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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重大战略研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新时代的城市是新型的“智慧城市”，这对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和新任务。基于这

样的背景之下，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德

胜教授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十讲》一书应运而生。该书通过对“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的特殊性是什么”“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什么样的

机遇和挑战”“如何扩大城市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覆盖”

等基本问题的解答，创新了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

基础理论和实践探索。

该书的理论阐释生动体现了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的理论自信。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

快，完善城市基层党建理论，从新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势在必行。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中，作

者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新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

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重新进行审视。该书前半部

分探讨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探索历程、发展成

就、机遇与挑战和时代要求，引用了大量的最新权威数据

作为论据，讨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经典案例，为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此书理

论部分的精彩讲解，不仅使研究此领域的学者更加系统

地了解到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模式，还使广大

人民了解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精髓。

该书的实践探索为今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路径参考。城市化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根据实地调研所得数据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后

五讲中探讨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为今后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路径。新时代深化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底，在坚持政

治、组织、机制引领的同时不断夯实街道社区党组织这一

城市基层党建的堡垒，继续强化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功能和服务功能，加强互动联合，加强“智慧党建”建设，

做到对新兴领域全覆盖。

综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的选题契合新时代

“智慧城市”发展潮流，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基层党建、基层治理重要指示精神的新突破，是认真落

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的新发展。本书兼具了科学性、时代性、理

论性和实践性，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是一本值得广

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阅读的优秀图书。

（作者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时代·新城市·新党建
——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评介

韩喜平

·书 评·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哈尔滨工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高德胜主编，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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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

饶立昌 1，孙英臣 2

（1.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2.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 要：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不仅善于运用

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而且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分析一切事物、处理任

何问题。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考察分析党史的一种范本，他坚持一分为二地

考察分析党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

重要人物，不仅为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党史、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我们掌握

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树立了光辉典范。

关键词：党史学习教育；唯物史观；辩证思维；历史规律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05-08

收稿日期：2021-05-06

作者简介：饶立昌，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孙英臣，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

政学院）报刊社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这个非同寻常

的重要年份，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决定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党

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

智慧、砥砺品格。习近平对党史学习教育高度重视，他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学习

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

修，而且必须修好。”［1］（P5）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学习

党的历史，习近平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过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这一

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

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过对习近平关于中国共

产党历史重要论述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唯物史观、辩

证思维纵贯其中，堪称在党史学习和研究领域坚持和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一、注重运用“两点论”，

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党史

“两点论”也叫“两分法”，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

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简明、生动、通俗的表述。

他指出：“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

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2］（P3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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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

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

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

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

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

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2］（P285）“两点论”告诉我们，

分析问题一定要一分为二，既看到事物有利的一面，又

看到事物不利的一面。这是辩证思维的重要内涵。习

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始终坚持“两点论”，处处体现

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

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经过社会主义革

命完成三大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

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

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

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使占

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从此，拉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

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

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3］（P3）由于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存在重大区别，社会上便

出现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是以改革开放前的历

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认为改革开放前

我国各领域取得的成就比改革开放后的成就还要大，

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另一种观点则是以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认为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改革开放前的历

史时期几乎一无是处，应该全面否定。这两种观点之

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们采用“一点论”的方法看待

两个历史时期，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

裂、相互对立起来。

习近平运用“两点论”分析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

后两个历史时期，他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

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

的。”［3］（P4）这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辩证的思想

方法，充分肯定两个历史时期各自的历史贡献，充分注

意两个历史时期各自的历史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辩证

统一地看待两个历史时期，决不能彼此割裂、相互否定

甚至根本对立。总而言之，“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

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P4），这“两个不能否

定”不仅体现了习近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而且体现

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同时还明确宣

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封闭僵

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二）正确认识苦难之重、牺牲之大与苦难中铸就

辉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铸就百

年辉煌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开天辟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

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28年，打

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

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救国大业。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完

成了兴国大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翻天覆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

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

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

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

显著提高，推进了富国大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举旗

定向、谋篇布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

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习近平豪迈地指

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的一百年。”［1］（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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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自豪的同时，习近平也

凝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

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3］（P119）。在为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28年间，无数革命先烈付

出了生命和鲜血。仅以风雨如磐的长征为例，在红一

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

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

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

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

多人。［4］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

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

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

事。”［5］（P289）中国共产党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

之大，在世界政党史上是罕见的，正是在艰难困苦、英

勇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铸就了辉煌。

（三）正确认识探索过程中的挫折、失误和奋斗、

转折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历程中也遭受

过挫折、出现过失误。从1931年1月起，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

4年的统治，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日益陷于被

动，遭受重大伤亡，经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长征

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探索中国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探

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

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

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4］。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使党、国家和各族

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

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

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

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文化大革命”不

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

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

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6］（P206）。

习近平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

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

待兴。”［3］（P213-214）

习近平始终坚持“两点论”，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探

索过程中的挫折、失误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对历史条

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没

有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在不讳言挫

折、失误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一次

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他指出：“我们走过弯路，也遭

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3］（P304）他还深

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挫折后毅然奋起、失

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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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271）。

二、注重运用“重点论”，

坚持抓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重点论”是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通俗表

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

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矛盾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与此同时，矛盾还具有

特殊性，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是矛盾特殊性的重要

表现。一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存在不平衡性，主

要矛盾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次

要矛盾处于服从地位，对事物只起影响作用；另一方

面，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存在不平衡性，矛盾的

主要方面在事物内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矛盾

的次要方面在事物内部处于被支配地位，但也对矛盾

的主要方面起影响和制约作用。“重点论”要求我们学

会“抓重点”，在诸多矛盾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在主要

矛盾中要善于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论中国共产

党历史，在坚持“两点论”的基础上突出了“重点论”，善

于抓党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他强调“要坚持

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

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1］（P16）。

（一）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始终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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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

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

定前行。这部百年历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其中有

苦难、有辉煌，有成败、有得失，有鲜血、有汗水，有初

心使命、性质宗旨，有理想信念、精神谱系，有中国共

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

天动地的光辉历程，有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百折不挠、

攻坚克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壮丽篇章……坚持

“重点论”，就是不为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所遮蔽，不

为盘根错节的历史脉络所干扰，而是善于透过纷繁复

杂、多姿多彩的历史的表面，把握贯穿其中的主题和

主线。

习近平以深邃的眼光、宽广的视野考察中国共产

党百年历史，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发展史、

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

展史的进程中去评价，着眼大局而不拘泥于历史细节，

突出重点而不囿于繁多头绪。首先，他将中国共产党

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

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

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完整事业。”［3］（P58）这样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就不会把

历史割裂开来，就不会因为历史发展的曲折而遮蔽主

题主线。其次，他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指出：“回顾党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

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

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

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

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

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7］（P530）这样考察中

国共产党历史，就坚持了人民立场，就抓住了为什么

人的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第

三，他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置于近现代中国发展史的宏

阔背景下，指出：“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

务。”［3］（P201）“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

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3］（P180）

这样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把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

的历史任务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了

一起。

针对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和主线

的论述，有学者认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

主线”［4］；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

题，蕴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史，是为践行初心使命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

史，也是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不断加强党的自

身建设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线，勾

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三维面相”［8］。无论对中

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作出怎样的具体概

括，都是以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时坚持唯物辩证

法、坚持“重点论”为基础的。

（二）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犹如奔腾不息的江河，波澜

起伏、汹涌澎湃，其中有主流，也有支流。考察江河流

向，尽管主流和众多支流形成各不相同的流向，但主流

的流向始终代表大江大河的根本流向，绝不能对主流

和支流不加区分，盲目地确定江河流向。考察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也是如此，必须“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

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1］（P6）。

习近平将能否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视为重大政治

问题。因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惯于拿中国共产党历史来

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其典型便是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卑劣的政治思

潮，这种政治思潮的贩卖者打着“重新评价历史、书写

历史”的幌子，或者“恶搞”历史，通过胡编滥造、颠倒是

非、混淆黑白，歪曲和否定党史的主流；或者抓住党史

上一些支流性质的事件，把它说成党史的主流；或者脱

离开复杂的历史背景，孤立地津津乐道某个事件的细

节，好像他们发现了所谓真相。古人说：“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和根本目

的就是妄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来搞乱

人心，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煽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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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有的夸

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

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

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

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

等”［1］（P16）。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要敢于亮剑，

坚决抵制和斗争，决不允许他们随意丑化党史、糟蹋

党史。

在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同时，必须从

正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有学者

认为，“‘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4］。这种观点在

党史研究领域凸显了“重点论”，是对习近平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的具体阐发和印证。“不

懈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体，建党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

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

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理论探索史”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灵魂，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

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坚定不

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红

线，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

程”，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不断经受

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发展壮大。

三、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

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共

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锐利的思

想武器。习近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历史的观点、实践

的观点和辩证唯物的观点，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贡献和基本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规律，并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作出了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他

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

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

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

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3］（P7）

（一）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历史是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其中

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必须予以正确认识

和科学评价。首先，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揭示了中国共

产党历史的内在逻辑，譬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而且深刻

影响着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

的前进方向，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第一次国共合

作，推动了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启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

失败的转折点，连接着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

历史逻辑。其次，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承载着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贡献，譬如，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

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

长具有关键意义；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不

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彰显了

八路军英勇顽强、不畏艰险的抗战精神；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

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

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

主的伟大飞跃”［3］（P53）。

习近平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给予了正确认

识和科学评价。我们以他对长征的认识和评价为例，

来分析他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怎样正确认识和科学

评价的。首先，把长征定义为“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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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

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

的巍峨丰碑。”［3］（P140）其次，对长征的意义作出高度概

括，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3］（P140）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3］（P142）“长征是一

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3］（P143）“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

的伟大远征”［3］（P144）。第三，对长征精神的内涵作出明

确界定，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

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

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

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

奋斗的精神。”［3］（P146）第四，教育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

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P147）习近平认识

和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是这样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深入阐发、直面当下。

（二）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会议与党的事业发展紧

密相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大

业紧密相关。因为我们党要通过党的重要会议，对党

的纲领、章程、路线、方针、政策予以制定和修改，对党

的创新理论作出总结、概括和评价，对党的各项工作予

以部署和检查，对党的工作经验教训作出报告和总结，

对党的组织机构和重要人事作出变动和安排。可见，

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民族的

前途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正确认识和

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对于认清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来龙去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对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会议都给予了正确认

识和科学评价。我们以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

识和评价为例，来分析他对党史上的重要会议是怎样

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的。首先，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

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3］（P214）其次，对十一届

三中全会作出高度评价，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

八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

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3］（P213）他在作

出评价时不吝使用“载入史册”“伟大转折”“深远意义”

等顶格词语。第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予

以全面肯定，指出：“四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完全正确

的，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

正确的。”［3］（P224）两个“完全正确”毫无保留地肯定了十

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这充分表明，习近平认识

和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会议，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

本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涌现了许许多多重要人物，对

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涉及这些重

要人物个人的功过是非，而且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

历史密不可分，是一个既关系历史又关系未来、既关系

个人又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必须从特定的历史条件、

历史背景、客观环境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人

物具体评判。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对历史人物的评

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

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

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

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

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

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

绩来。”［3］（P56-57）

习近平对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给予了正确认

识和科学评价。我们以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为

例，来分析他对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怎样正确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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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评价的。首先，他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

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

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

人。”［3］（P49）这四个“伟大”奠定了毛泽东中共党史第一

人的位置。其次，他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作出高度评

价，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

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

彪炳史册的贡献。”［3］（P54）第三，他对毛泽东思想作出高

度评价，指出：“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

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

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

要作用。”［3］（P55）第四，他对毛泽东的卓越贡献作出全面

概括，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3］（P51-52）“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

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

题”［3］（P52）“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

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3］（P52）“创造性

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

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3］（P52）“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

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

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3］（P52），这五个“创造性”全

面概括了毛泽东在思想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统

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卓越贡献。

第五，他坚定明确宣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指

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

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3］（P55）

“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

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

续推向前进。”［3］（P59）第六，他不否认毛泽东走过弯路、

犯过错误，同时又把毛泽东的功绩放在第一位，指出：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

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

重错误。”［3］（P56）“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

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

的错误。”［3］（P56）“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

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

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3］（P56）习近平继

承唯物辩证法关于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历史事

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原则，站在历史长河的高

度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

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指明了

方向、树立了标杆。

四、结 语

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论述中国共产

党历史，坚持一分为二地考察分析党史，准确把握党的

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

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习近平关于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堪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根本方法考察分析党史的一种范本，他不仅为我们深

入学习研究党史、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正确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我们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

法树立了光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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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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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bei Institute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Shijiazhuang 050051，China；2.Party School of

the He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He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ijiazhuang 050031，China）
Abstract：Materialist dialectics is the core method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
od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s. Xi Jinping is not only good at using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materialist dia⁃
lectics to control the complex situation and deal with complex problems，but also good at using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analyze everything and deal with any problem. Xi Jinping’s view on the histo⁃
ry of C.P.C is the basic method of usi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examine and analyze the model of Party history.
He insists on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n two ways，accurately grasps the main theme
and mainstream nature of the Par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correctly understands the major events，important
meetings and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It not only points ou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
ry of the Party，but also sets a brilliant example for us to master and us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KeyWords：Party history study education；historical materialism；dialectical thinking；the historic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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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善于抓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积累了政治建

设的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新时代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从根本性建设的高度

认识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统领位置；必须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必须

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必须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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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

的方向和效果。”［1］（P62）注重从政治上建党一直是党的

优良传统。建党百年来，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了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党自身的发展

壮大提供了重要保证，为不同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了重要保证。“党的政治建设同整个党的建设一

样，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

程，既有过严重挫折和深刻教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

丰富经验。”［2］系统总结建党百年来党在政治建设方面

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

的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

示和借鉴意义。

一、必须从根本性建设的高度

认识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政治使命、严格的

政治纪律和严密的政治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属

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

鲜明特色。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保证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为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坚实

保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紧紧围绕着党的政治属

性加强党的建设。在党的一大、二大、三大上明确提出

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政治要求。在古田会议上，毛

泽东批判了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重大政治原则，他还提出“政

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3］（P449）等重要观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政治建设以服从和服务于革命

任务为主要特征。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4］（P166）。江泽民指出，“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领域、哪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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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都要讲政治”［5］（P366）。胡锦涛要求领导干部要做

讲政治的表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将政治建设上

升到了立党、兴党、强党的高度。习近平指出，“讲政

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关系党的前途命

运”［6］（P107）。同时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

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

视组织原则”［7］（P213）等问题，究其根源，都是政治上出

了问题，没有抓好党的政治建设。从以上历程可以看

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注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百年来

党的建设的鲜明特色。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的政治

建设抓得紧抓得好，党的事业就会进步和发展；什么时

候党的政治建设抓得松抓得差，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党

的事业便会蒙受重大损失。

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

任务艰巨繁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国内经济

的巨大冲击，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严峻。只有

从根本性建设的高度认识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

使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按照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胜利实

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二、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统领位置

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由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等各要素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党的理论水平、

党建经验、形势任务，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综合影响，

党建布局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党建布局。进

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

训，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报告

指出，“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8］（P49），形成了“四位一体”

的党建布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开始滋生蔓

延，因而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部分被提

出。此后，反腐倡廉建设取代反腐败斗争，党的建设形

成了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

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重抓党的政

治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管党治党的鲜明特色。习近平不仅明确将“党的

政治建设”列入党的建设总布局，还将政治建设置于党

建诸要素之首，跃升为统领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

败斗争”［1］（P61），形成了“5+2”的党的建设新布局。

历经建党百年的实践探索，党的建设布局实现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位一体”到新时代“5+2”

