福田

区在建立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上率先进行了有益探

索，对全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意

义。［26］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是公共图书馆法

人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王培培、吴瑞丽指

出，可以将 TOT、BOT、特许经营、服务外包等具体的

PPP模式应用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供给上，选择私营部

门合作，进一步推动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27］刘

晓婷、赵胜等指出，政府作为购买主体，可以向企业、社

会公益组织等承接主体购买诸如图书馆建设、运营、管

理等方面的服务。［28］

二是数字图书馆建设。21世纪以来，我国大数

据、云计算、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为公共图书馆事业

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吕玉洁、葛菁认为，在

以数据化为典型标志的信息化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建

设与发展要实现与数字化的融合。公共图书馆要通过

大数据分析了解读者需求，为读者提供更具特色的针

对性服务，来构建公共图书馆研究平台。此外，公共图

书馆要以数字服务终端为导向不断延伸公共图书馆服

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共图书馆服务评价指标。［29］

金武刚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渗透性、

分众性、扩散性、分层性、营销性、先进性等特征，来实

现公共图书馆服务线上与线下的结合。［30］史江蓉提

出，在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等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

代，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开

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图书馆官方微博，推出基于使用

移动客户端的“手机图书馆”等方式来提供公共图书馆

数字化服务，并构建了“微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模

型。［31］游晓丹指出，“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智慧

服务是大势所趋，要通过建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公

共图书馆社交网络智慧服务和以移动APP为代表的公

共图书馆移动智能端智慧服务来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

的模式。［32］

三是公共图书馆立法与评估。关于公共图书馆立

法方面，自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布、2018年1月

1日正式实施以来，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同雨

后春笋。柯平指出，《公共图书馆法》是我国公共图书

馆进入法治化阶段的必然产物，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体

系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33］金武刚指出，《公

共图书馆法》规定了一系列相关制度，并把这些基本制

度划分为四大类，认为这些基本制度的构建有利于促

进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30］关于公共图书馆评

估方面，柯平、宫平构建了公共图书馆服务绩效评估框

架以及相关理论模型，并且针对评估体系、评估导向和

评估运行等提出了相应建议。［34］邹金汇、柯平对我国

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加以创新研究，不断

完善公共图书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35］孙成江、李琪

通过构建三级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级公共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加以实证研究。［36］

（三）公共服务与大数据

公共服务与大数据融合的研究是学术界关于公共

服务研究的最新进展，大数据、公共数字文化、智慧社

区等关键词高频出现。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迅

速发展给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变革的

同时，也为我国公共服务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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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催生了公共服务的新形态。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

术在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改善非均等化问题、创新政

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关于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方面，

李雪松认为，公共服务精细化的核心目标是以公众为

中心，根据公众需求和预期，来满足公众的个性要求，

提供精细化服务。这一实际过程离不开大数据资源和

技术，大数据是推进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关键。［37］姜雯

昱、曹俊文也指出，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公共服务的供

给可依托大数据技术，基于公众日常使用的“云平台”

以及线下终端的元数据信息，精准挖掘公共服务的相

关数据资源，以此来精准预测公众的服务需求，为公众

提供精准化服务。［38］容志指出，大数据对于公共服务

需求识别的意义在于，不仅能获得社会成员行为状态

数据，提高需求辨识的精确度，还能发现个体乃至群体

的行为轨迹，预测服务需求，提高决策的预见性。［39］其

次，关于改善非均等化问题方面，肖希明和完颜邓邓指

出，数字化技术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群体

之间公共服务享有存在非均等化问题，强调依托数字

化技术为视障残疾人开发盲人数字图书馆、依托公共

数字文化工程为进城务工群体提供购买车票服务

等。［40］最后，在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和提高政府公

共服务效能方面，刘祎、张奇等认为，在大数据技术的

指导下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

效率，实现供需对接。［41］此外，陶国根指出，政府在大

数据视域下存在数据意识淡薄、数据开放不足等问题，

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42］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评价

通过梳理与分析2014—2019年我国学术界关于

公共服务体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专项研究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学术界不再围绕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性问题进行笼统描述，而是更多地将研究重点转向某

一具体问题，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问题、绩效评估问

题、均等化问题、公共图书馆建设等，围绕具体问题展

开专项研究，逐步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朝着深

入化方向发展。在专项研究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学者

们往往对某一热点问题或某一热点问题的某个方面着

墨颇多，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它是指要实现不同地区、

群体以及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目前研究多

集中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京津

冀地区、民族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及流动

人口、残疾人群体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还值得被进

一步关注。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来看，公共服务体系研

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视角得到拓展。学者们不再

单一地使用规范研究法、定性研究法研究问题，而是采

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尤其，在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领域，结构模型

构建等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应用。此外，通过对

1598篇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公共服务研究的视角得到

拓展，除行政学、政治学视角以外，一部分学者开始从

社会学、管理学以及信息技术学等学科视角探讨问题，

但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

（二）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研究进展和不足，结

合高频热点词对未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作出展

望，具体如下：

研究内容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全面化。关于公共服

务均等化问题的专题研究，在关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化问题的基础上，应将研究目光更多地转向地区以及

群体之间。目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东西部地

区、民族地区、一体化合作地区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

题突出，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是未来研究突破的

重点。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人

口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享有问题，即流入地

如何保障流入人口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质

量和水平，值得被进一步探讨研究。［43］

新兴科学技术与公共服务融合。大数据、公共数

字文化服务、智慧公共服务等都是新兴研究热点，兴起

时间集中在2016—2018年。在这个信息技术日新月

异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

设带来持久的动力。应用大数据技术、数字化技术创

新公共服务模式、提高公共服务效能以及为公众提供

精细化服务等值得被进一步探讨，这将是未来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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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研究的趋势。

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视角多元化。公共服务体

系的研究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要

倡导用数据、用事实研究论证。所以，定量研究以及实

证研究仍是未来研究趋势。此外，未来研究应注重从

多个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如信息技术学、经济学、哲学、

心理学等，加强跨学科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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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 based on CSSCI（2014—2019）data of CNKI

MIAO Jun-ling，DU Tian-yu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066000，China）

Abstract：Public service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which
is a high frequency keyword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hina. Using CiteSpace Bibliometrics software，this pa⁃
per takes 1598 CSSCI literatures about public service system published in CNKI database in 2014-2019 as
samples，draws the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core authors，research
institutions，highly cited papers and keyword minimum tree clustering map，etc，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hot areas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six years，and further explores its research defi⁃
ciencies and forward tren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 the fu⁃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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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的高质量稳定发展是文化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文化繁荣的主要途径。创新是

制约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优化文化

产业创新生态则是提升文化产业创新能力的有力保

障。良好的文化产业创新生态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创

新环境和生产消费环境，有效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

的影响，促进文化产业的高质量稳定发展。

一、文化产业创新生态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创新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一是创新驱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在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对文化产业的重创中，演艺业、节庆、艺术

品生产和交易等传统文化产业受到的打击几乎是致命

的。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传统文化

产业讲求传统文化的传承，但不是要墨守成规不追求

产品的创新。传统固化的产业内容对现代消费需求的

吸引力较弱，产品难以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传统文

化产业中企业的生产方式多数是以创作者的面对面创

作生产为主。产品销售方式依然多是摆摊经营和门店

经营，卖主直接面对买主，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和传播手

段参与不够，不能应对更加灵活的消费环境。传统文

化产业需要不断创新产品内容和生产销售方式来满足

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适应更广泛的消费市场。

二是新型文化业态需要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明确提出，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培育新型文化

业态。以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网络文学、视频网站等

为主的新型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和壮大，类型逐渐丰富，

消费认可度逐渐提高，市场效应明显，但是，很多产品

缺乏内容支撑，影响了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

能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传播手段应用不

足。内容创作的精准化、参与性需要进一步提高。新

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需要创新思维提升原创水准，形成

富有特色和强有力的文化IP，创新运营机制尽快成长

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三是文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需要创新优化。从

产业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产业占比较大，新型文化产业

占比偏低，文化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创意设计水准均

有待提高；文化服务业的规模偏低，文化服务业门类需

要不断丰富发展；产业链条仍需前向后向延伸，产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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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产业布局来看，国家通过文

化产业区域战略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布局，平衡东、中、

西部的文化产业发展。各地方政府也积极根据本地的

文化特色制定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例如太行山文

化产业发展带、沪昆高速沿线文化产业增长带、浏阳河

文化旅游产业带等区域性文化产业布局逐渐形成，但

是，整体而言发展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地方特色有待

进一步挖掘和体现，发展规划需要更具差异化，避免区

域间文化产业发展雷同和区域内文化产业同质化竞争。

（二）创新生态是提升创新能力的载体

一是创新生态促进创新的产生和不断迭代。1912

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出版《经济发

展理论》一书，提出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的要素组合，

建立一种新的函数。从历史来看，创新根据其研究对

象来分主要有两种实现路径：一种是认为技术是主要

的创新要素，以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和施瓦茨

（Schwartz）等为代表，被称为“新熊彼特学派”，另一种

是关注政策、环境、制度对创新的作用，重点研究制度

创新的机理，该学派以诺斯（C.North）等为代表。技术、

制度对创新共同作用，形成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更加

强调的是各个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

互制约、生态平衡。创新生态强调从要素的静态培育

逐渐转换成动态的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协同和

协作。创新不是单独事件，而是与其他创新群聚在一

起，所以创新研究的重点应该从单个创新转到创新系

统上来［1］（P36）。创新生态更加注重创新所依托的环境

的培育。创新生态是创新产生和实现的综合环境，良好

的创新生态能够更好地促进创新的发育和不断迭代。

二是产业链条是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的关键。潘成

云认为产业链是指以满足消费者最大需求为目的，以

某一核心技术或者核心产品为载体，形成的相互联结

的企业集合体［2］（P7）。文化产业要充分延长产业链条，

形成尽可能完善的产业链，并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创新

模块与创新生态，才能更好地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产业

的生命力。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的形成关键是要充分发

挥优势企业的鲶鱼效应，形成产业链条上主体间的相

互协作关系，同时以主导产品为主线，扩展相关产业。

产业创新生态更加侧重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

联结，强调产品生产的延伸性。Gawer等人认为产业

创新生态需要以基础产业为核心，向上游和下游的相

关产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的构成要

素有创新主体、创新服务和创新环境［3］（P111-113）。产业

创新链条上的主体可以相互借鉴和利用创新的技术、

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链条的整体创新提升。横店依

靠影视剧拍摄产业，逐渐建设了完善的影视生产链条

和影视生活服务链条，带动了旅游、餐饮和住宿产业的

发展，以及东阳红木家具和影视道具产业的发展。由

影视拍摄产业做起，横店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创新产品

内容，逐渐向以特色演艺为主的文化旅游业发展，较好

地培育了产业的创新生态。文化产业创新生态除了良

好的产业链条环境，还要做好人才供给、资本投入、运

营管理、公共服务等相关要素的生态培育。

二、文化产业生态稳定性

是抵御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

（一）面向不确定性的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制约

文化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具有更强的不稳定性。

其内生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品

需求弹性大。较物质产品而言，文化产品具有更强的

精神属性，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更容易受到价格、消

费环境、消费习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我国文化消费

的潜力巨大，但文化消费活力仍待进一步激发，文化消

费习惯仍需进一步培育。二是创意转换风险大。文化

产品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创意，创意具有轻资产属性，具

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受到受众的主观认可、抵押

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价值实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消费环境的强依赖性。文化产品消费对环境的依

赖性较强。文化产品与影院、娱乐场所、旅游地点等消

费的设施和环境融为一体。脱离了特定的环境，文化

产品的价值就难以实现。四是规模效应有限。文化产

品更加讲求个性化和差异化，分众消费更加明显，因此

文化产业规模经济不明显。中小微文化企业是文化产

业的生力军，在创意转换、吸纳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是中小微文化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差，发展

前景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

（二）面向不确定性的文化产业发展外部困境

影响文化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一是资金支持。文化产业由于其轻资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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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转换风险高等内在特征，在产业融资方面具有更

大瓶颈。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不够，针对文化

产业的专属金融产品欠缺。银行信贷审核严格、保险

保障范围有限、资本市场参与不足制约了文化产业的

快速发展。二是政策支持。除经济属性外，文化产品

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因此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规制和扶持。政策效果

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效。三是消费

者支撑。文化产品的强需求弹性特征要求文化产业的

持续发展需要稳定和忠实的消费群体。当消费群体受

到收入、地点等因素限制时，消费意愿成为影响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很多线下消费

场景终止或者转为线上消费场景，是否有稳定的消费

群体成为决定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

（三）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的条件保障

文化产业创新生态包含以下方面：

一是集约完整的产业生产链条。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暴发使得诸多产业链条中断，价值链断裂，而产业

链条越完整越集聚，产业发展受到的冲击越小。区域

内部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可以有效规避外部不确定

风险，实现完整的产品生产环。以产业结构合理布局

为基础，结成上、中、下游的综合联动型产业链，能够有

效促进文化产业要素的融合互动。同时，发挥大型企

业的龙头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协同

发展，是实现产业链条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

国各地的文化集聚区内同类型产业较多，不同省市文

化企业之间缺乏协作联动，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企业

链、供需链等仍待进一步有效整合。文化产业创新生

态的培育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的创新机制。

二是强劲有效的资金支持链条。资金不仅是文化

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文化产业创新生态的

关键因素。文化产业融资面临自身的产业特性约束瓶

颈。目前，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规模有待进一步提

高，支持力度低于文化产业发展增速，银行业、证券业、

保险业仍缺乏对文化产业的专业化研究，文化产业专

属融资产品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性风险使得

银行贷款收紧、保险预期不足、股市熔断，文化产业资

金支持链条更加脆弱。电影业、会展业、节庆业等行业

前期投入无法收回，难以实现价值增值循环，致使企业

发展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因此，良好的文化产业创新

生态需要强劲的金融创新来完善资金支持链条。金融

机构、政府、社会要加强协作，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融资

模式创新、资金管理模式创新、资本运营模式创新、资

本回报模式创新等途径增强资金供给的动力。

三是及时灵活的政策支持链条。文化产业政策从

无到有，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涉及金融、土地、人才、

财税等多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保

驾护航［4］，但是目前还存在更新不及时、执行力待提

升、多部门联动性较弱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从增加财政支持

力度、减免税收、贷款贴息等多方面支持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是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依然存在政策针对性不强、知晓度较低、政府

和金融机构的协同度不够等问题，获得支持的受困企

业为数不多，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有限，专项支持效果不

大。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及时雨作用，应该不断创

新思维，创新工作机制，建立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及时

灵活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反馈机制，创造更加

良好的政策支持链条为文化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

重要保障。

三、优化文化产业创新生态

实现高质量稳定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培育多元创新主体

一是保证文化产业专业人才持续供给。支持高等

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开设文化产业相

关专业及课程，加强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加大文化

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加强文化产业专业人才教育与文

化企业、文化产业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等文化产业

生产单位的相互联系，促进产学研有机融合。进一步

拓展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培养本土文化产业管理高端

人才，实施全职、兼职、异地合作等灵活就业方式。

二是促进文化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加快文化中介

服务的正规化、高效化建设。加大对社团组织的引导

和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在党的建设、宣传、行业服务

中的作用。规范行业协会的管理，激发其在行业发展

中的组织、协调作用。积极推进版权登记、调节和交易

77



治理现代化 2020年第4期

建设，尝试在重点企业和重点园区内设立版权工作服

务站。支持文化经纪、版权代理、广告策划、评估、鉴

定、担保、推介等文化中介机构发展。

三是搭建丰富有效的文化消费平台。通过特色文

化产品博览会、特色节庆、丰富的旅游项目等载体不断

完善文化消费的服务平台。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建

设文化电商平台、文化消费云平台。推进具有区域特

色的读书平台、演艺服务平台、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交易

平台，促进消费平台的健康、专业、规范发展。最大限

度激发消费者的意愿、培育消费习惯，规范消费平台的

管理，提高文化消费的带动作用。

四是注重消费者的自主创新。消费者既是文化产

品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者。消费

者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驱动文化产品不断更新。通

过播客、抖音等现代传播方式，丰富文化产品的顾客端

创意生产。建立文化企业线上生产、营销、服务链条，

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发挥消费者的创新能力，运用自

媒体手段丰富文化产品的供给。

（二）创新中小微文化企业融资支持

一是加大对创新创意的支持。创意的存量越大，

企业价值就越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估值也越高［5］（P218）。

创新创意是文化产业的主要生产要素。优化中小微企

业的融资生态首先要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强，专业化程度高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强。金融机构可