总体布局的历史演变。纵观党的建设历程，虽然在有

的历史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并没有被明确提出，没有写

入党的文件或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但是党的

政治建设从未“缺位”。从内容上看，政治建设一直是

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的政治规定和政治要

求一直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从作用上看，政治建设是关

系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等政治性原则性

的规定，统领着党的建设的其他要素。“实践使我们深

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

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

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6］（P121）因此，必须

着眼党的建设全局，切实发挥政治建设的统帅作用，以

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

三、必须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与生俱来的

政治基因，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虽历经艰辛曲折，但总能踏平坎坷成大

道，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究其原

因，坚强的领导集体、高超的领导能力、高度的中央权

威，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党中央有权威，党的领

导集中统一，就能使全党做到政令统一，令行禁止，步调

一致，最大限度地凝聚智慧和力量，进而实现党的奋斗

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程，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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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

党员要坚决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

议。党的五大、六大强调了革命领导权问题，明确提出

要强化党的集体领导，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

则，以制度和规定的形式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但由于当时党内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领导核心，导

致革命事业屡屡遭受挫折，几乎陷于绝境。1935年遵

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标志着

党的政治建设开始逐步走向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即全

面推行党组制度，实现了党对国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同时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规定为党员义

务。但由于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集

体领导制度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等原因，党内政治生

活逐渐不正常，并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

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将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使党得以成功

应对苏东剧变和改革开放，以及国内政治风波等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的首要任务，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制度建

设，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并体现在

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体系中，覆盖到党的建设的

各个方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

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

的关键所在。”［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远未结

束，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依然复杂严

峻。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

强的政治保障。

四、必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

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否善于从群众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关系到一个政党或国家的事业兴衰。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

者，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善于从人民群

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

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

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从而不断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深知群众中蕴含的

伟大力量。党在成立之初便组织开展工农运动，把分

散的群众意志转化为革命力量。土地革命时期，党在

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着力解决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

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

的群众，在党的组织下团结在党和革命政府周围，成为

我们党消灭反革命势力，夺取革命胜利的“铜墙铁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政治上实行“三三

制”原则；经济上采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大

力发展农业生产；文化上大量创办学校、吸纳知识分子

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凝聚抗日共识和抗日力量，巩固并

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

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把人民群众高不

高兴、赞不赞成、拥不拥护、答不答应作为评判工作得

失的标准；江泽民提出，党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胡锦涛提出，必须把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群

众观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指出：“在人民面

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

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

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10］（P2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实

现了现行标准下全部脱贫，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得到极大

提升，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1］（P326）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必须密

切党群关系，继续在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新时代

的党群关系面临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网络信息传播

迅速化、反华势力挑拨煽动等客观现实，加上部分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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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不强、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不高，给党的群众

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要

传承好建党百年来，我们党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

线的优良传统。二要始终关注人民群众利益需求，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三要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最大范围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四要认真分析研判新时代影响党群

关系的各种风险挑战，对症施策，精准发力。要发扬斗

争精神，与煽动、破坏党群关系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

争，同时将党内腐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

五、必须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途

径，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力抓手。中国共产党

自成立之初，就注重从党内政治生活着手，开展党的政

治建设，实现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党的二大通过

的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加入党的组织，绝对服从党组织

的决议，党的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规

定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并规定如果党员言论行动违背

党章及党的决议、无故连续二次不参加党的会议、欠缴

党费三个月，以及泄漏党的秘密等情况，将被开除出

党。针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古田会

议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2］（P89）。

会议要求开展党内批评，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

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2］（P90）。延安整风期间，

通过开展马列主义学习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定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党内法规等形式，进

一步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组织生活。在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

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P293），调动一切积

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反思“文化

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在系统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

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党内政治生活加

以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

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7］（P21），“要增强

党内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7］（P25）。

党中央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再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吸收借鉴了建党以来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创造

性地提出“政治生态”这一重要政治概念，并在多个场

合强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指出，

“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

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14］（P16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

须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

作”［15］（P17）。这些论述和要求成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政

治建设的重要遵循。

党内政治生态涉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

中党员和干部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者，是最富

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宗

旨、文化等是内核性因素，决定党的思想境界、价值取

向和政治追求；党内的制度和纪律等是内核性因素的

外化，为保持党的政治本色提供制度支撑和纪律保障。

党员干部能否坚守政治本色、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内各项制度是否健全、能否对党员干部形成有效监

督；党内纪律规矩是否严明、能否形成高压震慑等，形

成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状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

内政治生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晴雨表”，党内政治生

态良好，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得到

有效激发和调动，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

得到有效保障。反之，则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削弱党的

领导。

“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

利实现的重要保障。”［16］。只有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涵养山清水秀

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效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的各项要求。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充分发挥政治建设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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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作用，思想建设的引领作用以及制度建设的规制作

用，以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以选人用人为重点，持续

加强和改进作风，大力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不断营造并巩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

政治局面。

六、必须把提高政治能力

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举措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7］（P526）。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

善于从政治上要求党员干部，重视对党员干部政治能

力的锻炼和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的优良

传统，也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

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

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

术工作的保证”［18］（P351）。邓小平指出，配备领导班子

“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

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

的人”［19］（P75）。陈云也曾指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

来有二：政治，能力”［20］（P213）。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我

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并把政治能

力的高低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继承了我们党善于从政治上考察识别干部

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提高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时代命

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党员干部提高政

治能力作出重要论述，提出“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

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

政治风险的能力”［21］“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22］等，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严

厉整治“四风”问题，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建立健全党内

各项制度等，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都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但不可否认，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仍存在“四个意

识”不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领会和落实不到位、不担

当不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能力不

强的表现。新时代新阶段，我国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不

比以前少，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不比以前小。面对这

些困难和问题，我们不能有丝毫退缩和闪躲。直面问

题、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必须着力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在这“三力”中，提高

政治判断力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前提，提高政治领悟力

是提高政治能力的基础，提高政治执行力是提高政治

能力的关键。提高政治判断力，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坚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22］。提高政治领悟力，要

在正确把握政治大局的基础上，准确理解中央精神，明

确自己的职责定位，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

力。提高政治执行力，必须认真落实中央要求，要坚持

底线思维，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

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尤其是防范政治风险。此

外，要发扬斗争精神，要坚定政治立场，牢牢把握正确

斗争方向，讲究斗争策略，提高斗争本领。

结 语

回望建党百年党的政治建设历程，我们党积累了

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其中成绩和收获是主流，是我

们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和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关键节

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我

们传承建党一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

和宝贵经验，一以贯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

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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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盘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

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

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其中一项重

要的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

就尤其是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充分证明了坚持全

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新时代面

临着“两个大局”，在前进征程上必须始终坚持全国一

盘棋，进一步完善和扩大这一制度优势，发挥全国一盘

棋的制度效能。

一、全国一盘棋的历史轨迹

（一）全国一盘棋的提出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

落后的面貌，中共中央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为调动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

性，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中央集权

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

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

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

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1］（P559）

毛泽东反思中央高度集权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弊

端，提出“虚君共和”主张，是从1956年开始的。经过

几年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认识到苏联中央高

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端。下放中央权力，扩大

地方自主权是毛泽东试图突破苏联高度集权管理体

制，尝试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探索。

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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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

大国家的目的，“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

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

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

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2］（P31）

《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后几天，毛泽东在4月28日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再次强调：“现在我们

讲，过分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

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2］（P56）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

此时提出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既是为了

调动地方积极性，更是为了突破苏联高度集权的管理

模式，尝试探索一种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双重积极性

的制度。

在毛泽东上述思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在1958年相继颁布了《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

定》《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两个

文件。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

1165个企事业单位中有885个单位下放到地方，下放

比例高达76%，并要求在6月15日前完成，由此可见中

央下放权力的力度和决心之大。但在实际执行中，由

于权力下放过多过快，导致在企业管理和资源调配上

出现混乱。同时，随着“大跃进”的狂飙猛进，各地争相

大上建设项目，重复低水平的建设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导致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1］（P827）为解决这

一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 12月 12日主持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提出：“全国一

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

去解决。”［3］（P641）正如陈云后来所指出：“一九五八年六

月，将大批企业下放，不久发现有问题，又强调全国一

盘棋。”［4］（P98）

在毛泽东看来，提出全国一盘棋并不是为了把权

力全部集中在中央，全国一盘棋并不排斥地方积极性，

地方也不是丝毫没有自主权。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

性是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只有

当地方和中央产生矛盾时，地方才要服从中央的安排

部署。但由于当时各地工业生产秩序混乱打乱了中央

的计划，影响了全国经济建设大局，全国一盘棋在

1959年后的实际执行中更多强调了对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的贯彻。

（二）全国一盘棋的初步贯彻实施

毛泽东提出全国一盘棋后，迅速得到全党的贯彻

和执行。1959年 1月 21日，黄克诚在军事会议上指

出：“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号召要‘全国一盘棋’，工

业、基本建设、商业各方面都要一盘棋，不能各自为

政。”［5］（P724）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

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

也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贯彻一盘棋的方

针。”［6］（P8）这就将全国一盘棋原则置于经济建设的核

心地位，突出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2月16日，中共上

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论“全国

一盘棋”》的署名文章。2月24日，《人民日报》也刊发

社论《全国一盘棋》，对全国一盘棋进行了详细论述和

阐释。当时主管经济的陈云在多个场合都强调了坚持

全国一盘棋的重要性，将全国一盘棋作为生产建设的

根本指导原则，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坚决贯彻中央的

集中统一领导。

1960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召集中央文教部门负

责人制订1961年文教工作计划问题时指出：“搞计划

必须全国一盘棋，这点应切实贯彻到每一个领导同志，

应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搞好明年的计划。”［7］（P368）这

次讲话将全国一盘棋从经济建设引入文化领域，逐渐

成为处理中央和地方、集中和分散矛盾的指导思想。

全国一盘棋在经济建设领域的贯彻执行，扭转了

之前混乱的局面，重新将权力集中在中央。虽然中央

和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

但后来在实际中并没有能很好处理集中与分散的矛盾

关系，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不时呈现出“一收就紧一放就

松”的不良循环。

（三）全国一盘棋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

新时期。汲取建设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对

全国一盘棋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入。一是提出全国一

盘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邓小平在1982年同

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

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

量，保证重点。”［8］（P422）邓小平将全国一盘棋作为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提出来，充分表明全国一盘棋不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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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策略性的方针，而是一项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

重要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优势。“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组织起来，集

中力量，有计划地高效率地进行大规模建设。”［9］（P657）

二是强调正确处理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的关系。

提出“必须坚持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

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10］（P1194）计划

与自由、集中与分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更加注重全国一盘

棋内部的协调联动，既强调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

导，又重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协同发展，

提出区域之间要密切合作、加强配合。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是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

心作用的基础，而坚持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则“是贯彻

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各个区域优势、增

强全国发展合力的现实需要”。［11］（P373）

（四）全国一盘棋成就“中国之治”

全国一盘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逐渐

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尤

其是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全国一盘棋成为我们国

家成功解决各种难题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

来，面对深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央提出全党要“牢

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

提，确保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顺利实

现”。［12］新中国成立7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我

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3］（P96）是能在党的

领导下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难题。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明确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

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坚持全国一盘棋，调

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巩固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二、全国一盘棋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入理解全国一盘

棋的基本特征是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显著优势的应有

之义，是坚定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这一制度

优势的现实需要。

（一）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全国一盘棋是为了解决当

时存在的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特别是

地方争相建设打乱了中央的计划，影响了整个国家经

济建设发展的规划。1959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

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完成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方针时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

是要贯彻一盘棋的方针，“所谓一盘棋，就是全国要统

一安排基建，全国统一安排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安排

原材料和两个部类（一个生产，一个生活）的主要物资

分配”。［6］（P8）统一的权力在中央，中央根据全局需要协

调资源配置，各地要在中央的统一安排部署下进行建

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全国一盘棋的目的就是要

求全国经济建设由中央统一领导指挥，加强中央权威，

反对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地方不能各自为政，各干各

的。因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国一盘棋的核

心，也是其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

全国一盘棋突出强调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

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

分明。”［13］（P96-97）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对整个国

家大局和发展趋势最有发言权。坚持全国一盘棋是充

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地方要充分发挥

各自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但必须

维护和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14］（P1059）中国特殊的国

情决定了只有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的

混乱局面，才能确保全国大局稳定发展。

（二）整体与部分

全国一盘棋是哲学中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关系的

形象化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整体是事物内部各

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及其发展的过程；部

分是组成事物有机统一体的各个方面、要素及发展全

过程的某一阶段。整体由部分组成，大于部分，居于主

21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4期

导地位。整体和部分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

互联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全国治理体系的大棋局

中，中央居于主导地位，统率全局，各地是全局的组成

部分，要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并不影响地

方发挥积极性，不能把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对立起来，

坚持全国一盘棋是为了更加合理优化地发挥地方积极

性。在保证全局计划正常实施的前提下，地方可以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某项意

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

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

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

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15］（P525）坚持全国一盘

棋要求我们在想事情、做决策、定计划时要从整体着

眼，从全局考虑，树立大局意识和整体思维，在服从全

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局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是传统中国象棋的核心理念，某个棋子

的布局不仅会影响其他棋子的安全，甚至会影响棋局

最终的胜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准确表达了棋局中

各棋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全国一盘棋形象表

达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的有机整体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大棋局中，既

有中央与地方的垂直关系，也有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

门间的横向关系。纵向与横向关系决定了全国一盘棋

不是简单的各部分相加，而是由各种结构和功能通过

各种联系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中央与地方、地方与

地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协调联动，共同构成全国一盘

棋。贯彻全国一盘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既要树立大

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整个

大局中去考虑；又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将党中

央的决策部署与本地区本部门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因

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的执行上级指示，这不是

真正的落实”，［16］（P111）难以真正发挥全国一盘棋的系统

效能。

系统思维要求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时要“善于把

中央精神同地方和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开展工

作”，［17］（P454）在全国一盘棋的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各部

分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要加强

配合协作，打破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存在的中梗

阻，发挥组织结构的内部优势，充分释放全国一盘棋的

系统效能，从而使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呈现出整体大于

部分之和的优势。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

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互为条

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坚持民主集中制既可以激发

全党创造活力，又有利于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克服分

散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全国一盘棋是党内民主集中制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运用。强调中央在治理体系中的

领导地位，各地必须服从中央统一安排，贯彻中央的决

策部署，这是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体现。同时，全国一

盘棋并不排斥地方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服从中央统一

安排和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前提下，各地可根据自己

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激发地方的创造

活力。全国一盘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坚持中央的

统一领导，又充分尊重各地积极性，既有纪律又有自

由，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和

运用。

（五）动态平衡

央地关系是国家治理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央

地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否正确

处理央地关系，关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全国一

盘棋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组织结构之间始终处在运

动的状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不是

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全国

一盘棋始终是处在一种调适的状态，不存在绝对平衡，

也找不到绝对平衡的办法。强调全国一盘棋，并不意

味着地方就没有了积极性，而是根据实际需求适度调

整中央赋予地方自主权的界限。强调中央集中统一，

虽然短期内地方丧失了部分自主权，但从长远看，地方

的自主权和机动性是不断提高的。当全国经济社会

发展稳定受到冲击，全局受到影响，中央会适当强调

集中统一；而当安定平稳时期，中央则会适当给予地

方更多自主权，充分释放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全国

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始终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中，总体

保持平衡，但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问题时会选择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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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放开。

三、坚持和完善全国一盘棋

要正确处理四种关系

制度发展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制度的完善

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全国一盘棋提出和

初步实践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实践中发展出新的现实形态，依然管用，依然有强大

生命力，是源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生性制度，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另一方面，即使作为显著优势

的制度，也要随着各种新的治理问题的产生而不断发

展变化，从而使显著优势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作为制

度优势的全国一盘棋，只有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持续

彰显制度优势，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一）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能动性

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指国家体制纵向上的权力与

资源配置关系。”［18］（P185）坚持全国一盘棋强调局部服从

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在权力和资源配置上有绝对

的权威。但需要清楚的是，全国一盘棋不是“一刀切”，

强调全国一盘棋不是不要地方能动性。中央的重要作

用在于把握大局、引领方向、协调各方，确保国家的发

展道路和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正确性；中央集中统筹

的不是全部资源，而是涉及全国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各地在服从中央集中统一安排

部署的前提下，要结合自身实际，运用有限的权力和资

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能动性的关

系，一方面需要中央能够精准研判具有战略性、全局性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明确集中权力的边界和集中