以设立专项贷款，重点扶持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小微文化企业，培育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支持创新创业大赛，扩大知识产权

抵押贷款的范围和力度。

二是提高财政税收的支持效果。加强文化产业专

项资金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设计资金申请、资金投放、

资金反馈程序，建立专项资金的考核评价体系，有效考

核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重点支持剧

院等服务类文化企业，增强税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

杠杆撬动作用。成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风险基

金，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和再

担保基金。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内容和方式。增强金融机构对

文化产业的研究和调研，增加对草根类、初创类文化企

业的支持。加强对文化产业运营风险的识别知识和技

术的掌握，建立真正符合文化产业特点的融资方式，同

时完善辅助性产业融资体系。结合文化产业的特点和

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创新金融手段和金融产品。在

传统工业产业的融资模式基础上，研究设计出一套符

合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特殊金融政策，在信贷模式、

担保模式、上市融资模式、大众筹资模式等方面大胆创

新。建议设立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低利率专项再贷

款，精准扶持文化企业成长。建立中小微文化企业云

平台，对企业发展状况进行监测，保证企业和金融机构

的双向数据顺畅沟通。

（三）优化产业管理服务生态

一是完善文化产业统计制度。目前国家、省、市三

级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和口径不一致，降低了文化产

业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可参照性、可比较性。完善文

化产业统计制度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按

照新修订的文化产业统计分类目录，细化文化产业类

别，统一国家、省、市、县对于文化产业的统计口径。增

加统计人员对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培训，加强文化产

业从业人员对统计学知识的了解。增强统计人员的业

务培训，对文化产业的统计做到应统尽统，对文化企业

运营的具体情况和数据准确把握。健全对于中小微文

化企业发展情况的统计制度，鼓励规模适当的文化企

业申报规上文化企业。提高文化企业人员对于科学统

计重要性的认识，规范财务工作，积极配合统计部门做

好数据的精准上报。

二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企业的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增加知识产权申请、保护的资金投入和人

员投入。尽快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制度，提高知

识产权质押的可行性，推动知识产权融资、知识产权担

保，充分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建立更加快捷、有

效的产权申请、产权保护和产权交易制度，适应互联网

文化产品海量增长的需求。加快文化产业立法，为文

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三是理顺文化产业管理机制。目前宣传部门、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共同对文化产业进行管理，在

资金支持、审批管理权下放等方面尚未实现更好的协

调，相关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工作协调难、落实慢。

优化文化产业的行政管理生态既要充分激发市场的积

极作用，发挥不同管理部门的协调创新力量，又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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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支持模式，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加大对跨区域重

点文化产业带和文化产业项目的支持，理顺文化产业

管理机制。

（四）深化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创新

一是加快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深入挖掘地方特色

文化，将历史文化内涵用建筑外观、建筑小品、地方标

识等形式进行视觉呈现，避免没有文化寓意的强制造

景。将地方文化融入居民生产生活中，旅游地要与居

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强化文化的活态传承和体验，增

强文化旅游的参与性、体验性。将地方核心文化与特

色演艺等形式深入融合，充实演艺内容，创新演艺形

式，增强旅游的文化体验。充分展示特色手工技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旅游内容。以特色美食和特色

民俗增强旅游吸引力。以地方特色文化为核心，创新

旅游衍生品，扩大旅游消费。

二是深化文化和制造业的融合。发达的制造业是

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将创意设计充分融入制造业的

产业链条中能够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在制造业

附加值的微笑曲线模型中，设计生产端和销售服务端

更容易产生高附加值。在设计生产端，融入更多的创

意，将文化内涵和文化元素与产品的设计相结合，能够

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例如将

文化元素融入玻璃制造，生产的艺术玻璃有效拓宽了

产品的应用空间。同时，在制造业的销售服务端，运用

创意广告、文化融入、文化产业销售渠道等手段也能促

进制造业价值实现。另外，依托制造业建设各类行业

博物馆可以增加文化服务范围，同时提升企业发展的

文化氛围。

三是拓展文化和农业的融合。附加值低是农业发

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文化和农业的深度融合既可以扩

大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又可以有效增加农业附加值。

文化创意可以与农产品相融合，以农产品为主要元素，

向服装、家装、生活用品行业扩展形成更多的创意产

品，例如番茄主题的餐具、服饰等。文化创意可以与农

业景观创新融合，例如创意农田、创意花卉等，其与旅

游业、会展业相结合可以进一步拓宽消费空间。做好农

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与研学、亲子游等活动相结

合，实现教育性和娱乐性的融合。充分发挥文化与农业

融合在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建设中的作用。

（五）创新运营思维和商业模式

一是拓展线上消费空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需要

集聚消费模式的演艺、会展等行业遭到重创，文化消费

需求向线上转移。网络点播、远程教育、视频培训等成

为消费新形式。为了更好地防范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

影响，文化产业特别是传统文化产业应该制定更加全面

和灵活的发展思路，充分利用5G、大数据、物联网等科

技手段拓展线上文化消费空间，例如探索电影制作、院

线和网络点播平台更加合理高效的合作分配机制，采用

云技术实现更加便捷的VR全景云旅游服务等。创新思

维做好技术支持，实现线上消费和线下消费的双路径。

二是创新文化生产与互联网的结合。互联网与文

化生产过程的结合可以满足更加灵活的消费需求。消

费者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可以更加及时地与生产者沟

通，提升顾客满意度。河北百年巧匠文化公司积极探

索和实施“可视化工坊”，企业员工可以在不同的地点

进行产品创作生产，通过“可视化工坊”，企业相关管理

部门可以随时查看生产过程，保证产品质量，消费者可

以通过“可视化工坊”连线跟踪自己订购产品的生产过

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承德布糊画传承人采用了线

上培训方式指导工坊学员进行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

做到了防疫和复工两不误。

三是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我国有着丰富的传统

文化资源，包括戏剧、音乐、美术、民俗、饮食、文字、技

艺等。将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分门别类数字化，借助现

代传播手段和科学技术，与现代文化市场和文化服务

相融合，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场域［6］（P49-50）。

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文化

走出去，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甘肃省敦煌研

究院建成敦煌数字化展示中心，通过数字化图像处理，

以及110个360°虚拟漫游全景节目，将敦煌石窟30个

经典洞窟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与全球共享，很好地

传播了中华文化。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可以为文化产

业的内容生产提供巨大而丰富的素材库，提高文化产

品的原创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六）加快特色文化小镇创新发展

一是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特色文化小镇是以文

化产业为支撑，特色凸显的创新创业聚集区。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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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aths such as cultivating diversified innovative subjects，innovating financing support for small and mi⁃
cro cultural enterprises，optimizing the ecology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s，deepening the integra⁃
tion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al and related industries，innovating the operational thinking and business model
and accelera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town to optimize the innovative ecology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KeyWords：cultural industry；innovative ecology；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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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条是其主要特征，这也恰是文化产业稳定发展