资源的领域，避免主次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中央

“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

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

一的，不能强求统一”。［19］另一方面，全国一盘棋不是

静态的权力收缩和集中，而是在动态中不断调整权力

集中的边界。地方要在服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

上，抛弃等靠要思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本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二）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积极性

的关系

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一直在探索解决央地矛盾的最优目标。毛泽东指出：

“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

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

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

很有必要的。”［2］（P56）理论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

解决央地矛盾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不

易实现。陈云就曾经指出：“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

性，能否找到一个适当的办法，做到两全其美呢？这是

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强调地方积极性就影响全国一

盘棋，强调全国一盘棋又妨碍地方积极性。”［20］（P303）

究其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认识积极性的立足点

不同。中央是从整个全国的大局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出发，对全局有利的集中即使有时会影响地方积极

性，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并且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地方

则容易站在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角度看问题，担心中

央的集中会在一定程度损害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点

和立足点不同，就很容易导致央地双方在积极性上存

在着认识偏差和行动歧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应该也决

不能是零和博弈性质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中央权威与

地方积极性的关系，才能更好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制度

优势。正确处理中央权威与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关键

在于正确认识整体与部分、当前与长远的辩证关系。

既要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又要给地方一定的权力和政策，鼓

励地方根据本地的特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整

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部分，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功能，

当各部分以合理的形式组织起来时，整体就会优于部

分之和。全国一盘棋要求部分为了整体牺牲自己的部

分利益，从而以一种最优的形式组成整体。当整体以

最优形式呈现时，部分也会受到整体的带动，收益也会

远大于损失。从长远看，虽然对整体利益的强调短时

间内让地方积极性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整体上地方的

自主权是不断扩大的，即使中央在强调全国一盘棋时

也始终注意保护地方的积极性，从而确保中央权威与

地方积极性的关系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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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一盘棋离不开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但局部如

果迷失方向，违背全局的要求，那么就不会有正确的积

极性。所以，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应该是贯彻中央精神

与立足本地实际相结合，是对当地人民负责和对全国

人民负责相统一。同时，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维护中

央的权威，决不是把应该赋予地方的权力收上来，而是

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责和权限的基础上，充分

发挥两个积极性。

（三）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社会力量有序参

与的关系

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

是适应社会治理发展新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各种

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在参与社会救援、

慈善捐助、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发展

的趋势和特征。各种社会力量协同和公众参与有助于

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协调大量人力物

力资源，尤其当社会面临重大风险挑战时，更需要将整

个社会力量纳入国家治理的大棋局中。

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求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

中央的协调指导下进行运转，各地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一方面，中央要充分发

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科学合理调动

和部署各方力量。政府要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进一步规

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和社

会组织要遵从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积极发挥社会能

量，巩固和壮大一盘棋的组织力量。只有坚持全国一

盘棋，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才能释放出最大能量，才能真

正发挥社会组织的效能。也只有将社会力量和社会组

织纳入治理体系中，才能实现组织动员的最大化，使全

社会凝聚在中央的领导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真正实

现全国一盘棋。

（四）正确处理坚持全国一盘棋与科学决策的关系

坚持全国一盘棋，大量权力和资源集中在中央，各

地区、各部门都要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牵一发而动

全身，决策失误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甚至会造成影响

广泛的重大事故。因此，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前提是中

央的决策要科学，只有科学决策才能真正发挥全国一

盘棋的制度优势。

科学决策是充分释放全国一盘棋制度优势的前提

和基础，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是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内在

要求。做好科学决策，一要加强调查研究，促进科学决

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只有在中央每项

重大决策的制定时都经过了深入实际的详细调查研

究，才能在决策时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二要做到民

主决策。民主决策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必然

要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民众参与途径，

创新参与形式，确保决策始终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

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三要做到依法决策。依法决

策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中央在决

策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定权限，依法履行法定程序，确

保决策程序与内容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

规定。

四、深入把握坚持和完善

全国一盘棋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难事，实现了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全国一盘

棋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

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传承，充分立足和适应了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坚持全国一盘棋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的制度性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

体现。深入理解和把握全国一盘棋的重大意义，有利

于我们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完善、巩固和扩大制度

优势。

（一）全国一盘棋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制度性

保障

“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

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

部队伍。”［21］制度之治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形式，是

一个国家抵御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障。在建

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一盘棋将

2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全社会凝聚在一起，团结起全国人民的力量，成功应对

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

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奇迹。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各地坚决服从党

中央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地方与中央、地

方与地方协调联动，实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决定

性胜利，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

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各

种重大突发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历史和实践证明，坚

持全国一盘棋是成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制度保

障，是确保经济社会始终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们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上会遇到各种未知的风

险和挑战，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能实现化危为

机、转危为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全国一盘棋是将党的制度嵌入国家制度的成

功范例

按照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基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

架，政党制度不属于国家制度体系而是属于社会范畴，

是议会制度中派生出来的主要发挥代表和表达功能的

政治组织。近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是

先有政党后有现代国家，政党是建立、治理现代国家的

核心。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

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

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

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22］中国共产党既

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领导核心，又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贯穿于国家制度体系的骨架和枝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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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方向前进是第一位的。党的制度内嵌入国家制

度体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来源，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

国一盘棋是党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在治国理政中的

体现和运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全党服从中央等原则在全国一盘棋中都得到了体现，

是将党的制度内嵌入国家制度的成功运用。

（三）全国一盘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

体系的独特优势

全国一盘棋的独特优势，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

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能够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能够确保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力量，为人民办大事、做好

事、解难事。

全国一盘棋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基

本精神和基本价值，是社会主义国家优越性的体现，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

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运用全国一盘

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运用好、发挥好全

国一盘棋的最优效能。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造就着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劲动力，是我们实现从追赶时代

到引领时代的重要因素。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一显著

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

飞跃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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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内法规公开主要包括党内法规文本公开和制定过程公开，是民主立规、科学立规、依法立规的题中之义。

党内法规公开在党内法规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和制度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当前在制度建设和实践

运作中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未来应当在合理平衡保密与公开、成本与效益等价值的基础上，从党内法规

公开的保密审查机制、统一平台、方式方法、追责机制等方面作出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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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内法规公开的必然性

党内法规公开是指将党内法规文本及其制定过程

向党的成员乃至社会公众公开，包括从制定规划、计划

到调研起草再到审批和发布的各个环节，以及各阶段

的成果和信息对外公开，以便组织成员和社会公众参

与介入，是民主立规、科学立规、依法立规的题中之义。

首先，公开是民主立规的前提条件。由个体联合

而成的组织，无论是社团、政党还是国家，为实现成立

该组织的基本目标，必须对成员保持有效的统帅整合

能力。这种统帅整合能力并非简单地诉诸暴力或者人

身依附所能持续，而是更多地依赖由成员的认同所形

成的组织权威。成员的认同则根植于其主体地位的获

得与维系，这一点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而越

来越明显。换言之，组织获得成员认同进而赢得权威

的关键在于兑现民主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经典作家

口中，反复强调组织的权力来自成员权利的让渡；也是

为什么在各国宪法文本中，一再申明组织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事实上，自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

织诞生至今，无产阶级政党就一直在探索党内民主，中

国共产党更是在总结了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

训后，在十六大报告中郑重宣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

命”，并在党章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

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民主立规因此成为逻辑必

然。继而，从民主的实现来看，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

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

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

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1］（P131）具体到民主立

规，应当确保党员群众充分获得党内法规制定的信息，

知晓党内法规制定的过程，了解党内法规制定的进度，

从而提升其对党内法规的认同感。特别是，作为一个

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间接

民主的形式，诸如制定党内法规这样的活动，如果离开

了公开，那么其民主正当性必将大打折扣。

其次，公开是科学立规的基本保障。良法是善治

的前提，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

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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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

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2］（P43）党内法规作

为“法”，体现“党的统一意志”，同样也必须尽可能提高

质量，提升“真理性”，才能确保依规治党真正成为管党

治党的不二法门，此即科学立规。如何才能做到科学

立规呢？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立法者应把自己看作

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

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

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3］（P183）也就是说立法是

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要准确地反映立法

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其中之

一便是公开。因为只有立法公开，立法者才能有效集

中众人之智，使所立之法更具有真理性，这也是法治主

义者认为法治优于人治的关键论据之一，即法是经过

众人的经验审慎考虑后制定出来的，而不是立法者闭

门造车主观臆造出来的。具体到科学立规，既然党内

法规所体现的是“党的统一意志”，那么全体党员才是

党内法规制定权的所有者，党内法规制定主体仅仅是

党内法规制定权的行使者，这就要求后者必须通过公

开党内法规制定过程，全面收集、准确提炼党员群众的

意见和需求，力求就党内法规所调整的事项在全党形

成最大共识，从而确保“党的统一意志”的真理性。

最后，公开是依法立规的必然要求。早在 1954

年，刘少奇就党法关系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

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4］（P247）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同其

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5］（P118-119）中国共产党在十二大明确将“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入党章，至今已成不刊之

论。其规范意涵是，党必须在宪法框架下开展党的各

项工作，包括制定和实施党章以及党内的各项规范性

文件。［6］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

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都将坚持“党必须在宪

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作为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

的原则。评判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是否在宪法和法律

范围之内，必须将其公开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需要

说明的是，作为行为规范的法，人们只有知道规范的内

容，才可以有所遵循，故而自春秋时期子产将刑律铸在

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以来，立法文本的公开就

是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立法文本的公开并非是

立法公开的全部内容，后者包括从确定立法项目到完

成立法最终结果的全过程。依法立规所要求的公开亦

概莫能外，必须通过公开来展示党内法规制定者是否

具有法定权限、制定过程是否遵循了法定程序、法规内

容是否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等等。

二、党内法规公开的

制度规范与社会实践

对党内法规建设规范化历史的考察表明，在改革

开放之前党内法规建设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一个典型

的表现就是，强调政治性、保密性，而公开性有所欠缺，

甚至连基本的党内法规文本都无法全部或者完整公

开，但这种情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推

进而逐步得到了改善。［7］

倘若是从制度规范上考察党内法规公开问题，那

么应自1990年颁布的《暂行条例》开始。在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制度化伊始，有关公开的规定相对比较简约。

就公开的直接规范来看，仅仅规定了结果公开，即公开

发布党内法规文本。同时，文本公开的范围有限、标准

模糊、方式不明，仅仅规定“有的党内法规公开发布”，

故即使文本公开也存在很大的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当

然，从功能角度来考察公开的话，《暂行条例》规定的党

内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制度，也应当视为公开的相关规

范。因为，征求意见意味着党内法规制定活动，不再由

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沿着封闭的通道单兵突进，而是开

放立规过程以吸纳党员群众的意见，从而成为党内法

规公开的重要内容。但是，彼时征求意见制度规范的

公开意义还是存在很大限度的，因为其将征求意见的

范围设定为“需经中央审议批准的党内法规草案”，并

且除非经中央批准得在全党征求意见外，只在一定范

围内征求意见。虽然《暂行条例》在附则中规定省级党

委制定党内法规的活动，依照本条例的基本精神进行，

但从相关规定的限缩精神来看，地方党委制定党内法

规活动中的征求意见程序是潜隐不彰的。因此，《暂行

条例》规定的党内法规公开刚刚起步，在总体上还是有

所欠缺的，相关工作局限在领导机关、相关职能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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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领导干部中开展，很难向全党公开，有时甚至有神

秘主义倾向。［8］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往往是多元的，中国社会各

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展开了包括党务公开在内的各

项公开探索，党内法规公开因此迎来了新契机。2004

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认真贯彻党员

权利保障条例，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

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

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

党内事务。”这是中共权威文献首次完整提出“党务公

开”概念。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

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特别

是，2000年国家法层面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对立法公开提出了规范化要求，深刻地影响了党

内法规公开工作。2012年出台、2019年修订的《条例》

就此对《暂行条例》作了大幅度的补充。

首先，进一步细化了党内法规文本公开的要求。

2012年版《条例》规定，“党内法规经批准后一般应当

公开发布”。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这里“经批准”是指对

党内法规草案的审议批准，不是说其公开发布需要批

准；同时，其强调“一般应当”公开，较之前的“有的党内

法规公开发布”，更强调公开是确定的和常态化的义

务。在2019年版《条例》中，更是通过“负面清单+公

开”的形式，再次强化了党内法规文本公开的要求，并

提升了“不公开”党内法规认定的可操作性。同时，还

明确了公开发布的媒介，即党报党刊、重点新闻网站、

门户网站等党的媒体。其次，进一步完善了征求意见

制度，将其前移至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环节；规定所

有党内法规草案都应当征求意见，不再限于中央党内

法规，并且为回应民主立规和科学立规的要求，强调应

当分别听取党代表大会代表、基层党员、干部的意见和

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后者则包括了非中共党员。特

别是，鉴于共产党领导党、执政党的地位，要求与群众

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必须听取群众意

见，从而明确将听取意见的对象拓展至党外。

当然，党内法规公开法理的不断成熟和制度建设

上的显著进步，并不意味着其在工作实践中的落实能

够一步到位。就文本公开而言，很多党内法规仍是秘

而不宣的，一般都是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在党内一定范

围内印发、传达的，特别是省级党内法规很多属于机密

范畴，［9］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惑。比如，中央分别

在2012年和2018年两次对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进行集中清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制定的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摸底，并分阶段、分批次地

作出了相应决定。但是，普通党员群众无法检索查阅

到决定的完整内容，很难弄清楚相关决定内容上的差

异性。第一次清理工作结束后，据官方媒体报道继续

有效的中央党内法规制度有487件，［10］但是为加大中

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开力度，中共中央办公厅

法规局以这次清理活动为基础，梳理编辑而成的《中央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1949年10月—2016年12

月》［11］，收录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只有260

件，两者之间的差额如何理解，如果是因为中央未批准

发布，那么对中央批准与否的标准可否有所说明？如

果确属不宜公开，那么是否可以公布党内法规名称。

同样的差异还表现在第二次清理结束后的报道中，废

止和宣布失效的中央党内法规110件，现行有效的有

220多件。［12］那么，即使两次清理工作之间没有出台任

何一件中央党内法规，也应当有三百多件（487-110=

377），两者之间的差额又当如何解释？此外，一项工作

应当体现标准的统一性，但是党内法规的相关数据统

计，有的单列党内法规，有的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并列；对客观材料的统计，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应

该是精确的，但相关表述往往是“大约”“左右”，故而党

内法规的相关数据在几次清理之后，仍然没有一个统

一的、精确的官方数据。前述新闻报道中提及经过两

次清理后，党内法规有4100多部，但是作为法律查询

权威软件的“北大法宝”，截至2020年5月14日，“党内

法规”栏收藏总数仅为2867件，“党内法规制度”栏收

藏总数进一步减少为1718件，与官方数据之间同样存

在相当大的缺口。这是当前党内法规建设工作的一个

缩影，可借此窥见党内法规公开工作的整体效果并不

理想。特别是党内法规制定过程，诸如征求意见等程

序的公开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以《关于新形

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为例，在文件稿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发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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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关于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问题、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

行）〉征求意见的通知》，共计收集到1955条修改意见，

扣除重复意见后有1582条，征求意见的对象包括各地

区各部门各方面，甚至包括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但是，征求意见由于各种原因

仍然限定在“党内一定范围”［13］（P54-57）。甚至有些党内

法规制定过程是否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都成疑，以

关于地方党内法规制定方面的党内法规为例，十八大

以来中共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在2012年《条

例》出台后，按照我们的传统和惯例，地方跟进制定配

套性或者执行性党内法规的可能性极高，但是笔者通

过网络一一检索了31个省级党委的制定情况，结果仅

有《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党内法规制定细则》《中

共海南省委党内法规制定规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党内法规制定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法规制

定规则》《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制定条例〉的实施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内法

规制定办法》等六部省级党内法规公开可查，由于制定

过程公开不到位，以致其他省级党委是否制定及如何

制定均无从知晓。

三、党内法规公开的影响因素分析

总体而言，影响党内法规公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保密—公开”的平衡；二是“成本—效益”的考量。