的重要条件。当前特色文化小镇高质量发展中依然存

在特色不特、产品创新不足、产业竞争力弱等问题，其

主要原因是尚未形成特色鲜明、完整有力的产业链条，

很多小镇仍以产品的生产环节为主，未能进一步向上

向下延长产业链条。特色文化小镇的产业发展需形成

包含研发设计、生产制作、展示销售、参与体验等更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与节庆、会展、培训等环节相结

合，深度挖掘特色文化产业的内容价值。

二是加快培育创新生态。创新是影响和制约特色

文化小镇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培育创新生态是

提升特色文化小镇创新能力的关键。目前，特色文化

小镇已经初步建立了自有的创新生态，但是生态稳定

性仍不足。需要进一步培育企业家、艺术领军人物、专

业化人才、行业组织等多元的创新主体，形成稳定的创

新力量；需要进一步创新思维，加强与金融机构、财税

部门、社会财团、公共服务部门和机构、社会组织、科研

机构的沟通，形成有力的资金支持链条、运营管理链

条、社会服务链条。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形成持

久的创新迭代是特色文化小镇产业发展的关键。

三是形成小镇聚集发展。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的暴发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要威胁就是生产和消费空

间的割裂以及产业链条和价值链条的断裂。较小区域

空间内的产业集聚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对产业的冲击。

特色文化小镇就是围绕文化产业形成的产业聚集区

域，讲求产业的小而专、特而强。进一步扩大领域，在

更大区域内合理布局特色文化小镇，形成特色文化小

镇集群，深层次延长产业链条，实现文化产品的完整生

产和销售链条，扩大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是

实现文化产业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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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潘成云 .解读产业价值链——兼析我国新兴产业价值

链基本特征［J］.当代财经，2001（9）：7-11+15.

［3］ 何群.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我国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路

径［J］.学习与探索，2018（2）：108-116.

［4］ 祁述裕，孙博，曹伟，等.2000—2014年我国文化产业政

策体系研究［J］.东岳论丛，2015（5）：57-64.

［5］［美］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

信出版集团，2018.

［6］ 高宏存，马亚敏.移动短视频生产的“众神狂欢”与秩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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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流理论下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研究
—— 基于全国党代会报告及全会决定的内容分析

冯华艳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明晰影响社会治理创新过程和方向的背后驱动力量，并有意识地生成和发展这些力量，有助于进一步优化

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党代会报告及部

分全会决定共14份文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诉求不能有效满足带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群体冲突事件的快速

增多，使社会治理问题得以显化，引起决策者的关注，成为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牵引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

的政府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进程的方向、速度和效率，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成为社会治理

创新的主导力量；政策共同体成员根据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提出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社会治理创新的

支撑力量。在党代会召开时，三种力量的相互融合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通过不断发展这些驱动力量，坚持

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提升社会治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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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开

始，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持续

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实现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探

索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经历了社

会管理、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过

程”，［1］当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

如何优化社会治理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党和政府必

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治理机制完

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等方面。

有些学者从应对问题的角度展开研究，揭示如下问题：

“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外来人口城市管理问题”［2］“弱

势群体利益诉求方式的非理性化或对抗化引发群体性

事件增多”［3］“大数据的广泛使用加剧了现代社会事务

的复杂性”［4］“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对社会秩序的冲

击”［5］“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生成

的‘复杂问题’”［6］，认为这些问题对社会治理带来了挑

战，促进了权益保护、矛盾化解、利益协调等社会治理

机制的完善。有些学者研究大数据［7］、新媒体［8］等新

技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法治思维与法治

方式的建立［9］、社会组织对公共服务提供的参与［10］、社

区组织自治［11］等方面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

还有部分学者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演变”［12］

“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变迁”［13］“压力型体制下组织之

间的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14］及传统特性与现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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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结合［15］、从新契约到新秩序方法论上的变化［16］等

方面研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已有文献的研究重点

聚焦在社会治理机制、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方式所

包含的具体内容的变化上，侧重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结

果研究。

本文关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研究，把“社会治理

创新视为一种制度变迁或者政策变迁现象”［14］，寻找

社会治理创新中影响其变迁过程和方向的背后力量，

并通过有意识地生成和发展这些力量，不断优化社会

治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利用政

策分析工具——多源流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借助Nvi-

vo11软件对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十九大报告以及十八大

之后的部分全会决定共14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通过

文本中相关话语的变化，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来理解

与识别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驱动力量。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本进行客观的、系统描述的研

究方法，包括常规式、指引式和总结式三种基本研究路

径。”［17］（P306）本文采用指引式研究路径，“即在既有的理

论或研究的指导下展开内容分析。既有理论或研究可

以提供需要研究的变量或者变量之间关系的前期指

导，帮助确定初始编码方案与代码之间的关系，在此路

径中，研究者可以利用既有理论或前人研究识别关键

概念或变量，并以此作为初始编码类目开始对其文本

数据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从概念上去证实或扩

展既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17］（P309）本文以多源流理论

为分析框架，利用Nvivo11质性研究软件确定编码方案

并识别关键概念，同时结合中国政治语境对多源流理论

进行修正，进而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

（二）样本选择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党

代会报告”）是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

党的各种文件中篇幅最长、涉及内容最为广泛、说明论

证最为充分的权威文件，［18］“既是对前一个五年党的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又是对后

一个五年党的历史使命以及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坚持的

重大原则、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阐述。”［19］此

外，一年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以下简称

“全会决定”）也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意愿。党

代会报告和全会决定的内容直接与我国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息息相关，蕴含着政府社会治理

的基本理念，记载了政府的社会治理发展历程，提供了

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想窗口。因此，本文的研

究样本选取为1982—2019年中央党代会报告8份，以

及十八大之后的中共中央全会决定6份，共14份文本，

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报告和重大的中央全会决定文本进

行内容分析，阐释改革开放以来哪些力量驱动我国社

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三）分析框架构建

1.多源流理论。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通

过“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运行过程解释

议程的建立，以及三条源流在政策制定中如何发挥

作用”［20］（P82-84）。

问题源流属于问题确认阶段。“社会环境中存在大

量社会问题形成了问题源流”［20］（P85-106），这些问题并不

都能够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力，只有那些通过统计数据

或监测指标变化大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公众广泛关

注的焦点事件、在政策执行或项目运作结果的信息反

馈中发现的现实问题，才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有机会

进入政府议程。

政策源流是政策共同体（包括专业人员、学者、政

府官员等）提出并形成备选方案的过程。围绕社会问

题政策共同体成员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经过长期的

碰撞、软化、磨合形成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

方案不仅需要符合“技术可行性、价值观可接受性、预

算约束和公众接受度”［20］（P110-137）等若干标准，还需要获

得政府官员的支持，符合一定标准的可供采纳的备选方

案有助于提高某一社会问题被提上决策议程的可能性。

政治源流对政策议程的建立具有强大的影响，是

政策制定的重要部分，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相对独

立，按照自己的动态特性和规则流动，包括“国民情绪

的变化、选举结果、政府的变更、意识形态，以及利益集

团压力活动等因素”［20］（P153），这些政治力量的发展在实

践中并不均衡，他们通过讨价还价寻求利益共同点达

成共识以保持相互之间的平衡，促使政策方案进入决

策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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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在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者

聚合时打开。政策之窗是多源流聚合的关键点，促使

政策之窗打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因为紧迫问

题的出现而引发的“问题之窗”，另一个是由于政治源

流中的事件而敞开的“政治之窗”。政策之窗打开时间

短暂，但是公共政策的重大变革常常是由于这些机会

的出现而导致的［20］（P183）。一个广受决策者关注的社会

问题，附带着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并且与政

治因素相匹配，具有政治可接受性，在政策之窗打开时

进入决策议程就会更加顺利，进而形成相应的政策。

2.多源流理论的修正。多源流理论产生于美国，

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政府结构、政治参与机制并不相

同，在我国政治语境下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我国不存在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系统并

不独立，新闻媒体和政治精英活跃于多源流的各个环

节，不同源流之间并非孤立流动，而是联系密切，甚至

出现前后因果关系。在我国政策方案的产生与选择

中，通常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政治精英针对某个需

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问题和政策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执政党和政府官员在我国的政策决策过程中

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执政党居于政策决策者团体的

绝对领导核心地位，影响着问题的识别界定和政治精

英的政策选择，政治精英常常围绕执政党的预期目标

拟定政策建议，与核心决策者的目标和需求保持一致。

同时，执政党和政府也会听取专家学者等政治精英的

政策建议，在政策决策中受到政治精英的政策影响。

因此，在中国情境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

无法彼此独立，以政治源流为中心，三者之间呈现出明

显的互动趋势（如图1）。

本文以修正后的多源流理论为基础解释社会治理

创新的驱动力因素，并识别其关键概念或变量。

图 1 多源流理论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修正

（四）编码与可靠性检验

1.编码。社会治理是社会领域的治理，“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21］。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要包括“明确治理主体、改

进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水平、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

矛盾机制建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九大

方面”［22］。理解社会治理创新，仅仅阅读党代会报告

和全会决议中有关社会治理的内容远远不够，需要通

篇阅读报告，全面把握社会治理创新的精神实质。因

此，本文将14份党代会报告及全会决定文本材料［23］导

入Nvivo11软件，排除“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世界和

平与发展”的内容，对其余的文本内容以自然段、自然

句的原文表述进行信息摘录。在多源流理论为基础的

社会治理创新驱动力因素分析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

和政策源流为一级节点，三条源流的具体要素设计为

二级节点，然后进行编码，如果一个节点在研究文本中

出现两次及以上，则对其进行多次编码。在编码过程

中，对多源流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或变量进行了转化，以

适应中国国情和中国语境。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问

题源流包含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包括矛盾、问题、风

险、挑战、需求等方面的内容）一个二级节点，政治源流

包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党的执政宗旨两个二级

节点，政策源流包含政治精英参与、基层两个二级

节点。

表 1 所有编码节点相关情况

政治精英

相互
影响

相互
影响

因
果
关
系

问题源流

政治源流

政策源流

政策之窗 政策形成

问题源流

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

政治源流

党的执政宗旨

14

14

14

14

130

130

108

66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
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
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名称 材料来源 编码节点 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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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可靠性检验。为了测试编码者间信度，在详细

了解各个编码变量的内涵后，随机抽取10%的样本即

2个文本，两个编码人员对其进行试编码，表2列出了

所有编码项的信度指标值。内容分析法规定“一致性

系数Kappa在［0.8，0.9］区间内被认为可接受”［17］（P231）。

表 2 编码比较一致性查询

三、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分析

本文以多源流理论作为编码类目对全国党代会报

告与全会决定文本进行分析。

根据党代会报告与全会决定的文本内容编码情

况，结合金登多源流理论在我国政治情景下的修正，我

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因素分析框架（如图2）。在

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尤其是

社会群体事件使社会治理问题得以显化，政治精英以

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推动了社会治理方案的形成，党

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共同促进了社

会治理创新的实现。

图 2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驱动力分析框架

（一）问题源流：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的挑战

我国社会治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领域的问题是社

会治理的重点，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因素来自社

会诉求和社会矛盾的挑战。多源流理论认为，社会问

题的重要程度主要通过焦点事件、指标和反馈得以显

化，这些因素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方针，

因此，在社会诉求和社会矛盾的挑战中，焦点事件或社

会矛盾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加

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动力来源。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编码内容可以看出，这个阶

段的社会问题主要聚焦在“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

阶段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温饱问题、农业问题、以党代

政问题、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经济生活中的

矛盾和问题等”方面，在文件中没有明确的社会管理或

社会管理相关内容。由于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滞后，社

会问题不断产生，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问题编码聚焦

点转变为“收入差距、失业人数增加、就业问题、腐败、

社会稳定、生态环境、官僚主义等”。从20世纪90年代

后半期开始，“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快速增加，1995年

和1996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1997年到2004年期

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5.5%”［24］，“1993—2003年，群体

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

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5］（P15）。在这种情境下，社

                                                                                    

相互影响

问题源流

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

政治源流

党的执政宗旨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政策源流

基层

政治精英

党

代

会

社会治理

创新

相互影响

因
果

关
系

政治精英

编码节点

所有编码节点

材料来源

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

材料来源大小

55 092个字

Kappa

0.8806

一致（%）

98.17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政策源流

政治精英

基层

12

14

14

11

42

98

64

34

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
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
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
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
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名称 材料来源 编码节点 编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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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和冲突逐步引起政策决策者的高度重视，社会

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出现在十六大报告中。

但是，社会问题依然继续发展变化，十八大报告中问题

编码节点数是24个（如图3），在14个文本中最多。我

国进入矛盾凸显期，十八大报告提出“官僚主义、腐败、

分配差距较大、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道德领域突

出问题、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社会矛盾、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等”，其中有些是持续存在的社会

矛盾，有些是新出现的挑战。这一阶段的社会冲突和群

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

书》的统计，“这一阶段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从过去的数

千起，发展到每年多达数万起甚至10余万起”［26］（P13）。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新问题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和难以预测，并且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了转变，人们不仅关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而且更加关注公平正义的实现，如“土地征用、城

镇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维权、劳资纠纷、安全生产事故、

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安全事故、信息网络管理等”，社会

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

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而我们的社会

管理工作在很多方面还跟不上”［27］（P119），“如果应对不

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

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28］（P72），社会环境的各

种挑战和要求、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不断推进

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图 3 “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编码节点分布

（二）政治源流：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

能的转变

在金登的理论假设中，政治源流所包含的各种政治

力量发展相对均衡，共同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但在我

国的政治环境中，执政党和政府在政策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更多是在政

策议程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而难以对决策者

产生制衡。因此，在政治源流中，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

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驱动力。

1.党的执政宗旨。“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以人为

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这些“人民

至上”的思想蕴含了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在政治源流编码

中，党的执政宗旨出现了66次（如图4），社会治理是在

社会领域实现党的执政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

治理的价值指引，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

党通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以维护人民利益和满足群

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满足

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解

放生产力和快速发展经济方面，社会管理服务于经济

建设；快速的经济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使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为了加强社会

管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

提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社会管理从经

济领域分离出来。十八大以后，面对日益突出的社会

矛盾，我们党意识到核心政治由“生产力政治”逐渐转

变为“民生政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

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29］关注、发展和改善民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

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

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

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7］（P7）因

此，“以人民为中心”执政宗旨的贯彻实施是社会治理

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图 4 “党的执政宗旨”编码节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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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是指

“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

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30］，是政府

与社会合作共治的管理过程。政府的角色地位以及我

国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

导作用，社会治理创新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推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

标的确立，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成为我国政府

的工作重心，这一时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并未引起

政府的重视，在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中政府社会

管理职能的编码节点为0（如图5）。当时，我国政府行

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政府向企业放权、理

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十四大报告提

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

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31］，政府职能转

变主要是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依然是政

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一时期，政府虽然重视教

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但实

施社会管理主要是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更多

地重视经济职能的履行。明确社会管理职能的一个标

志是十六大报告把政府职能确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32］。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一时期，政府

社会管理职能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的节点数有了明显增加，但实际中大量的精力仍然放

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上，“维稳”成了

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进

行了新的界定，“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

护等职责。”［22］在14个文本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表述最多，达到了7次，与以往对