保密主要针对党内法规文本公开而言，“在某些特定的

领域里，保密的倾向产生于这些领域的客观的性质：凡

是涉及有关统治机构对外权力利益的地方，不管是面

对一个私人企业经济上的竞争者，也不管是在政治实

体中涉及外部的、潜在敌手的政治实体，处处都有这种

倾向……政治党派的运作并无二致”［14］（P314）。这种保

密需求在革命斗争或政治竞争环境下是不言而喻的，

而党内法规天然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这种

保密文化的深远影响，实践中部分党内法规甚至是通

过“口耳相传”这种点对点的方式传达的。但是，当下

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而且长期执政，过于强

调保密性已经不合时宜，相反我们应当从公开性这一

法的本质属性来展开党内法规建设。当然，包括党内

法规在内的政党事务毕竟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未来党

内法规建设一方面要坚持公开性原则，党内法规只调

整适宜公开的事项，而需要保密的事项因不具有立规

的成熟性而不制定党内法规。有研究者进一步建议就

此制定党的规范性文件的思路比较合理可行，因为党

的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性要求相对宽松。［15］另一方面，

要正确处理既有党内法规的保密问题，在之前党内法

规清理工作的基础上，对那些确有保密必要的党内法

规依法定密管理，待保密期届满后再依法解密公开。

“成本—效益”主要针对党内法规制定过程公开而

言的，任何运行程序的展开离不开一定的人财物等物

质成本的支撑，党内法规制定过程公开同样受制于上

述成本因素。一般而言，过程公开程度越高，相应的成

本也就越高，反之亦然。此外，部分党内法规针对实践

工作中某些突出问题，故而比较注重时效性，这与党内

法规制定过程公开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张力，我们可

以将其归纳为时间成本。正因为如此，“成本—效益”

成为每一项程序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题，即使是国家立法层面也不是每一项立法都会公开

征求意见。笔者认为，党内法规制定过程公开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但不能因此而否定

公开的积极意义和必要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效

益并不能仅仅从程序过程的‘直接成本’这一角度来分

析，而必须将程序的‘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等方面

结合起来考虑。如果程序过于简化，以至于满足不了

‘最低限度的公正’要求，则程序只能产生‘负效益’，其

效率越高则产生的负面效果越大；如果程序的简化在

降低直接成本的同时也导致结果有效性的降低，则并

不一定能产生效益”［16］（P97-98）。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

在各种价值和利益之间进行恰当的平衡而不是简单的

取舍。事实上，我们可以结合不同类型的党内法规，设

计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不同的公开程序，力求做到繁

简分流。比如，对于中央党内法规制定过程设计较为

严格的公开程序，对下位配套性的党内法规制定过程

设计较为简单的公开程序，因为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上

位的中央党内法规，而其已经在制定过程中公开过了。

四、完善党内法规公开制度的设想

党内法规公开工作的推进，首先离不开我们全党

在思想上对其价值的整体认同，可以说这种认同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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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公开工作的水平。当然，合理的制度安排反过来

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思想认同。笔者以为，未来需要重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党内法规公开的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公开保密审查机制。从

《条例》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趋势看，党内

法规公开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可见，明确

公开的“负面清单”是公开的前提性工作，如前文所述，

尽可能不要将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

关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纳入党内法规制定规划和计

划。如果这些事项已经制定党内法规或者必须制定党

内法规的，应当做好保密和公开之间的平衡。部分党

内法规包括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

的，应当借鉴政府信息公开的经验，公开可以公开的部

分，并对不予公开的部分说明理由，即使全部不能公开

的，也应当公开党内法规名称。

其次，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公开的平台建设。就党

内法规文本公开而言，《条例》规定应当在党报党刊、重

点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党媒上发布，总体看来形式较

为多元，但规定不够具体，操作性有待提升。受互联网

技术的影响，传统的党报党刊受众主要集中在党政机

关，覆盖范围已经大不如从前，故这应当是公开平台之

一而不是全部；重点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党媒虽说契

合了互联网时代的潮流，但是目前党委网站建设与政

府网站建设相比存在明显不足，各级党委的网站建设

水平参差不齐，以拥有党内法规制定权的省级党委为

例，很多都难以轻松找到其官网，这可能是因为其本就

没有建设相关网站，也可能是因为其网站名称个性色

彩较浓，一般党员群众难以搜索识别。所以，笔者建议

以统一党务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为抓手，借鉴政府网站

建设经验，统筹推进各级党委官网建设，统一规范各级

党委官网的网站名称、域名和网页设计，并开辟党内法

规公开专栏。除了新制定的党内法规需要及时公开之

外，各级党内法规工作机关还应当定期就对应层级的

党内法规进行梳理汇编，通过出版社公开出版或者内

部发行的方式供有需要的党员群众查阅。

再次，科学规范党内法规公开的方式方法。就党

内法规制定过程公开而言，《条例》规定党内法规草案

形成后应广泛征求意见，可采取书面形式和座谈会、论

证会、网上征询等形式。但是，这几种形式都有各自的

特点，分别适合不同类型的党内法规。其中，书面形式

的特点在于正式性，对象一般限定在特定范围内，时间

成本相对较高，适合需要向特定群体征求意见的党内

法规；座谈会的特点在于简便灵活，对象相对比较集

中，时间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各种类型的党内法规；论

证会较之于座谈会则更为注重专业性，对象相对更为

集中，时间成本更低，适合技术性或者专业性较强的党

内法规；网上征询的特点在于覆盖面广泛，公众参与门

槛低，但意见整理归纳任务较重，适合涉及新生领域需

要广泛收集党员群众朴素想法的党内法规。可见，为

了提高公开的实效性，未来应该就不同类型的党内法

规运用何种公开形式作出明确规定。

最后，合理设置党内法规公开的追责机制。古语

有云：天下大务，莫过赏罚。法治的运行机制与之高度

契合，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

其中，行为模式就是规定人们可以行为、应该行为、不

得行为等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就是对人们是否遵守前

述行为方式的评价（赏罚）。党内法规公开规范除了规

定行为模式之外，也必须有必要的追责机制，以形成相

应的倒逼效应。然而，《条例》并没有规定党内法规公

开方面的责任，虽然党内法规的实施主要靠自觉，但是

完全离开了责任倒逼机制，其实施的效果显然难以乐

观。正因为如此，《条例》第三条强调党内法规“依靠党

的纪律保证实施”。笔者认为，未来应当将党内法规公

开明确纳入党务公开范围，并作为重点监督和追责的

内容。党内法规制定主体应专门向上级组织报告公开

工作情况，并作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

考核内容，纳入党员民主评议范围。对工作不力并造

成不良后果的，应当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党的组织、党员

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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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的美方逻辑是资本理性，可归纳为贸易问题上的失衡幻觉→理论认知上的重商主义→经济

霸权上的危机意识。究其根源，经济利益敏感、经济理论偏执、经济霸权意识均是源远流长的美利坚经济民族主义

的体现。经济民族主义既有经济模式又有文化传统的原因，二者综合概括为民族经济模式。通过中美经济模式的

分析比较，借鉴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以人的本质为核心、价值概念为枢纽、民族文化为基础，探索规定民族

经济模式的概念，提出中国是和合市场型、美国是竞争市场型。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民族经济模式之争。经济全球

化具有二重性即民族经济模式的“多元性”与“一体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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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3 日，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

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宣称“这才只是开

始”，意味着美国正式发起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美因新冠病毒源头而爆发

的争执和矛盾不断升级，对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产

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至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任内

的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内容是对3700亿美元中国对美

出口产品加征7.5%至25%的关税，针对华为和半导体

芯片实施禁令，以及一个加长的实体清单，其最终目的

是与中国“脱钩”。特朗普的总统继任者拜登宣称：“中

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不是最大的敌人。”拜登

就职第一天，美国就对中国企业的特定电连接器和保

持架组件及其产品发起几项337调查。事实证明，无

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中国均被视为美国在贸易领域

的最大竞争者。拜登表示，他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人

选戴琦将把矛头对准中国的不当贸易行为。戴琦批评

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仅具“防御性”，呼吁实施“攻守兼

备”的政策。戴琦更认可贸易政策应联合盟友而非美

方一意孤行，倾向于联合美国盟友组团针对中国。美

国新任国务卿的外交行为佐证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拜

登政府贸易政策将是升级或变异版的特朗普单边主

义。由美国政府一系列、连续性、升级化的贸易保护主

义举措，我们判断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短期内不

会结束，因此，我国应积极主动地提前采取措施，做好

打一场“经济持久战”的思想和行动准备。美国作为事

实上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既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倡

导者和推动者，又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还是世界贸易

规则的主导性制定者。特朗普积极主动的对华贸易摩

擦，就像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中国经济的大而不强，我国还处于世界产业分工、价

值生产和分配链的低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中兴、华为芯片案例就是最好的证明。中美贸易摩

擦使我们应首先反思我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外贸政

策、经济结构，更进一步，剖析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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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理论。归根结底，现实国际经济问题存在民族经济

历史积淀的深层影响，即物质利益矛盾背后的价值观

及意识形态差异，也就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趋势

下的民族经济模式多元性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综述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从原

因、本质、影响和应对等方面展开，但尚未形成定论和

统一的研究范式。在原因和本质方面，张震等（2018）

认为表面原因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深层原因是美

国转移国内矛盾、遏制中国技术进步；林明臻等（2018）

认为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徐增文

（2018）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认为根

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陈继

勇（2018）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中国模式与华盛

顿模式之争；白暴力等（2019）认为，实质是争夺和占领

（重新瓜分）世界市场，根源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

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张明志等（2019）

认为起因是贸易失衡，但本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

遏制；李晓乐（2019）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认

为本质是无限追求价值增值的资本逻辑，单边主义行

径是按照资本“自己的面貌”再造世界；江凌等（2019）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只是一

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种国家战略和政治利益博弈、经

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博弈；陈江生等（2019）基

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视角，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战”

的本质是维护其垄断地位；蓝庆新等（2019）借鉴库普

曼的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指数，对中美两国在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和比较，认为根本原

因是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升级；张岩（2019）研究认为表

面原因是贸易逆差，但实际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

结构的差异、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全球价值链的形

成密不可分；余永定（2019）认为深层根源是美国不同

阶层的分配问题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中国的发展严重

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黄露赟等（2020）批判了中美贸

易摩擦中的现代重商主义，认为美国的目的是维护经

济和技术霸权；谭培文等（2020）认为意识形态是中美

争端的核心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对与

赢得中美意识形态博弈的关键抉择；陈子烨等（2020）

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认为根

源是中国摆脱“技术—市场”依附式发展以及美国相对

衰落所导致的国际分工格局现实和潜在的变化；韩艳

红（2020）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分析认为，根源在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本

质是帝国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发展

道路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反映；胡鞍钢等（2020）基于国

家能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双维视角，认为内因在于美国

国家能力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整体处于“国家能

力赤字”状态；杨勇萍等（2020）基于西方对“中国模式”

的认知与反应，认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发展

道路竞争。

在影响和应对方面，李春顶等（2018）通过构建包

含29个经济体的大型一般均衡数学模型进行评估，认

为美国增加制造业就业的企图不会实现；俞萍萍等

（2018）认为影响包括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贸易安全

受到威胁、通胀与通缩压力并存；董小君等（2018）提出

应对之策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调整结构与扩

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和贸易质量、坚持创新驱动战

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高惺惟（2019）分析了中

美贸易摩擦的金融影响，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应

对策略；吕越等（2019）基于WITS-SMART模型进行分

析，认为将会导致中美双边贸易规模下降，并产生贸易

转移和负面示范效应；潘长春等（2019）基于DVAR模

型进行评估，得出贸易摩擦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

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结果，其中间环节是两国之间的

贸易依赖程度；刘越等（2019）从斗鸡博弈视角深入分

析，证明战则两败，和则双赢；程永林等（2019）从国际

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理论模型，

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认为中国应对美国

利益集团区别对待；张爱玲等（2020）研究发现加征关

税直接缩减了中美贸易规模并改变贸易结构，中国应

采取的应对策略包括积极开拓新市场和创造替代品，

扩大内部需求，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等；陈继勇等

（2020）研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两国的战

略博弈且经济“脱钩”的风险急剧上升，中国需要在增

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与美国加强沟通与合作；刘建江等

（2020）认为贸易摩擦对中国有全局性与长期性、局部

性与短期性影响，中方应在内通过推进中国制造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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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增强实力，对外应扩大中美利益交集等优化外部环

境；薛熠等（2020）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对我国

整体的失业、通胀带来显著影响，但对企业营商环境带

来负面影响，企业应以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积极进行实

体投资、扩大贸易伙伴范围等；斯蒂芬·S.罗奇（2020）

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相互依存所产生的典型冲突，两

国间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中美各自解决内部的经济问题

和失衡问题，对中国而言，需要继续进行经济再平衡和

结构性改革，将庞大的储蓄盈余用于应对国内的各种

挑战。另外，宋泽园（2019）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

解释，认为中美贸易增加了两国的社会福利，但是，对

于美国来说，消费者得以福利增加而生产者福利却是

减少的。轩传树（2020）系统梳理了国外共产党、工人

党的观点，他们表达了对美国的谴责和对中国政府理

性应对的支持。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在

贸易失衡、战略遏制、全球价值链等方面，研究角度有

政治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政治学等，而

从中美经济模式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献较少，缺乏从民

族传统、经济史、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本文在现有文

献研究的基础上，从民族经济维度深入探索根源，进而

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展望未来趋势。

二、贸易问题的本质：经济民族主义

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基

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贸易问题上的失衡幻觉→理论认知

上的重商主义→经济霸权上的危机意识，是资本理性

的体现。从经济思想渊源看，经济利益敏感、经济理论

偏执、经济霸权意识均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实用主

义浓厚的美利坚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

（一）中美贸易问题的美方逻辑思维探析

中美贸易逆差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逻辑

起点。由于中美对贸易统计核算方式存在差异，双方

对贸易收支平衡的判断不同，美方认为存在巨大贸易

逆差的原因是缺少统计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综合而

论，中美贸易基本平衡。另外，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

的地位，是美国国际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贸易逆差

是美元输出的一种形式，以铸币税、缓解通胀、换取商

品和服务事实等使美国获得了实际利益。但从两国的

贸易结构分析，我们会发现美国由于逆差输入大量价

格低的优质中国产品，中国进口的美国的产品附加值

较高，而且，中国想要购进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政府以

国家安全等理由禁止出口，其实，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获

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另外，对中国来说，大量的美元

占款严重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事

实上，有关全球价值链的大量经济理论和研究均已表

明，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

位的国家，往往是全球分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从中

美两国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美国无疑

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从而获取了更多的分工利益。但

是，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由于实行按要素分配

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所有者是主要的受益者，劳动

者相对来说获益较小甚至成为受损者。在美国内部利

益分配失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缺乏有效调节机

制的情况下，转移矛盾由外部因素买单成为美国这个

总体“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巨

大的中美贸易逆差，给美国财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损

失，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实际

上，这种简单思维是被历史淘汰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变

种和升级。因为根据重商主义的观点，金银货币是财

富的存在形式，只有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顺

差获得金银的净流入，国家才能变得富有，反之则会使

得国民财富遭遇损失。随着世界金本位的崩溃、布雷

顿体系的解体、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确立，以及在当前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的贸易逆差有其存在

的历史必然性，重商主义根本就不适合美国第一大经

济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事实上，

相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更关注中国的贸

易顺差，认为当前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载体的贸易体

系，更有利于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利益，促使中国逐步

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特朗普

政府的以美国利益第一、美国绝对标准的所谓公平贸

易观，否认由美国自己主导构建的现行国际贸易秩序

的合理性，无视各国的资源禀赋、历史背景、发展水平

和制度差异，蓄意破坏WTO的公平贸易原则，试图单

方面固执地追求自身贸易利益的同时，削弱中国在国

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以达到遏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

虚幻目的。毫无疑问，特朗普的逆历史潮流的现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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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思想，既不会给美国带来贸易顺差和就业扩