政府职能要求相比，对地方政府职能的价值排序也发

生了变化，把公共服务职能排在第一位，强调了政府在

民生领域的职能履行，“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

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33］（P4）。这些

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点，也

是政府应对的挑战，促使政府不断通过改进社会治理

理念、社会治理方式与手段、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等途径

创新社会治理。

图 5 “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编码节点分布

（三）政策源流：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提炼与政治

精英互动的结果

在多源流理论中，政策共同体尤其是各利益集团

在政策方案的选择过程中互动明显，但在我国的政策

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在

政策方案的形成中政治精英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我

国政治精英包括体制内精英（核心决策者和普通官

员），体制外精英（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和新闻媒体），

特殊身份的参与者（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

者等）［34］（P55）。在我国，政治精英成员可以同时拥有多

重身份，政府官员、特定领域的专家和人大代表等身份

可能集于一身。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顶层设计

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提炼两条途径来实现，“展现出

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

点”［35］。因此，在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实践经

验的提炼经过政治精英的推动成为政策源流的重要

来源。

1.政治精英。在政策源流编码中，有 64个关于

“政治精英”的编码节点，每一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出现

政策决策参与的相关内容（如图6）。比如，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

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2］。在众多政策参

与者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更为直

接，我国每年全国两会的提案议案有效促使政府部门

吸纳意见建议，加强政策转化。“2018年全年，国务院

各部门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6319件，全国政协

委员提案3863件，分别占两会建议提案总数的88.5%

和87%，采纳建议近3200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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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36］

图 6 “政治精英”编码节点分布

除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学术界也在

不断研究和总结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实践

模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治理实践。在中国知网上对

“社会治理”这一主题进行检索，1979年到1989年为0

篇论文，这一时期“治理”相关论文的研究热点集中于

“综合治理”和“治理整顿”，促进经济稳步发展；1990

年到2002年有论文29篇，研究热点集中于“德治”与

“法治”相辅相成的社会治理模式；2003年到2012年论

文量快速增加，学者们逐步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已经零星出现；2013年到2019

年论文总量已超15 000篇，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反思总

结先前社会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改

善，或提出新的治理模式去进一步实践完善，“在实践

反思修正重构的循环中诞生了多重社会治理逻辑，影

响着社会治理的实践”［37］。

2.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提炼。从十八大开始，关

于社区、基层的内容频繁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如图

7）。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针对社会问题的议案

提案，还是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都需要借鉴基层社会

治理实践的经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为社会治理创新

提供了“智慧库”，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依据，而社会治理

实践需要通过政治精英的提炼总结、经验推广与创新

发展，使局部经验具有普适性，满足国家的现实需求，

从而进入国家的政策议程和视野中，实现顶层制度设

计。比如，“枫桥经验”作为社会有效治理的标杆和榜

样，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由地方经验到国家推动的

运作逻辑［38］。“枫桥经验”是枫桥镇根据当地的政治、

经济、文化形成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通过地方政

府的总结汇报、专家学者的理论升华、地方新闻媒体甚

至中央媒体的大量宣传报道，经过不断的“软化”，增加

了社会和人们对它的感知，最终引起政策决策者的关

注，促进上层政策的跟进。

图 7 “基层”编码节点分布

（四）政策之窗

社会治理创新是多个驱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社会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引起政策制定

者的关注，围绕这些社会问题，政策共同体中的政治精

英提出各种方案和建议，并通过调查、讨论、征求意见

等方式进行“软化”，这些政策方案和建议与当前我们

党的执政宗旨和政府的职能转变相符合。当党代会召

开时，三条源流交汇于政策之窗——党代会。党代会

是确定党和国家路线方针的重要会议，党代会报告是

政治精英反复酝酿、既代表党内高层领导的政治共识

又反映群众意愿的集体之作。从党代会报告和全会决

定中社会治理相关话语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社会治

理创新的发展路径，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

一出现在十六大报告中；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

会治理”，社会管理被社会治理所代替；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大

加入“共治”概念，明确要求“推动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由

“合作治理”向“治理共同体”转变。党代会报告与全会

决定中社会治理话语的变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新内

涵，反映了党之关心、民之期盼。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金登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遵循“问题源

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政策之窗”的研究路径，通

过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与部分全会决定的内容分析，并

与当时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梳理出我国社会治

理创新背后的驱动力量：社会诉求与社会矛盾、党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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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实

践经验的提炼与政治精英的推动。社会诉求与社会

矛盾尤其是群体冲突事件的增多，引起政策决策者以

及其他政治精英的关注，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牵引力

量；在中国政治生态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

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直接

关系着社会治理进程的方向、速度和效率，因此，党的

执政宗旨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是社会治理创新

的主导力量；政治精英在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经验基

础上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支撑力量；政

治精英在“政策之窗”打开时，推动三条源流相融合，

在党代会和全会期间，政治精英通过提交提案、建言

献策模式，推动各种因素协调整合，促进社会治理

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没有终点，只有更高的发展起点，通

过分析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动力来源，可以有意识地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因素的生成与培养，不断累积社会

治理创新的驱动力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一）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维护人民根本

利益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执政宗旨，而

社会治理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关系到社会问题是

否能够顺利解决、社会需求是否能够有效满足，生活质

量是否能够切实提高，可以说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

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标，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关

键领域。党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引领者和设计者，又

是社会治理实践的协调者和监督者，坚持党的领导，

落实党委作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在这一

点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

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8］（P20），努力

打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29］，逐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二）推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实现社会有效

参与

社会治理通过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的

有效运行。在我国，由于政府长期大包大揽，致使社会

发展缓慢，社会自我管理以及协同治理能力不强。推

动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一方面，需要政府适时引导

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其积极

参与社会管理，以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充

分发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抓手作用，把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与社会治理相融合，增加社会的

开放性，促进社会发展，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

渠道、平台和手段，借助科技力量推进政府社会管理职

能创新。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理论创

新，提高政策建议质量

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民关心的社会

矛盾和冲突，而许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来自于基层，因

此，基层治理不仅是我国社会的“稳定器”，也是改革创

新的活力和动力来源。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地方、

难点在基层，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

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9］“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通过加强基层实践活动验证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性，

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可以操作运行的实际经验。与此

同时，专家学者还应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治理相关理

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与西方不同，需要理

性分析和借鉴西方的治理理论，构建符合中国治理文

化和治理追求的治理理论，发挥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

对顶层设计的支撑作用。政治精英在深厚的理论基础

之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经验的提炼，提出符合

中国发展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不断创新社会

治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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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under the Multi-
source Theory

—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Plenary
FENG Hua-yan

（School of Sociology，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Clarifying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dire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and
consciously generating and developing these forces will help further optimiz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romote in⁃
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uses the multi-sourc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and adopts
content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total of 14 texts of the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report and some plenary decis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increase in social governance issues has become apparent，and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licy makers as a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the Com⁃
mu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under its leadership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speed，and effective⁃
ness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ty’s governing purpose and the government’s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has become the leading for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members of the pol⁃
icy community have proposed solutions to social problem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
nance practices，and are the supporting force for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hen the Party Congress was
held，the three forces the mutual integration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se driving forces，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social governance，promote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strengthe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and improve soc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Words：multi-source theory；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driving force；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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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河湖保护与修复治理、维持河湖健康生态，是新时代水利发展改革的核心内容。《河北省河湖保护和治

理条例》是河北省第一部全面系统对河湖保护和治理予以规范的省级地方性法规，体现了“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

业强监管”的要求，在规划编制、保护名录、采砂管理、河湖生态补水、公益诉讼、区域协同、涉河文化保护、河（湖）长

制等方面突出了制度创新。遵循水事立法新思路，以《条例》为例，系统地探讨河湖保护与修复治理的重点和方向，

提出合理的法律依据和治理措施，为河湖治理相关单位准确地运用与河湖保护治理相关的法律条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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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水资

源的载体、自然景观的依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河湖保护与修复治理是解决河湖水资源

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损害等问题，实现与水和环

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近年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河湖保护和治理工作，2017年全面推行河

长制，2018年组织制定长江保护法，2018年、2019年习

近平分别视察长江、黄河并发表重要讲话，将河湖保护

和治理作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河北

省高度重视河湖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坚决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推进河湖

“清四乱”专项行动，着力开展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采

取持续加大引调水力度等措施，河湖水环境、水生态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和修复，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