大，也不会逆转中国历史性的必然崛起，只会让美国失

去国家信誉和主导地位，促进中国走近世界经济舞台

的中央。从美国加税主要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

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的产品，美国商务部对

中兴、华为实施制裁，以及所谓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来

看，美国的长期性意图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遏制中国

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力保美国的绝对技术优势，维护

美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的高端地位。美国以中美贸

易摩擦为契机、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中国技术进

步为目的，声称中国学生是“潜在间谍”，限制给中国赴

美从事高科技专业的留学生发放签证，不惜以有损于

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的方式，以釜底抽薪的手段从“以

人为本”上遏制中国的崛起。另外，美国拉拢伙伴国参

与对华贸易摩擦，由中美单挑性的双边贸易摩擦，扩大

为组团打群架性的国际多边贸易摩擦，例如美国、墨西

哥和加拿大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的

贸易协定被命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美国理事会会议——《中亚贸

易和投资框架协议》（TIFA）；美国还打算与日本、欧盟

和英国谈判三项独立的贸易协定，并与智利制定和执

行《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一系列举措表

明，贸易摩擦的战略目标严重超出了保护制造业和减

少贸易逆差的限度，妄图阻止甚至扼杀中国技术密集

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确保美国相对于中国

的技术优势，从而延续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

（二）美方逻辑背后的美利坚经济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应该明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西方国家

是一国一族，民族是国家层次上的概念，西方国家不承

认国内存在不同的民族，只承认存在不同的族群。众

所周知，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

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

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P68）。民族经济利益作为

民族整体的利益，通过民族间的利益矛盾的形式反射

性、间接性地表现出来，往往带有对立性、对抗性、矛盾

性的色彩，其中，经济民族主义是极端形态。民族主义

是指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行

动。民族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是指西方民族国家以本民族经济利

益为出发点，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为目的，

根据本民族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结构，在国际贸易中有

选择性地采取开放或保护性政策。经济民族主义，表

现为以经济政策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来反对自由贸

易，以促进民族国家利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

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重商主义是一种贸易保护主

义，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加征关税等

保护主义政策来加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以保护本国

产业。有学者将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称之为现代重

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同

时，创造了重商主义。”［2］（P601）重商主义是民族主义与

经济思想相结合的一种贸易理论。美国是有浓烈的经

济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利坚的民族经济利益始终

是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早在18世

纪末期，美国建国初期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可谓是美

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鼻祖且不乏传人。美国建国初期

由于经济水平落后于英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采取有利

于本国产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亚当·斯密认为美国

关税保护政策“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

会加以妨害”［3］（P23）。在美国经济逐步发展强大，在国

际竞争中占有比较优势时则倡导世界贸易自由化，尤

其是克林顿政府主张全球自由贸易。特朗普认为中国

经济发展威胁到美国经济霸权，采取了单边主义的贸

易保护政策。可见，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只是利益获

取的手段，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是实质。历史上，美国

对迅速崛起的日本发动了6次行业贸易摩擦，显然，此

次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又一次具体表

现。美国国内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执行的是以政治

民粹主义为名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这套政策对各

种生产要素、产品、服务、投资和人实行严格的边境控

制，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改变贸易平

衡，服务于美国利益。［4］“特朗普经济学”的“美国优先”

“增长至上”“榜样引领”等原则，实际上属于经济民族

主义范畴，这些原则的贯彻实施体现为许多极端的经

济政策，中美贸易摩擦体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是

其中之一，目的是“重构中美贸易关系，使美国再次伟

大”。“美国优先”的核心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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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美国放弃多边贸易体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主张

采取高关税等重商主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扩大国内

就业。“特朗普贸易信条”（the Trump Trade Doctrine），

是指任何贸易协定都必须基于提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降低贸易赤字以及加强美国制造业。［5］在中国

强势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两国GDP差距快速

缩小，中国科技研发投入迅速增长并在某些领域与美

国展开竞争的情况下，遏制中国以维护美国在科技领

域的领先地位就是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摩擦正是“美国

优先”的题中之义。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会立即取消

对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许多国内外学者通过对拜登

的言论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会很快停止，将呈现

常态化、长期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但是，经济民族主义

并不会阻止经济的全球化，但意味着国家间竞争模式

的变化，即从国际层面的竞争转向内部的民族经济模

式竞争，以及通过重塑民族经济模式来重新强化其外

部影响力。

三、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因：

民族经济模式

经济民族主义既有经济模式又有文化传统的原

因，其中，经济模式是直接原因，文化传统是深层原因。

中美贸易摩擦既有经济民族主义的一般性又有特殊

性，一般性是指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有同美日贸易摩擦

相同的经济利益之争的一般因素，特殊性是指中美两

国在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其中，虽然中美两

国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存在

本质差别，美国甚至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此轮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所

以，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中美贸易摩擦，我们从中美

经济模式与文化传统两方面考虑，探索规定民族经济

模式的概念。

（一）中美经济模式的分析比较

经济模式，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中具有

总体性、一般性的本质特征，并贯穿经济主体发展的始

终，在经济社会中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经

济模式最初由政治学者提出，其后主要由政治经济学

者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以现象描述法为主。目前，学界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内涵存在很多争议，例如，林毅夫、

张维迎、程恩富、张维为、张宇等学者进行了探讨，但是

它本身已是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有待进一步理论概

括。科学解读中国经济模式，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辩

证法，既要关注现象又要深入本质；既要在比较中发现

个性，又要从联系中发现共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制度就是经济关

系，就是经济基础。所谓经济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的

所有制及其构成，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

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因此，只有从

经济制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经济模式的本质及其内

在逻辑。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和实现形

式，是所有权体系的制衡所形成的占有权、管理权、监

督权对经济活动的界定与导引。经济结构是经济制度

通过经济体制而在总体经济运行中的存在形式，经济

运行机制则是经济结构动态运作功能的体现。对外经

济交往是国内经济主体与国外经济主体展开的货物、

货币、服务、技术等交换活动，是国内经济各层次矛盾

在对外交往中集合性的体现。

中国经济模式以劳动者为主体、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特征如下：（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发挥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3）国有经济为主导，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4）独立自主的开放型经济，多边

合作共赢战略。美国经济模式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资本主义为指导，特征如下：（1）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

本经济制度。（2）市场竞争经济体制，政府是“守夜人”

角色。（3）私有经济占主导，国有经济成分依经济形势

动态调整。（4）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开放性、控制

型的全球化经济。综合而论，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是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还在进

一步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需完善，经济结

构需逐步优化和升级，属于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模式特点是“大政府，小市场”。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成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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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经济结构高级化，对全球经济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控

制力的强国，经济模式特点是“大市场，小政府”。

（二）由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得到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这个概念是由苏联民族学家托尔斯

托夫、列文、切博克萨罗夫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其

基本含义是“指一定的经济与文化特点的综合体，它在

历史上形成于处在相似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并居

住在同样自然地理条件下的不同民族中”［6］（P207）。中

国学者给经济文化类型定义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

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

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

合体。”［7］（P85）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入

手，通过对各民族群体居住地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异同

的分析比较，解析环境因素对民族经济和文化特质的

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形成“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

特质”的逻辑框架，得出人地关系的一般规律。但是，

经济文化类型存在“地理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论”的

问题，历史地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

用，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

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受自然的限制非常明显。随着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业革命的爆发，科学技术的迅

猛发展，虽然，自然对人类的限制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已经极速退却，相同的地理环境下各民族的经济、文化

特征呈现出极大差异，所以，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价值

具有历史的阶段局限性。因此，我们尝试从工业革命

后的经济阶段出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角度，以及以

民族国家为单位构建民族经济模式的概念，突出民族

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性作用，强调特定历

史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挥了某种特殊重要作用。

（三）民族经济模式概念的构建

中国具有农业文明、小农经济的悠久的历史传统，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处于主体地位，政府推行重农

抑商的政策，有意识地控制和限制商业的发展。中国

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大一统政体，由于土地所有权

的皇帝所有，经济发展的决策权主要在中央政权，官僚

地主获得土地的占有经营权，农民依附于土地，获得土

地的使用权。中央政权对经济进行直接控制，主要运

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起到辅助和次要的作用。对

外经济交往上，采取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朝贡制度，采

取相对封闭的、有限联系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农业生

产方式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官文化和小农意

识，提倡天人合一的和合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

局使得合作共赢意识源远流长。

美国模式是商品经济、工业文明的传承发展，有利

于投资、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它起源于英国，在美国

达到顶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柯茨认为：这种模

式中“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

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

本；劳动者只能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

得和社会权利；人们对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总体认识是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8］（P12）。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在资

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带有浓

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一直而且将继续以塑造

市场为中心。美国宣扬自由平等观念，抽象假设每个

人都是拥有生产要素的“经济人”，文化中充满功利主

义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坚信市场竞争可以实现社

会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有效地形成个人利益和社

会利益的统一。

通过对中国、美国两个典型经济模式的比较、分析

与归纳，借鉴和发展经济文化类型的概念，我们给民族

经济模式定义为：在历史上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财

富观、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下，并有相似生产方式和相

近经济水平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共同体经济

发展方式。由此定义，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指导和实践，以我国为典型代

表的文化圈的经济体的民族经济模式是和合市场型，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圈的经济体的民族经济模式是

竞争市场型。

四、民族经济模式的构建逻辑：

人→价值→文化

毋庸置疑，价值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概念，价值观是

文化的重要内容，价值观对价值的规定是文化与经济

的联结点。价值和价值观都是人的创造，人是经济的

主体与目的，对人的理论假设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反映

文化对人的认识和界定。总之，经济理论是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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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的概括，从而是民族经济模式的精髓，价值和人

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决定经济基础进而经济理论的

贯通枢纽，所以，文化是民族经济模式的基础。

（一）人：民族经济模式的主体

对人的理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人性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

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

观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中的人，对人的

本质“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

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9］（P669），这里所说的

人的一般本性是指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只有这样才能

科学地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的经济行为。而唯心史观却

采用了抽象的人性论来揭示人类的本性，认为满足人

的共同本性的要求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和制度变迁的

根本动力。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在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社会关系中，“经济人”作为“人的本质”

的一种产物出现了。这种抽象不是古典经济学家发挥

想象力，想要在理论上进行抽象，而是现实的社会生产

关系本身在促使他们进行这种抽象。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

制度前提，把每个人视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自由、公

平、法治的市场是人权的最好体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

最佳手段，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

态。经济人的理性，事实上是资本的理性，因为，“自

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抽象价值观，是以每个人是私

有者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是资产阶级的

价值观，符合并服务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两极分化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现实的人”，资本、土地所有者相对于劳动者占有绝对

优势，因为，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才

能生存，表面上的市场公平交易，劳动者具有与资本家

讨价还价的权利，其实是劳动者有且只有出卖劳动力

的权利，反映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后的被迫与不

公平。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

应，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

裕的本质，既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率，又能

保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现实的人”，既是劳动力商品又是生产资料的

所有者，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从根本上保证

劳动者的生存权，而不是西方抽象的和虚假的人权，是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和体现。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与中国传统

的集体主义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

的统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层面的价值准

则得到了体现。

（二）价值：民族经济模式的枢纽

民族经济模式的多元性，直接原因是价值理论的

不同，即对价值、价值来源、价值量、价值规律的认识存

在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尤其是人的社

会价值，即人对社会的有用性，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相通，因为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劳动

是“现实的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付出，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劳动价值论。

西方主流的均衡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物对人的有用性，

源于人对物的主观评价，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决定价值，

把价格与价值等同，劳动只是价值的一个来源，进而把

人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是“以资为本”的物质主义。正

是由于价值及其价值理论的不同，导致人们经济行为

和文化特质的差异，所以说价值是理解民族经济模式

的枢纽。

劳动价值论强调价值由劳动创造，随着人类生产

力的进步，生产演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分工与协

作成为劳动的基本方式，价值是共同劳动的结果，由生

产决定分配，价值分配自然应该按劳分配，同时，由于

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劳动创造的，生产资料也理应属于

劳动者共同所有，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直接或间

接统一计划生产和调节收入分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

论认为，价值反映的是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社

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性是人类存在的主要

特征，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人际

关系的日益紧密，人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个别价值只有转化为社会价值，私人劳动得到社会的

认可和接受，才能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

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

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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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现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统一，个人价值在集

体价值下才能实现，集体价值的目的是个人价值，既是

人社会属性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化生产力和劳动价

值论的必然。

均衡价值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理论，其

以“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等抽象理论假设为基础，

构建数理模型来解释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该理论

强调价值由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分配应该

按生产要素分配，即“三位一体”公式。“经济人”假设是

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每个人都是生产要素所有

者，通过公平、自由的市场交换和竞争，每个人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促进了社会利益。“自由、民主、平等、人

权”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

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经济基础，在资产阶级看来，

市场是与自由、平等紧密相连的，市场是天生的自由

派、平等派。市场是那只“看不见的手”，通过调节商品

价格引导供求平衡。这种基于市场自由流通的供求关

系，客观上要求民主下的法治、平等市场主体、人权的

保护，因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经济的绝对自由以

及个人的绝对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是整个西方社会核

心价值观的基础，奠定了当代西方市场本位和个人价

值至上的核心价值理念，同时，西方核心价值观也强化

了自由市场经济。

（三）文化：民族经济模式的基础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

产品的总和，是各个民族的整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

价值系统，也可以说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成果的结晶，即精神

产品，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价

值观、信仰、宗教等，和政治、经济是并列的。本文讨论

的文化和经济关系的认识，是狭义文化的概念。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

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

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

的。”［10］（P11）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态度分为两类：一是

人们对财富的态度，这是受不同的传统文化影响的；二

是人们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即工作态

度，这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传统文化精神对

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塑造人们的价值体系，告

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引导人们参与有价值的经济和社

会活动，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

会经济活动取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文化对经济的影

响，认为西欧新教教义对个人追求财富的鼓励及努力

工作的肯定孕育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催生了西

方工业革命。Greif和 Tabellini研究认为，中国和欧洲

的文化差异导致宗族组织和公司组织成为各自社会维

系成员合作的基石，强调文化和制度相互作用并最终

导致中西方历史大分流。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

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是经济决定论，我们认为，此类观

点失之偏颇，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结

合考虑，生产关系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在一定的经济发

展阶段，生产关系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

建筑可以巩固或动摇经济基础。显然，文化是上层建

筑的范畴，文化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展道路、对外交往，进而影响、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经济模式的

决定作用，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分析经济与文化的辩证

关系，以价值概念为枢纽、以人的理论假设为核心，探

讨文化对价值概念的规定性，以及对经济学意义上的

价值概念内涵的影响，进而不同文化对经济学价值概

念的本质界定，决定不同民族的个体人的经济意识、经

济行为，由微观到宏观地塑造民族经济模式。

总之，中美贸易摩擦根源是民族经济模式的差异，

美国不愿接受具有不同民族经济模式的中国的崛起。

中美贸易问题，从民族经济模式看，经济一体化是和

合，文化多元化是竞争，和合与竞争是辩证统一的，是

人类社会的合类性的历史和规律的客观表现，和合是

主流，竞争是动力。从表面上看，中美贸易问题的利益

之争是分，实质是合，分是合的反面表现，因为没有合

就没有分，有分工协作就有竞争和利益分配，但是，在

合理规则下的公平竞争才能有利于双方整体利益和单

方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个世界，各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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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

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中美

双方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民族经济模式竞

争和合，从长期来看，既符合中美双方的经济利益，又

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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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merican logic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is capital rationality，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illu⁃
sion of imbalance in trade issues，mercantilism in theoretical cognition，and crisis consciousness in economic
hegemony. The deep-rooted American economic nationalism behind the trade issues reflects the deep-seated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economy. Economic nationalism is influenced by both economic model and cultural tra⁃
dition，and the internal cause is national economic model.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economic
mode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heory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types of
ethnology，and taking the concept of value as the hub，human nature as the core，and national culture as the ba⁃
si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and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is the type of sum
division，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type of competitive market. The essence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is the
disput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duality，that is，the“pluralism”and“integra⁃
tion”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 It is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tren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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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际关系视角下
中国政府机构规模特点研究

刘朋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 要：政府机构规模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组织保障。通过比较近20年以来不同层级政府数量的变化发现，政

府纵向层级组织结构规模变小，区域格局变化明显，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区域分布由“东大西小”的梯次递减格局

演变为“中大西小”，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由“东小西大”差序格局演变为“东西齐高”均衡格局。而在“同构”式职

责配置模式下，地方政府横向部门组织结构规模呈现出异构性特点，且组织层级越低，组织结构规模相对越小。在

理顺政府部门间关系基础上，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业务流程的整体性、系统性整合，进一步优化政府工作部门组

织结构规模，将是地方政府机构治理亟待加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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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组织运作有赖于系统完备、科学有效的组织机构。

机构是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的载体，是组织运行的组

织保障。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其机构设置科学性、

合理性，机构规模适度化与结构合理化程度，直接影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优化政府机构

设置和职能配置，是建构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

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题中应

有之义。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组织重塑及优化之路。省市县各级在涉及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

机构职能要保持基本对应，是政府条块管理体制下中

央与地方政府职能有效传接的基本遵循。有学者将我

国政府间的这种职责对应关系概括为“职责同构”［1］。

机构是职责的组织载体，组织及其机构设置体现了职

责与权力划分。那么，在“同构”式的职责配置模式［2］

下，政府机构设置是否也保持一致？有研究表明，2018

年机构改革后，省级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设置保持着高

度一致性，机构同构性特征突出，且规模差异不大，绝

大多数维持在42—43个左右。［3］副省级市政府工作部

门规模数量差异也不大，维持在37—38个左右。政府

工作部门规模的大小与中央明确规定了各级党政机构

设置数量额度有直接关系。①若单从政府工作部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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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看，地方政府机构规模差异不大。政府机构规模

不仅包括横向职能工作部门数量及其内部组织结构空

间规模大小，而且也包括纵向层级的组织结构规模。

那么，经过历次机构改革，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后，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规模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呈现什

么样的特点？在政府工作部门设置同构和类聚的情况

下，地方政府工作部门的内部组织结构空间规模是否

也保持高度一致性？显然，这一系列问题假设验证均

绕不开政府机构规模尺度标准这一核心问题，即如何

科学合理地判断地方政府机构规模［4］。

当前学界在讨论政府机构规模时，研究的核心议

题往往聚焦在影响政府机构规模因素以及政府机构规

模适度化问题上。已有研究大多立足财政学或经济学

视角，从财政支出规模角度讨论机构规模相关问题，并

试图从国际比较中探寻中国政府机构适度规模尺度。

有少部分研究用机关法人单位数和政府工作部门数来

衡量政府机构规模。机关法人单位一般是指经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批准建立的各

级党政机关和国家机关。通过机关法人单位数能够从

宏观视角间接测算政府机构规模，反映的是“广义政

府”概念下的机构规模，无法呈现出政府机构规模的内

部结构。政府工作部门数量反映了政府宏观职能部门

组织规模大小，但无法说明政府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

空间大小。宏观规模呈现的是组织外部形态大小，无

法反映组织内部结构形态。组织的宏观规模一致性并

不必然代表组织内部结构空间布局相同，而已往的研

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组织的宏观规模及其内部组织

结构的空间规模是分析机构规模缺一不可的两个面

向，单一向度论证分析的有效性往往不足。还有少部

分研究结合财政支出和人员规模来衡量政府机构规

模，试图通过多维度来全面分析政府规模，但脱离了政

府组织结构，显然无法直观呈现机构规模的结构化特

点。无论是从财政学，还是组织人事、机构管理的视

角，已有研究更多是聚焦在对政府宏观职能部门规模

的分析，对政府横向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空间和纵向

层级组织结构规模分析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对中国政府纵向层级组织结构规模的变化关

注不够，即对纵向上不同层级政府间权力运作的组织

结构空间变化研究不足；二是缺乏对政府工作部门的

组织结构规模的系统分析，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权

力运行的组织结构空间规模系统比较研究匮乏；三是

纵向政府层级厚度和横向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规模交叉

验证分析不足，多维度综合分析欠缺。政府间权力配

置的静态组织结构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以及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上。全面系统地透析中

国各级政府间权力配置的静态组织规模，一方面要明

确政府职能组织规模及其组织结构布局，另一方面还

需立足政府间关系，在纵向上比较不同层级政府组织

结构规模，横向上比较同级政府部门组织结构空间

规模。

二、研究设计：

理论基础与方法说明

系统地理解和分析中国政府机构规模，关键要立

足政府机构管理实践，注重宏观组织、中观结构和微

观运行三个维度相结合。由此，本文试图立足纵向和

横向府际关系视角，以政府组织结构为切入点，聚焦

2018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省级和副省级市政府部

门的机构设置情况，深度解析中国政府机构规模

特点。

（一）理论基础：政府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是组织职责权划分所形成的结构体系，

体现了组织各部分的排序顺序、空间位置、聚散状态，

是管理系统的“框架”。［5］（P20）组织结构反映了权力配置

的组织逻辑。府际关系直接影响政府权力配置和布

局。政府组织结构是横向和纵向府际关系下权力配置

的管理组织架构。中国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一方面

按层级制的组织形式，形成了由国务院及其领导下的

各级人民政府所组成的纵向的组织结构，即中央、省

级、地市级、县级、乡级；另一方面，国务院与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又按照职能制的组织形式，在本级政府的领

导下设立若干工作部门，形成横向组织结构。［6］根据

1997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

理条例》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

例》，政府工作部门一般由办公厅（室）、组成部门、直属

机构、办事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等构成。［3］一般而言，政

府工作部门均属于常设机构，不包括为完成某些临时

性工作任务而设置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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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府工作部门由若干个履行部门职责的内设机构组

成。内设机构的设置与数量规模往往反映一个工作部

门业务职责与权力运行空间的划分。在中国公共机构

治理框架中，部门内设机构处于引导与控制整个机构

治理体系的“核心层”位置。［7］内设机构设置的科学性

与合理性直接影响部门职能履行效果。从我国政府机

构管理实际来看，政府横向职能组织结构实际包含三

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整体性概念下由职能部门构成

的行政组织；二是中观层面，政府职能分解基础上设立

的工作部门，是行政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三是微观层

面，政府部门职责分解基础上设立的内设机构，是政府

职能部门构成的基本单元，行政组织运行的最小组织

单元。从历年机构改革实践看，在政府横向组织结构

调整中，一般更注重政府职能部门间职责体系与机构

设置的优化，往往容易忽视职能部门内部业务流程和

内设机构的优化调整。前者关系政府部门间的职能划

分与协同配合，是政府组织有效运行的基本前提，后者

关系政府部门内的职责分配与权力运行，直接影响政

府部门职能履行，是政府组织运作的根本保障。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

力，明确职责。”［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决定》明确要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推进改革，

提出“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科学配置

权力”。科学设置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是发挥有限机构

编制资源效益的现实需求，实现机构改革优化协同高

效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在政府横向组织结构规模的

考察上，不仅要比较宏观组织规模，而且要在宏观组织

规模基础上比较政府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空间规模。

（二）研究对象

为全面呈现中国政府组织结构规模特点，本文研

究对象囊括中央、省级、地市级、县级以及乡级政府。

在分析政府横向组织结构规模时仅选取国务院部门、

27个省区政府、4个直辖市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比较分

析对象。从不同层级政府在机构改革中所处的角色和

作用来看，国务院作为中国最高行政机构，统领全国地

方政府行政工作，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具有统一领

导地位，发挥着决策部署与执行监督作用，其部门机构

设置是全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航标。在政府组织层

级中，省一级属于地方一级设置，处于中央与地方关系

的核心位置，是国家重要的政治层级。［9］既不属于过于

宏观的层面，又不属于过于微观的层面。在机构改革

中，省级政府一方面要提出本级机构改革方案，另一方

面又要制定省域内所辖市县区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

作为指导下级政府机构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省域内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设计者。

（三）资料来源与数据统计说明

政府机构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建设“透明

政府”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力度的不断

加强，机构信息公开已成为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

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其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和财政

预决算等部门信息。《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明确

提出，“地方政府部门在公开预决算的同时，应当一并

公开本部门的职责、机构设置情况”。基于此，笔者通

过各级政府及部门官方网站，搜集整理了政府部门

2020年预算报告、部门“三定”方案以及官方网站“信

息公开”栏目公布的部门机构职能与机构设置简介，建

立了国务院56个部门、省级政府1373个职能部门和副

省级市政府571个职能部门的机构信息资料数据库，

涵盖了政府部门机构名称、部门属性、部门类别、职能

内容、职能条目数量、内设机构设置及数量、部门总支

出、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机关运行经费等部

门信息，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资料。

为保证所获取的机构资料信息真实全面、权威有

效，准确掌握政府部门职责体系与机构设置，在资料梳

理过程中，部门机构职责、内设机构以及人员情况主要

以政府各部门“三定”方案和政府部门2020年预算报

告公布的内容为准，政府官方网站及媒体公开信息作

为补充核对资料。为客观反映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规

模，在统计部门内设机构数量时，派驻机构（如纪检监

察组派驻机构）、临时机构不纳入统计范围。少部分政

府部门因“三定”方案和预算报告内容涉密，不对外公

开，机构信息无法获取，在数据分析时作数据缺失值处

理。为充分考虑政府职能部门机构设置自主性和同构

性，最大程度真实反映政府组织结构规模，对数据缺失

值采取以缺失信息部门所在机构类别的均值和所属省

级政府的部门均值作为参数，通过加权平均方法填充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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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纵向组织结构：

规模缩减与区域均衡

政府纵向组织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

府、地方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另一方面从组织架构

上也反映了组织管理层级厚度。为客观反映中国政府

纵向组织结构规模，用乡级行政单位数量与县级行政

单位数量比值衡量县级政府管理层级厚度，用县级行

政单位数量与地级行政单位数量比值衡量地级政府管

理层级厚度，用地级行政单位数量与省级行政单位数

量比值衡量省级政府管理层级厚度。研究发现，政府

纵向组织结构整体规模缩减，不同层级组织规模变化

差异较大。在政府纵向层级组织结构比较中，县级政

府层级管理幅度规模最大，变化最为明显，而省级、地

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规模整体变化不大。2008年以

后，政府纵向间组织结构规模基本趋于稳定。从我国

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来看，机构改革的重心多聚焦于政

府横向职能部门间的机构设置与职责体系调整优化，

而较少涉及纵向政府间职责与组织结构体系调整。在

推进城镇化建设大背景下，县级行政区划内乡级政府

合并、撤销与重组是纵向政府间层级结构体系调整主要

内容。这可以从1998年至2019年省级、地级、县级和乡

级政府数量变化予以证明。数据统计显示，省级政府和

地级政府的纵向层级管理幅度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省

级政府管理幅度始终维持在9.8，地级政府管理幅度维

持在8.6。而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规模由1998年的

17.7下降到了2019年的13.6，规模变小趋势明显。

政府纵向层级组织整体规模变化不大，区域格局

变化较为明显。研究发现，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区

域分布已由“东大西小”的梯次递减格局演变为“中大

西小”，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由“东小西大”差序格局

演变为“东西齐高”均衡格局。不同区域内政府纵向层

级组织结构规模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如图1所示，东

部地区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由2000年的9.36减少

到了2018年的8.62，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有小幅度扩大，

中部由2000年的8.64提高到2018年的8.7，西部地区

由2000年的7.96提高到2018年的7.99，东北地区小幅

度降低，由2000年的7.94下降到7.89。通过比较2000

年和2018年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变化，可以发现，

区域分布特征已发生明显变化，中部地区地级政府层

级管理幅度有所提升，在四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地级政

府管理幅度变化最大，西部和东北地区变化相对不明

显，基本处于同一个水平。与2000年相比，2018年县

级政府管理幅度的中西部水平变化最大，分别由2000

年的18.07、18.72降低到了14.19、13.98，下降幅度较大。

东部地区由16.35下降到14.07。由此可以看出，中西

部地区县级政府层级管理规模降低幅度较大，且东中

西东北四大区域内县级政府层级管理规模趋于均衡。

图 1 政府层级管理幅度的区域分布特点及变化

若将视角转换到省域分布上，如下图2所示，地级

和县级政府层级管理规模的省域分布差异较大。与

2000年相比，2018年各省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之间

的差异和规模变化不大，辽宁、吉林、福建等8个省份

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保持不变，只有浙江、海南、宁

夏等6个省份的地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有所提高，其

余13个省份地级政府管理层级幅度变化相对不明显。

河北地级政府管理幅度依旧最大，广东仍旧最小。与

地级政府管理层级规模相比，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

规模变化较大，规模缩小趋势十分明显，浙江、江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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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个省份的县级政府层级管理规模变小，70%省份规

模变化幅度超过了3，其中重庆更是由40.8下降到了

27.1，规模变化幅度最大，下降幅度达13。2018年省域

间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规模标准差（4.19）比2000年

（5.69）降低了1.50，省域之间差异性也大幅度减小。

图 2 地级与县级政府层级管理幅度的省域比较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出，近20年以来，中国政府

组织层级结构规模已进行了大幅“瘦身”。地级政府层

级管理幅度总体规模虽然变化不明显，但从区域和省

域分布视角来看，中西部地区政府层级管理幅度变化

差异和变化特征较为突出，这说明政府组织结构体系

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序格局，且政府组织结构体系的调

整更多聚焦在中西部地区，这与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

段和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应。随着城镇化的持续

推进，乡镇行政辖区的常住人口规模不断减少，维持现

有乡镇规模、行政格局和布局不变，势必造成行政资源

浪费、影响乡镇经济发展。中西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

潜力空间，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均需要强有力的地

方政府，地方政府层级幅度越大，权力越分散，部门割

据越严重，沟通协调成本就越大。中部崛起、西部大开

发政策执行需要精干高效的政府组织结构，从这一个

层面上来说，政府组织结构调整是中西部地区高质量

发展需要。中西部地区作为发展相对缓慢地区，政府

作为主导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如何有效发

挥其治理水平，对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东部地区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矛

盾不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度、组织与技术的政

社供需平衡。管理信息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应用为东部

地区政府组织结构体系调整拓展了空间，这也是东部

地区政府组织结构体系调整不大的主要原因。

四、政府横向组织结构：

层级递减与规模异构

政府工作部门作为政府组织基本构成单元，其规

模数量和内部结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组织重塑。从

历次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实践来看，政府部门

机构设置与职能优化调整贯穿始终，是机构改革重点。

在2018年机构改革中，中央对地方党政机构设置实行

了限额管理。从中央对各层级党政机构设置限额数量

来看，中国政府职能部门数量规模呈现“倒金字塔”分

布，组织层级越低，部门机构数量越少。这是政府工作

部门规模所呈现出的层级分布特征。那么，从政府工

作部门内部的组织结构来看，政府部门职能运行的组

织结构空间规模究竟有多大？又呈现出什么样特征？

研究发现，虽然不同层级政府职能部门机构设置呈现

出同构性和类聚性，但部门权力运作的组织结构空间

规模截然不同。在纵向组织层级上，政府组织结构空

间规模呈“方锥形”分布；而在横向政府间比较中，则呈

“锯齿状”分布。

从纵向政府组织层级比较来看，政府工作部门的

组织结构空间规模呈“方锥形”分布。数据统计显示，

2018年机构改革后，国务院部门调整为56个，部门内

设机构总数超过839个，部门组织结构比例达15.83。①

31个省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比例均值达16.22，

① 由于国防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安全部的部门“三定”方案涉密，部门职能和内设机构信息无法获取，在统计国务院部门组织结构比例时

不包括上述三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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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务院高0.39。北京、天津、河北等18个省级政府