河湖管理体制不清、职责交叉，违法侵占、违规排污等

问题时有发生，且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脆

弱等日益成为制约河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人民

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1］（P674），亟须通过地方立法

从根本上予以解决。为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将《河北

省河湖保护和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为2019

年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一类计划项目，要求专门就

河湖保护和治理工作出台一部专项地方性法规。河北

省水利厅把《条例》的起草作为2019年立法工作的重

中之重，制定了实施方案，进行了安排部署，组织了调

查研究，征求了各方意见，反复进行了修改完善。经各

方努力，于2020年1月11日，《条例》经过河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3

月22日起施行。《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河北省河湖保护

和治理工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一、《条例》立法设计及框架建构

《条例》立法设计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以及有关长江、黄河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践行新时代水利治水方针和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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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基调，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突出创制性立

法，务实管用方针，对标当前河北省河湖治理存在的不

足和短板，以河湖生态保护和修复为主线，深入推进河

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及流域治理，实施重

点突破，难点集中整治，健全完善河北省河湖保护和治

理长效机制，全方位为河湖保护和治理构筑起钢铁

长城。

《条例》共设七章六十四条，包括总则、规划编制、

治理和修复、保护和监管、河（湖）长制、法律责任和

附则。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原则目

标、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职责、资金投入机制、宣传教

育、社会参与和科研与技术创新等内容。其中“属地责

任、规划先行，系统治理、修复功能，强化保护、合理利

用”的基本原则，涵盖河湖保护治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提纲挈领、全面指导河湖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建立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责任体系，建立完善资

金投入机制，鼓励宣传报道和科研推广，逐步实现河湖

贯通、水系相连、水清岸绿的水生态环境目标。

第二章规划编制。《条例》将规划编制设专章，通过

编制统一河湖保护和治理规划及确立河湖保护名录制

度，明确保护治理目标要求及对象内容，严格规划变更

程序，强调重点发展区和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应当与河

湖治理和保护规划相衔接，与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约束作用。

第三章治理和修复。河湖环境的治理和生态修复

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跨区域统筹、全流域全过程、各

部门协同发挥各方力量，综合采取多种手段、措施对山

水林田湖草进行综合治理，“尽快实现河湖生态系统

的结构完整、功能修复”的目标［2］（P8）。《条例》通过水

域岸线清理整治、规范河道采砂等解决河湖“乱”的问

题［3］（P1）；通过推进保障生态补水、限制开采地下水、实

施河湖蓄水等，解决河湖“水少”的问题；通过增强城镇

和乡村水污染治理、点面源污染治理、健全河湖保洁责

任等，解决河湖“水脏”的问题；通过整治河湖、联通河

湖库渠、加强防洪工程设施建设、清除障碍物等，增强

河湖水系抵御旱涝灾害和调蓄水资源的能力；通过提

高水质和排放标准、规范排污行为、实施河湖生态保护

和修复工程等修复河湖生态功能。

第四章保护和监管。这一章是对河湖水资源、水

环境、水工程、水文化的全面保护和监管，全方位确保

河湖安全。通过水源涵养、水源保护、完善节水和生态

补偿机制，明确禁止损害河湖的行为，加强水资源环境

的保护［4］（P10）；通过加强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

建设、加大大运河、涉河湖文物保护力度，保护和弘扬

水文化；通过严格开发建设审批管理，加强产业源头管

控，严格环境准入；加强联合执法、区域协同，加强精准

监测等，提高执法监管水平；通过强化监督考核，推进

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等，加强对相关责任主

体的考核问责。

第五章河（湖）长制。《条例》设专章将国家政策法

治化，将河北省实施河（湖）长制的有效举措通过立法

规范固定下来。通过健全完善五级河（湖）长制组织

体系，明确河（湖）长职责以及监督考核等，将河（湖）

长制纳入法治轨道运行，实现从“有章可循”到“有法

可依”，推进河（湖）长制提档升级、确保河畅湖清岸绿

景美［5］（P13）［6］（P5）。

第六章法律责任。通过严格法律责任，加大河湖监

管主体、非法采砂以及河湖工程设施维修的处罚力度，

为河湖保护和治理铸就了一把极具权威的“尚方宝剑”。

二、《条例》创新性解析

（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1）明确责任主体，厘清部门职责。解决河湖保护

和治理主体责任不清的核心是明确政府和各部门的责

任分工。《条例》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是河湖保护

和治理的责任主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河湖保护

和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其中明确规定了“应当建

立部门责任清单”，这个规定进一步厘清了相关部门的

职责边界，明确各部门履职范围和具体工作事项，做到

职责清晰、任务明确、各司其职。还规定了河湖保护和

治理具体工作的责任部门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考虑到有些城市规划区内的责任部门不

尽相同，规定了“城市规划区内的河湖保护和治理由设

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负责”。其他相关部

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河湖保护和治理相关工作。《条

例》中河湖管理体制规定最大的亮点在于将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河湖相关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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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湿地保护区等保护管理机构明确列为河湖保护和

治理主体，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河湖保护和治理相

关工作，体现了河北省对河湖保护和治理的重视，打破

了以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的局限，

实现责任部门全覆盖，河湖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2）鼓励和支持社会公众参与。为了激发公众参

与河湖保护和治理的活力，《条例》鼓励和支持社会资

本以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多元投入方式

参与河湖保护和治理工作。并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主体

参与河湖整治、工程建设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激励机

制，开展沿河环湖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和河湖保

洁等改善环境、水利工程维护等公共服务项目，解决政

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模式存在的服务短缺和低效问

题。在引导公众参与方面，为了探索更多的群众参与

途径，推动形成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的态势，《条例》还

规定“鼓励和倡导社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以慈善捐

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开展河湖保护和治理公益活动”。

通过宣传、舆论引导、激励奖励的方式，推动形成群众

参与河湖保护，鼓励群众采用投诉、举报等监督手段，

制止他人破坏河湖的行为，共同形成大保护的良好

局面。

（3）增强区域协同、联合执法。《条例》中加强区域

协同和联合执法机制并建立相关制度是突破地域界限

和部门界限，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

式［7］的重要举措。受地貌和地质等自然因素影响，河

北省主要河湖与北京、天津以及周边地区相连相通，其

水量、水质、水生态以及水环境等问题相互关联、互为

制约。河北省执法跳出了行政区域范围，放眼整个流

域和区域范围，要与京津以及周边省份实施联防联控、

联合执法［8］，为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流域综合治理和保

护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条例》旨在突破单一执法部门

力量薄弱、单一领域法律适用面小的限制，推进水利、公

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执法，建

立区域协同机制，共同查处涉河湖违法行为，集中整治

湖泊岸线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

《条例》规定要积极推进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工作［9］，对在查处过程中明显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邀请公安机关早介入，便于

案件的侦办，对达到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及时移送司法

机关侦办，严格防止以罚代刑，主动配合同级法院、检

察院、公安相关涉水工作，全面落实好涉水刑事法律的

有关规定。

（4）明确河（湖）长工作机制，落实监督考核。为进

一步充分发挥河（湖）长制的作用，河北省建立省、设区

的市、县、乡镇、村五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做到全覆盖

不留死角，严格落实了河湖管理保护属地责任。《条例》

还创新性地规定要建立河（湖）长制责任追究、河（湖）

警长、生态环境保护协作三项长效工作机制。建立河

（湖）长制责任追究制度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规定实行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该制度有助于提高河（湖）长

责权一致的意识，规范领导干部环境决策行为。河

（湖）警长制度的建立则是实现“河（湖）警长”与“河

（湖）长”全配套，打造警政、警民合力护水治水的“警务

共同体”，发现涉水违法犯罪第一时间与各部门联动处

置、联合执法，充分发挥公安机关打击犯罪职能作用。

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则是为加强环境资源保护，在

开展公益诉讼、法律宣传、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促进

司法机关相关政策执行到位、相关单位履行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的常态化配合工作机制，可有效协调解决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案件办理中存在的线索发现、协作取

证、司法鉴定、法律适用、综合治理等问题。

《条例》规定“省、设区的市、县（市、区）每年应当组

织开展河（湖）长制工作考核，考核内容纳入年度绩效

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条例》不仅对河湖“第一”责任

人进行考核，各级人民政府还要建立河湖保护和治理

考核制度，将河湖保护和治理情况纳入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内容，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约束和导向，为加快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促使各