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比例高于国务院。副省级市政府

组织结构比例均值为14.13，小于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平

均水平。因此，从政府组织结构规模平均水平来看，地

方政府组织结构规模层级分布呈现“方锥形”。在政府

部门机构规模趋同的情况下，政府组织部门空间结构规

模差异明显，这说明不同层级政府部门权力运作的组织

结构空间差异较大。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纵向层级政府

比较中很突出，在横向政府间比较中也同样较为明显。

从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设置数量规模来看，省级政

府部门内设机构规模总体平均水平维持在692个，规

模数量基本呈“正态分布”。内设机构数量总体规模超

过900个的只有北京市政府，天津、重庆、吉林等3个省

级政府内设机构数量总体规模在800—899个；新疆、

四川、云南等10个省级政府内设机构数量总体规模在

700—799个；河北、贵州等13个省级政府内设机构规

模在600—700个之间；青海、宁夏和海南等3个省级政

府内设机构规模低于600个；西藏自治区政府内设机

构数量总体规模在500个以下。从省级政府内设机构

规模数量分布特征看，直辖市政府内设机构规模远大

于省区政府。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

政府部门职能运作结构空间规模让其他省区难以望其

项背。数据统计显示，北京市政府设置部门45个，内

设机构总数超过981个（不包括市监狱管理局内设机

构），实际规模接近994个，内设机构在省级政府中规

模最大，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内设机构规模的2倍多。

天津市政府设置部门46个，内设机构数量达869个，仅

次于北京市政府；重庆市政府设置部门47个，部门数

量最多，内设机构总数超过825个（不包括市能源局、

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局），实际数量规模接近843个。上

海市作为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

心，国家物流枢纽，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在四个直

辖市中，政府内设机构规模相对最小，总数达717个，

比北京市政府几乎少280个。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职能运作组织

结构空间规模普遍偏小，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值得

总结推广。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有效推动了政

府权力边界再界定，倒逼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重塑

业务流程工作机制，优化组织结构体系，将部门各自为

战变为协同作战，实现单一部门碎片化的专业治理向

系统集成化的整体性治理转变。从政府部门职能运作

组织结构空间规模来看，浙江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总

数618个，远低于省级政府平均水平，比北京市政府几

乎少376个，是北京市政府内设机构规模的3/5，其规

模仅大于海南省政府。海南省作为省区行政单位辖区

面积最小，常住人口规模最少的省份，仅下辖4个地级

市，5个县级市、4个县、6个自治县，在省级行政单位中

是名副其实的小省。海南省政府行政层级管理幅度规

模与横向政府职能运作空间结构规模均相对较小。海

南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总数超过500个，实际数量525

个左右，在省级政府中规模仅大于西藏自治区政府，在

东部沿海地区中内设机构数量规模最小。

与东部沿海省份形成鲜明对比，东北三省政府内

设机构规模差异较大。在2018年机构改革中，辽宁省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职责与业务整合的力度和强度明显

大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数据统计显示，辽宁省政府

内设机构总数超过625个，实际数量规模接近646个，

数量远小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吉林省政府内设机构

规模数量远超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吉林省政府内设机

构总数超过800个，达到810个，规模大小仅次于北京、

天津和重庆市。与其他省区政府机构规模相比，显然

吉林省政府部门职能运作空间规模过大，部门内部职

责和业务整合有待进一步强化。例如，吉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内设机构多达44个，规模仅次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46个），而相比较而言，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比如浙江、江苏、

广东等，还是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地区，比如贵州，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设机构规模均相对比较小，在部

门减权、放权、治权，重塑业务流程工作机制，优化组织

结构体系等方面改革实践比较到位。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作为统筹协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的政府核心职能部门，其职能运作空间规模合理性间

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内部沟通协调成本

越高，部门割据现象越严重，行政权力的挤出效应越明

显，部门履职效果就越差。东北振兴需要政府部门全

面依法有效履职，充分发挥政府作为“有形之手”的发

展助推器和牵引器作用。政府部门全面依法履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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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合理界定政府权力边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体系

和职能部门运作结构空间规模，强化部门内部职责和

业务流程整合，构建适度政府机构规模。

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数量规模能够侧面说明部门职

责权配置和内部组织结构安排。但是，通过内设机构

数量规模来比较不同地区或层级政府职能部门权责配

置和组织结构，必须满足政府职能部门设置的一致性

条件。2018年机构改革后，省级政府职能部门机构设

置一致性比例超过90%，职能部门设置保持高度一致。

显然，通过分析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数量规模特点就可

以勾勒出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结构，但是缺陷也比较明

显，就是忽略了省级政府部门设置的自主性和部门规

模差异。因此，全面考察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特点

还须统合政府职能部门规模和内设机构规模之间差

异。研究发现，无论是省级还是副省级政府部门组织

结构规模均存在明显差异性，这与政府职能部门规模

趋同性分布特征截然相反。如图3省级政府组织结构

雷达图所示，各省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组织结构比例层

次不齐，呈不规则“锯齿状”分布，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吉林等省级政府组织结构规模明显大于其他地区，

宁夏、西藏、内蒙古等政府组织结构相对偏小。相比较

而言，省级政府职能部门机构设置数量规模则呈现趋

同性，整齐划一，趋近“圆形”分布，省级政府部门设置

一致性程度较高。

图 3 省级政府组织结构与部门数量规模比较

国务院与省级政府、地级政府部门机构设置存在

差异性，在横向比较中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

有必要进一步比较分析省级政府与国务院一一对应的

职能部门组织机构是否也呈现出上述特征。研究发

现，在职能部门设置一致的情况下，省级和副省级政府

职能部门组织结构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纵向比较来

看，与国务院部门组织结构相比，绝大多数省级政府部

门组织结构比例要比国务院高，部门组织结构比例平

均值（17.23）大于国务院（16.29），有18个省级政府部

门组织结构比例分布高于国务院，尤其是北京、天津、

重庆、上海等四个直辖市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沿

海地区的浙江、广东、福建、海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南大门，其政府职能组织结构明显比国务院小，在省级

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中也属于规模“精瘦”类型。那

么，再从横向比较来看，即使在职能部门设置一致的情

况下，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规模分布也大相径庭。

数据统计显示，省级政府与国务院一一对应部门的组

织结构比例标准差为2.01，比省级政府职能部门组织

结构分布比例标准差（1.94）还要大，这说明省级政府

部门组织结构并没有因为职能部门机构设置的一致性

而趋同，反而差异性变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政府部

门机构同构下职能权力运作结构空间规模的异质性。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比较分析中国政府组织结构规模特点，可初

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同构”式职责配置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

部门组织结构空间规模呈现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

职能是机构设置的主要依据，明确了部门权责边界，但

不直接决定权力运行的组织结构空间规模。“职责同

构”并不意味着组织机构及规模设置保持一致性。政

府纵向组织结构规模变化更多体现在县乡一级，存在

明显的区域差序格局，且随着机构优化调整东中西区

域格局正逐步走向均衡。这一点可以通过纵向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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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层级厚度和规模变化予以佐证。

第二，省级及以下政府能够自主设置职能部门的

数量空间有限，而在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空间布局上有

较大自主裁量空间。换言之，地方政府在职能部门机

构设置上更多是与国务院部门对标，保持一致性，但在

部门权力运作的组织结构空间上突出地方自主性和地

区差异。国务院与省、直辖市政府职能部门内设机构

数量和组织结构空间规模差异性有力地证明了这一

点。国务院部门规模明显要比省级政府大，但其部门

权力运作的结构空间规模却比省级政府小。省级政府

尽管有80%以上职能部门设置与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

性，但近70%省级政府部门权力运作结构空间规模超

过国务院。省级以及副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结构空间规

模数量分布参差不齐则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职能部

门组织结构空间安排上的自主性和地区差异。2018

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央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

权。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省级及以下政府机构改革自

主权更多体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内部组织结构空间规模

的布局上，而在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上自由发挥空间

较小。

第三，优化政府工作部门组织结构要着力加强政

府组织结构空间布局的“对标”学习，进一步完善部门

内设机构设置流程。通过横向政府间机构规模比较分

析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规模过大，比

如，沈阳市政府部门机构设置38个，部门内设机构数

量多于627个，超过辽宁省政府部门内设机构数量，组

织结构比例高达16.95，与政府部门机构设置数量相同

的哈尔滨市政府相比，其部门内设机构数量是哈尔滨

市政府的1.5倍。对标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省市，比如

深圳市、浙江省、上海市等，政府组织结构规模均属于

“精干型”。2018年机构改革后，深圳市政府部门机构

设置只有34个，政府职能部门内设机构仅有384个。

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空间布局应内外适配，避免内

设机构设置过多，部门机构“外小内大”。部门职能分

工过细，内设机构设置过多，必然导致部门权力内部割

据，提高组织沟通协调成本。组织结构规模过大也必

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合理科学配置部门内部职、

责、权，建构高效适度组织结构空间，是保障部门运行

高效顺畅的基本前提。由此，强化部门业务流程的整

体性治理，避免部门组织结构机械拼接就显得十分重

要。政府部门间协同配合的关键在于工作流程有机衔

接，而工作流程衔接机制则由部门内部组织结构特点

决定。优化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规模布局，需

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在理顺政府部门间关系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内部业务流程的整体性、系统

性整合。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开展“对标”学习，尤其是

要学习借鉴发达地区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空间规模

布局，持续整合优化内部职责体系。另一方面要进一

步优化部门内设机构设置调整流程，加强上级业务对

口部门对机构改革的协同指导，确保部门组织结构规

模设置科学合理。

适度的政府机构规模是政府履行职责的组织保

障。适度机构规模的合理区间是在不同层级、不同地

区政府机构规模的比较中加以明确的。离开政府职能

这一依据和前提，单纯就机构论机构，很难实现机构的

合理设置。行政组织结构的纵向分层和横向分布与行

政职能的纵向和横向分工要保持一致。［10］（P174）政府机

构是职能履行和权力运行的载体。一个组织承担的职

责越多，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权力运作逻辑线条也相

对越多。组织运行顺畅的基本前提是配置了与其组织

结构相匹配的职责体系，机构职能配置太大，组织机构

超负荷运行，造成职能履行不到位，工作效率低下，容

易滋生形式主义等；机构职能配备过小，组织机构运行

容易出现“空转现象”，导致行政资源浪费。在分析政

府部门机构规模时，有必要通过比较分析机构承载职

能权力大小来交叉验证。此外，组织的运行离不开资

金保障。组织机构规模越大，运行成本也就相对越高。

财政支出规模是分析政府规模的一个重要维度。已有

研究大多立足宏观组织视角来审视政府支出规模，将

政府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作为衡量

地方政府规模的标准。宏观组织规模呈现的是组织外

部形态，却无法透析组织规模的内部形态特点。除考

察政府整体支出规模外，还需要从政府组织结构视角，

以政府职能部门为切入点，分析政府工作部门机构运

行成本规模。由于目前各级政府部门职能、部门权力

清单信息资料公开问题较多，政府部门2019年度部门

决算尚未公开，所以在文中并没有比较政府部门职能

适配规模和机构运行成本规模，以及通过组织结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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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a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LIU Peng-p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10，China）

Abstract：The size of government agencies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er⁃
form its duties. Comparing th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he past 20 years，it
is found that the scale of the government’s vertical-leve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as become smaller，and the
regional pattern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cope of the prefec⁃
ture-level government has evolved from an echelon-decreasing pattern of“large east and small west”to

“large”west“small”，the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level of management has evolved from a differential pat⁃
tern of“small in the east and large in the west”to a balanced pattern of“all east and west”. In the“homoge⁃
neous”type of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model，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horizontal departmen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esent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and the lower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the smaller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es of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and further optimizing the scal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work department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tha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urgently for the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KeyWords：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government agencies；organizational structure；agency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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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职能适配规模、机关运行成本规模三个维度交叉验

证分析中国政府机构规模特征。伴随政府部门信息公

开与数据开放不断加强，加大对政府部门横向组织结

构规模变化的历史比较和多维度交叉分析，探寻政府

组织结构空间布局的规律性特征及内在机理，将是今

后开展政府机构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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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视域下
我国权力治理的优势及彰显

刘 涛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与西方十分强调从权力间内在关系角度去探索和建构权力治理体制机制不同，我国尤其重视从权力与其

行使者的关系角度探索权力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体现了显著的优势。西方权力治理的局限是权力的人民性难以

广泛而真实的体现，而体现不了人民性，作为权力主要行使人的执政党就难有充分的责任性，担负不起责任，更难有

强烈的使命感。相反，我国权力治理的优势在于能够广泛而真实体现权力的人民性，执政党敢于担负责任，具有强

烈的使命感，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立足权力与权力行使者内在关系以及更强调加强后者建设重要性的治理

逻辑，我国权力治理的优势彰显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党的建设，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历史方位上，从强化党纪与法律的双重作用、发挥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作用以及提升先进性与纯洁性教

育的双面作用等方面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改革和建设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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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只要政治持续存在，

围绕权力展开的讨论就不会停止，而能否解决好权力

问题，则体现了权力执掌者——执政党的智慧和能力。

在权力治理，即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上，总体看来，中

西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一者是立足于权

力间关系的“三权分立和分权制约”［1］，其中权力分而

设置，互为独立是关键，另一者是立足于权力与其行使

者内在关系的“议行合一”［2］和多元制约，其中加强党

性制约、推进治权治党互构并行是关键。当前，西方权

力治理的局限性逐步凸显，成效日益下降，其需要改革

的迫切性不断提升，相反，我国权力治理的优势逐渐显

现，效果日益增强，整个治理体制在不断改革创新。尤

其是在政党政治中，从权力与权力行使者的关系角度

加强权力治理、推进权力治理现代化，彰显了我国权力

治理的特色和优越性。

一、现实反思：

西方权力治理及主要局限

关于西方权力治理，一般而言，其主要是指立法

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体制架

构，其中国家权力的分而设置、互为独立、相互牵掣是

关键。其目的是通过不同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实现权力

的有序运行和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试图从结构上遏

制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以及在权力运行中实现权

51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4期

力的自我约束。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体制结构与西

方资产阶级革命密切相连，即，为了遏制王权的扩张和

滥用，进行了各种立宪改革，以限制国王权力。而之所

以选择通过权力分置和制衡的方式进行改革，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在经历长期的政治建设和宗教变

革进程中，逐渐认为最为根本和有效的治权之道，除了

依靠权力本身力量之外，没有哪种力量和方式能够与

权力的扩张性相抵对，并将其看成是一种最为理想乃

至带有“历史终结性”的体制安排。由此可知，西方权

力治理的特点是，特别强调从权力间内在关系角度去

探索和建立权力治理的有效途径，可以将其概括为以

权治权，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它们的政体选择和政党制

度运作与其直接相关。例如，在立法权的设置上，存在

上下议院或参众议院之间的制衡；在政权执掌上，存在

两党或多党之间的制约和竞争。

进一步看，西方社会之所以主张从权力间内在关

系角度去构建国家体制，存在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方面是对经验教训的吸取，另一方面是信奉人性恶。

在第一个方面，西方社会较早认识到对权力进行监督

制约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些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途径

和方式，比如教皇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和制约，一个掌管

精神世界，一个掌管世俗世界，两者彼此约束。但是，

其结果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制约，反而引发了诸多争斗

甚至战争。还比如，在权力配置上通过不同等级之间

的力量对比形成一种潜在的制衡以保障国家权力的有

序运行，但其效果并不乐观。在第二个方面，西方社会

受宗教因素的影响，普遍认为人性恶、人性自私，容易

趋利避害，人身上带有邪恶之气，为了达到某一目的会

不惜采取各种途径和手段，而虽然道德和伦理对此能

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很难通过权力行使者自身力

量的制约实现权力的有序运行，由此必须从权力行使

人之外寻找途径。

在权力治理成效上，西方权力治理及其有关的政

治体制设计一度被西方社会标榜为最先进和最有效的

体制安排，具有代表性的论断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

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认为西方

三权分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选

择。但是，这样一种由不同权力相互制约来实现有效

权力治理目标的以权治权方式，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

尤其是后工业化变革后，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如

权力运行效率低下、国家能力不足、相互否决、政府职

能权能不断弱化、民生工程建设迟缓、社会公平正义不

断下滑，等等。综合看来，其中反映的最大局限是，权

力的人民性和服务性不能广泛得以体现，而权力的私

人化和利己性却不断蔓延。体现不了人民性，掌权者

就难以有足够的责任性，没有责任感，就更难有使命感

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决心、动力和勇气。结果，在很多时

候，权力本身成了一种争夺的政治目标，日益演变为一

种简单的政治运作形式和程序，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本

真价值和意义。

之所以存在上述局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

因，一个是逻辑性的，另一个是制度性的。从逻辑性上

看，这样一种没能充分考虑权力主体能动性作用的权

力分立和相互间制衡的权力治理，不必然保障权力有

序运行和发挥权力正面效应，尤其是实现权力本身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反而会沦为一种阻碍权力有效性发