项政策措施落地，确保实现河湖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

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保护治理举措创新

（1）编制总体规划，制定保护名录。《条例》强化顶

层设计，创新性地要求科学制定河湖保护和治理规划

以及河湖保护名录。目前涉及河湖的专业规划种类繁

多，各有侧重，然而还是存在各类涉河湖规划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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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引

领和刚性约束作用，作为河湖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

的重要依据，统筹全省涉河湖政策资源，《条例》规定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河湖水系编制全省河湖保护

和治理规划”，对总体规划的编制程序、内容、要求，规

划公布和执行做了具体规定。编制规划还需要充分考

虑国土空间、生态环境的要求，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

载能力，切实做到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宜。《条

例》规定编制规划需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是建设法

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

学化和民主化，提高规划的前瞻性、综合性和科学性，

也是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

编制河湖保护和治理规划需要彻底摸清河北省河

湖底数，明确河湖保护的适用范围和界定标准，《条例》

规定“本省实行河湖保护名录制度”，开创了以立法规

范河湖保护名录制度的先河。

（2）河湖“四乱”集中治理。2018 年以来河北省

委、省政府开展河北省河湖清理行动，对河湖“四乱”问

题开展“三清”行动，到2019年底实现河湖面貌明显改

善。在行动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为此，《条例》针对

“四乱”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相应规定，充分体现了党委、

政府对问题的重视和治理决心。一是针对“乱占”河湖

的问题，规定严禁“城乡建设和发展占用河道滩地”，

“对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采砂、采矿、围垦、侵占

水域岸线等活动进行清理整治”，“清除河道、湖泊范围

内阻碍行洪的障碍物”。二是针对“乱建”的问题，要求

“全面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审批涉及河湖的规

划、土地、项目，依法查处并清理河湖管理范围内的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三是针对垃圾“乱堆”的问题，要求

建立河湖保洁责任制，加强河湖保洁常态化巡查，做到

沿河湖区域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全覆盖，及时清

除河湖内的各类垃圾。四是针对河道砂石资源“乱采”

屡禁不止的问题，要求严格落实河道采砂许可制度，

编制河道采砂与整治规划的实施方案，推广应用机

制砂。

（3）加强河湖保洁，构建美丽乡村。《条例》立足于

河北省实际，结合目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是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河湖治理的一项制度创新。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以河（湖）长制为依托，根据辖区内行政村数、河

道数量、大小和任务轻重等实际情况配备河道巡查

员［10］和保洁员队伍，主要对辖区河道、周边的各类垃

圾、废弃物、堆积物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垃圾

储量、分布和污染情况，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清理措施，

实现河湖保洁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可通

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11］，组织相

应保洁队伍，及时清除河湖内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矿渣等固体废弃物以及有害水生动植物。推动将河湖

清洁纳入村规民约［12］是一项法定义务性规定，各村民

委员会应积极依法推动将维护河湖清洁纳入村规民

约，并适时开展有关维护河湖清洁的宣传和政策解读，

教育广大村民务必树立环保意识，养成良好习惯，自觉

做到不向河道内乱扔垃圾，并积极配合执法部门执法。

（4）规范河道采砂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在河道采

砂管理实践中，将河道采砂权利和河道整治责任相统

一是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的亮点，也是《条例》的又一

项制度创新。河北省邢台市在沙河首先开创了“河道

砂石资源换取堤坝建设”，采砂与治理相结合的经营管

理模式，不仅利用社会资本对河道进行了治理，又合理

利用了砂石资源。《条例》的制定借鉴了邢台市采砂和

整治模式，明确要积极探索河道采砂与河道治理相结

合的管理机制，从河道采砂和整治规划到实施方案充

分体现河道采砂和治理责任并重的思想。考虑到河道

砂石资源稀缺性、河道采砂从业资格门槛低、采砂难度

小易盗采的现状，《条例》还规定“支持有河道修复技术

和能力的采砂经营者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开采管理”，

提高了采砂经营者的门槛，保障了河道的稳定和砂石

开采的有序性。《条例》还借鉴江西省和北京的做法，用

机制砂替代河道砂石，并鼓励生产和推广应用机制砂，

不仅是对河道砂石资源的有效保护，也从根本上减少

对河道砂石的依赖。

《条例》加大了违法采砂的处罚力度，第六十一条

将罚款的计算标准由《河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修改为“开采砂石价

值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罚款”，提高了处罚标准。另

外，未按照许可规定从事河道采砂活动的“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的罚款标准修改为“处违法开

采砂石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条例》将违法

所得改为开采砂石价值，更有益于开展司法鉴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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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者处罚的可操作性，有利于推动破解违法河道采

砂屡禁不止的难题。

（5）保障河湖生态用水。将河湖生态用水保障写

入《条例》，是河北省解决“水少”问题的又一项制度创

新。2018年首次在国家层面启动华北地下水回补试

点，选取滹沱河、滏阳河、南拒马河3条河道作为生态

补水试点，通过“清、补、管、测”等综合措施，实施地下

水回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生态

补水过程中发现，以往对水资源分配，并未充分考虑生

态用水的补水机制和资金保障，为此，《条例》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河湖生态补水长效机制”，将

南水北调、引黄工程等“外调水”，王快水库等“水库

水”，雨水、淡化海水、微咸水、矿坑水等“非常规水”多

种水资源联合调度保障基本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维

持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13］。在资金保障上，规定各

级财政应当按照支出责任，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引黄工

程受水区以及其他重点地表水水源工程覆盖区域内，

配置地表引水工程和当地水资源补充生态环境用水的

相关经费。

（6）重视水源涵养，加强“两区”建设。《条例》重视

涵养水源，尤其对张承地区提出了新的要求。《条例》通

过推进涵养区、源头区等水源地安全达标和规范化建

设，扩大林草覆盖面积，强化生态水源保护工程建设

等，逐步提升水源涵养能力。鉴于张承地区特殊的地

理位置［14］，按照习近平“张承地区要定位于建设京津

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张家口要加强生态建设，树立生

态优先意识，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

撑区”的指示以及相关决策部署要求，《条例》规定“张

家口市、承德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首都水源涵养功能

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要求，采取水土保持、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多源引水、保护湿地等措施，提

升水源涵养功能，改善河湖生态环境”。

（7）加强涉河文化保护。河北省水利工程建设历

史悠久，留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水文化遗产，但河北省水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不少遗产保护的现实处

境不容乐观，为此对涉河文物保护进行了明确规定。

特别是大运河是国家文化名片、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为更好地保护大运河河北段，打造大运河文化带，

《条例》规定“大运河沿线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

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展示、河道水系

资源条件改善、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文化旅游融合提升

等工程，实现大运河沿线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高

质量发展”。

（8）重视环境公益诉讼。《条例》规定“对破坏、污染

河湖生态环境的行为，检察机关、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

和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

讼”。环境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武器，中国现行

的法律制度规定，起诉人应当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而公益诉讼则不要求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要求起诉人

是法律关系当事人，弥补了现有行政、法律手段保护环

境公益的不足，对于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及

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 语

本文提出了以立法为框架的总体思路，以《条例》

为契机，提出了系统的河湖保护与治理修复的治理措

施，为河北省科学有序地开展河湖保护工作提供了法

律依据。《条例》突出创制性立法，既准确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重要决策部署，又不简单照抄照搬上位法；既立

足工作实际，又摒弃与新发展理念不相适应的思维惯

性和路径依赖，从单一河道治理向流域之治、生态之治

转变。《条例》的出台将系统推进河湖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把河湖保护与治理修复摆

在压倒性位置，全面把握新时代治水的主要矛盾变化，

切实提高水利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职能转变。贯彻执行

《条例》不仅是政府和执法单位的共同责任，也需要全

民宣传、学习和普及，全民共治全面发力，为逐步恢复

河湖功能，实现河湖生态资源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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