挥的体制机制，如“否决型政体”［3］的形成，对抗性政治

的产生。从制度性上看，主要表现在政党制度和选举

制度上，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政党组织

涣散、纪律不严，在一定程度上，政党的作用主要是为

选举服务、为夺取政权服务，政党活动集中于换届选举

尤其是大选。而党员较少受到组织的约束，对组织的

忠诚是有限的，也就不能对党员进行有效的管理。由

此一来，权力主体能否行使好所执掌的权力，缺乏一种

切实管用的内在组织力量或者精神的牵制，而主要诉

诸其他外在力量的作用。

二、实践超越：

我国权力治理及显著优势

与西方社会从权力间内在关系探索有效权力治理

体制机制的逻辑不同，我国权力治理的生成逻辑或逻

辑遵循是从权力与权力主体的内在关系进行双向互动

探索和建构，既考虑权力自身的运作方面，又考虑权力

行使人方面，尤其是更加注重后者的能动性作用。之

所以如此，从现实性看主要是因为权力能否发挥正面

效用，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和体制安排，更取决于权力

行使者的素养，以及人民赋予的权力内在蕴含的一种

责任和使命，特别是这种责任和使命如何为权力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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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担当和践行。否则，再好的权力治理制度设计和

安排，若不能首先解决由谁来行使权力以及为谁行使

权力的问题，就难以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难以

发挥权能的最大社会效用，甚至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证明，权力本

身存在的价值及作用不尽然全部仰仗于其体制设计和

结构安排的近乎完美，而形成由谁来掌控权力以及发

挥这一权力体制结构优势的体制设计与安排，反而对

权力存在的价值及意义的彰显日益产生重要而关键的

影响。当前西方社会陷入的所标榜的近乎完美乃至是

“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体制困境就是很好的例证，其

为我国权力治理逻辑的生成提供了外部经验教训。

从另一个层面看，我国权力治理的生成逻辑还受

到自身传统因素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政治因素看，是德性政治的塑造，我国自古以来非常

重视从政人员的素养和品格以及家国情怀。从文化因

素看，是圣贤文化的养成，中国社会对于一些特殊的群

体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是正义的代表。从社会

因素看，是情理社会的促使，中国社会讲究情理，偏向

法外关系，其对掌权者如何行使好手中的权力是一种

重要考验。

基于对权力与其行使者内在关系而非权力间关系

遵循的治理逻辑，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建设和实践看可

以将我国权力治理概括为党政体制下的议行合一加多

元制约，尤其是党性制约，即，强调治权治党紧密结合，

两者互构并行，注重权力行使者的品行和责任。突出

的表现是，坚持党管干部、严管干部，抓好掌握重要权

力的干部队伍建设，即抓住“关键少数”。所谓议行合

一，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掌管立法权，

而行政权、监察权和司法权由其授予，并对其负责。通

俗地讲，只要决议和决策一经权力机关作出，就可得到

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

党，领导和带领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由

于自身特殊的地位和角色，如何执掌好国家政权，保障

权力的人民性，除了法律、道德、制度等制约外，尤为需

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制约，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

当前从国外政治形势和国内发展状况看，在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深度变革进程中，我国权力治理相对

于西方而言显现出了巨大优势，逐步超越于西方权力

治理。概而言之，西方权力治理的局限性，恰恰是我国

权力治理优越性的体现，特别是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是

西方所不能及的。具体看来：在治理逻辑上，从权力和

权力行使者双向角度思考权力治理问题，要比西方主

要从权力单向角度进行考量更全面、周到和切合实际。

尽管西方也强调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优化权力治理

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看，权力自身的构建及

其内在关系，在应对权力治理问题上仍是占主导性地

位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立足于此

并以此为根本突破。

在政党建设上，主要是使命党对执政党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将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检验一个政党、一

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4］，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执政

党，执掌政权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途径，真正的目的

在于肩负历史使命、担负人民重托、实现人民幸福。在

现代政治本质上是政党政治，即由政党执掌国家权力

的形势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权力进行治理，就是对

政党进行治理。因为政党不仅执掌权力，而且基本上

由党的干部行使权力，能否治理好党本身，事关能否治

理好权力。对于此，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

工程一代代坚持不懈地推进和狠抓下去，将人民利益

置于最高地位，时刻保持权力的人民性，凸显了自身的

使命感，明显具有西方不可比照的优势。这一点从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和党的十九大报告200多

次提到“人民”可以清楚地看出。而西方政党作为以夺

取和执掌政权为目的的选举型政党，政党利益容易凌

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尤其是在它们所标榜的西式选举

中难以选贤任能，尽管具有较高的选举能力，但是这种

选举能力不一定等同于有效的国家能力。

不仅如此，各政党轮流执政也容易使治国政策和

策略发生偏移甚至断裂，难以体现接续性、持续性和长

远性，取得政权后，推翻前任的治国政策和策略的现象

时常发生，而深受此影响和损害的无疑是广大民众，他

们的权益和利益显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风险

性。特别是在以“民主”为名的政治争执中，人民利益

很容易被忽视，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策项目经常搁浅，或

者耗费很长的时间，不能及时满足人民的需要，甚至成

为政党之间争斗的工具和牺牲品。所有这些，从另外

一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必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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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必须超越党派之争，尤其是

使加强政党自身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占

有根本地位和具有重要作用。与西方相比，在这些方

面，中国共产党及其推进的权力治理变革显然体现了

更大的优势。

三、启示借鉴：

我国权力治理优势的重要彰显机制

综上，与西方权力治理相比，“我国权力治理的独

特优势和最大优势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

不懈加强党的建设”［5］。在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治

理上，必须立足权力与权力行使者内在关系的治理逻

辑，始终坚持治权与治党相结合，尤其是将党的建设和

治理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这在实践中，要重点抓住以下几方面机制建设。

（一）强化党纪与法律的双重作用

从权力与其行使者的内在关系出发来探索权力治

理问题，决定了当前优化我国权力治理体制需要从两

个角度着眼，一个角度是权力本身的建设，另一个角度

是权力行使者——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两者的建设

都需要遵循法律制度原则，这是根本，但在此基础上，

它们在实践层面又要有所侧重。权力本身的建设要侧

重于法制，即权力的产生、授予、配置、运行等要合乎法

律规定，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更侧重于党纪，即权力行使

人的党性教育和制约。

我国权力治理的这样一种双面考虑和安排，在某

种程度上与西方信奉和遵从的民主法治价值存在一定

差异，成为其评论和判定我国是专制国家而非民主国

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事实证明，对我国权力治理问

题的这些理论解答和实践探索更符合中国国情、扎根

中国实际，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

一。只有从这两个角度把握权力治理的内在规律性，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深化探索，才能有助于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程。

当前看来，重要的是在加强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

如何正确处理党纪与法律两个作用层面的关系，充分

发挥两者的正面效应。其不仅事关对我国权力治理问

题的科学把握和有效解决，而且事关对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发展道路的顺利推进。在实践中，要厘清两个问

题：一个问题是党纪是否高于法律。这个问题一直以

来就存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但事实上，由于作

用范围有所区别，单一地去探讨谁高于谁的问题，本身

就存在不科学性。若要有一个明确的次序，在发挥作

用时，党纪在前，法律在后，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人民根本利益以及切合中国实际的有效做法。

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看，纪律掌管内在自由秩序，法律

掌管外在自由秩序，相比外在自由，内在自由更具有根

本性。而执政党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掌握特殊的政

治资源，内在的秩序建构也就具有根本性，同时也要加

强外在秩序建设以避免内在秩序的不足。因此，加强

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要从内在与外在自由

秩序两个层面展开，着重发挥内在自由秩序的治理作

用，这样一来，在实践中党纪在前或者党纪先行就非常

必要。

另一个问题是党纪与法律有效融合的方式。现实

中，不少学者持否定的态度，甚至认为党纪超越于法

律，甚至代替法律发挥作用，是对法律秩序原则的背

离。之所以这样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受西方话语

体系的影响，只认可和接受它们的民主法治观念和范

式，而否认我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实践

操作层面，党纪和法律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探索纪

律审查与司法审查的融合形式，尤其是在程序上实现

依法衔接。党纪在前，法律在后，党纪与法律前后的衔

接、协调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处理得不好，就

会回到体制路径，甚至依赖体制路径应对权力治理问

题。这是因为，我国具有几千年人治传统，官员对上不

对下负责，官治与人治相结合，由此容易演变成一种与

“权力制衡”相比对的“官吏制约”，依靠官力和权阶这

样一些特殊的手段达到治理目的，其不符合法治精神

和法治运行规则，也不利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

社会的建设。

（二）发挥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的双向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首要在于顶层设计的实践推动，另

外也需要制度创新的理论跟进，两者是内在统一的。

我国权力治理的根本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党

的领导作用及优势。作为执政党，加强对自身权力各

方面的治理和净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所在，也

是其使命和担当所在。

54



·政府治理与政治建设·

在我国，治国必先治党，同样，治权也必先治党，可

谓中国的事务，关键在党。党一旦出现问题，不仅给自

身带来灾难，也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此，治党

治国治权三位一体，其中，治党是统领、是根本。然而，

如何有效治党和管党，必须有持续的动力支撑，而非间

歇性地敲山震虎，必须形成常态化机制，而非运动式突

击，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前者需要发挥顶层设计的

推动作用，后者需要发挥制度创新的引领作用。

不仅如此，在实践中，还要有效处理好两者之间的

关系，顶层设计体现了政策治国的路径思维，制度创新

体现了法制治国的路径思维，因此，如何实现前者的法

律转化与后者的实践衔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依

赖于前者，容易陷入党国一体、以党代政的困境，只依

靠后者，容易缺乏动力，甚至难以有效贯彻推行。这里

面的根本点在于，“政策的转化与实践的衔接必须遵循

法治思维和依照法治方式来实现”［6］，最终落脚点在于

国家权力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包括法治体系和法

治能力两个方面。当前，在权力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

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就是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设立

国家监察委员会，尤其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部门

合署办公，强化了党内监督与国家法律监督的内在统

一性和协调性。但是，在改革层面，必须首先于法有

据，在具体操作层面，也要对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调整

和完善。比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及其与检

察机关的权力配置关系等，需要在改革实践中进行深

化探索和充分做好经验总结，最后在法律制度层面对

其予以提升，使其在全国范围得以有效贯彻和落实。

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

大成就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推进我国权力治理体制

不断优化上，也要加以正确运用，进而打破对传统体制

路径依赖的困局，真正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由体制之治

向制度之治的转变。

（三）提升先进性与纯洁性教育的双面作用

先进性教育与纯洁性教育是立足权力行使者角度

进行的权力治理行为过程，其出发点在于通过强化党

性教育和党性制约，保障权力行使者依法依规运用执

掌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先进性教育和纯

洁性教育还是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治国

理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只有永葆党的干部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持续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任，筑牢

党的执政基础。

因此，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权力治理现代化，

彰显我国权力治理的特色和优势，必须牢牢抓住党的

先进性教育和纯洁性教育这根主线，将先进性教育与

纯洁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具体看来，在先进性教育

上要注重政治定力和能力建设。所谓政治定力，就是

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

识”［7］，而政治能力，就是政治行事能力、政治服务能力

和责任担负能力。前者把握方向，明确前行路径，后者

展现行为能量，为人民干实事、干好事。从政治定力

看，要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上把好政治关，优化干

部管理和考核体制，实行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评价机

制；实施一票否决制，对政治定力不牢固，思想意识不

坚定，组织纪律不严谨的，不但不能予以重用，而且要

加强管理、教育和监督。从政治能力看，要增强政治本

领，提高服务技能和优化服务方式，将能否潜心为民众

着想、为民众办实事、为民众排忧解难作为能力建设的

重要方面来抓，由此推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与提升，不断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尤其是增进情感交流

和体悟。

在纯洁性教育上要增强干部队伍的担当之责和敬

畏之心。权力具有侵蚀性和腐蚀性，一切掌管权力的

人，都有趋向腐败的动力，因为权力能够很便捷地带来

利好，获取各种资源。也正因为如此，加强权力治理和

干部队伍建设是一体双面的工作，尤其是要抓住其中

的重要方面，找到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纯洁性教育

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永葆党

的纯洁性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福祉的持续

增进，否则，就会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给党和人民事业

带来巨大的灾难，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具体看来，在担

当之责上，要加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培育，责任心和使

命感是与纯洁性意蕴相同而形式不同的两个方面，前

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作用。责任心和使命感强，就能

有效保证纯洁性，确保不变色。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新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的新

形势下，要将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培育纳入

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常态化工作中，并建立行

之有效的预警机制和防治机制，时刻加以检视和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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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当前，要把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

四种全会精神的契机，继续创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实践路径，拓展其形式，使其制度化常态化，

全面纠正不正之风、不良行为。在敬畏之心上，要扩大

惩治范围，加大惩处力度，对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形象、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害的，坚决奉行零容忍

和从重处理的原则。凡事有敬畏和畏惧，才会有警觉

和警惕，才会时刻检视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收敛。

敬畏多半是因外在之力而产生，内在之力而消亡。因

为当内在之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如具有强大的责任心

和厚重的使命感，敬畏就与责任心和使命感融为一体，

转化为责任担当和使命担负。而当内在之力不足时，

一方面需要加以培育和锻造，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外力，

即惩处，使其产生敬畏，不敢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为非

作歹。在实践中，最有效的途径是将抓典型、整风气、

塑生态等运动式治理途径转化为长期贯彻推行的常态

化做法，坚持不懈地抓，逐渐形成一种“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8］的良性政治生态环境。只有通过培育担

当之责和增强敬畏之心的双向建设，才能切实提升和

保障纯洁性，其既合乎人性，也符合实际。

我国权力治理与西方权力治理，由于生成逻辑上

的重大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权力治理路径。西方权力治

理立足权力间内在关系，信奉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是

最有效的治权途径，并将其作为民主法治的重要评判

标准。我国权力治理注重从权力与权力行使者的内在

关系出发，对这两方面进行双向建设和治理，尤为强调

权力行使者的党性教育和党性制约，首先解决由谁来

行使权力和为谁行使权力的问题，再以此为根基和主

线探索权力的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及治理，形成一种

双向互补和联动运行的治权体制机制，切实保障执政

党的使命性和权力的人民性，尤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9］，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完成历史使命和任务，进行伟大

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立足权力及

其行使者的内在关系，不断增强权力治理能力，提升权

力治理水平，推进权力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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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vantage and Its Exerting of China’s Power Governance under the Vision of
Compa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LIU Tao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Socialis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iangxi Province，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Different to the West which extremely stresses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powe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from the internal relation of power，China especially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rela⁃
tion between power and its users，and takes it as a key point to explore construction of power governance sys⁃
tems and mechanisms，which embodies remarkable superiority. The West power governance’s limitation is that
the people’s affinity to power can’t be reflected extensively and really. The people’s affinity can’t be reflect⁃
ed，so the party in power as the major wielder of power can’t have ample responsibility. Further，the party can
not undertake responsibility，so it is difficult to possess strong mission sense. In contrast，the Chinese power
governance’s superiority is that it can reflect people’affinity widely and really，and the party in power can un⁃
dertake responsibility bravely and have great mission sense，especially the C.P.C puts the people’s interest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Standing on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power and its wielder，and
stressing much importance of the latter’s construction，the showing of advantage for Chinese power governance
is determined by insisting on the leading of the C.P.C and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especially
needing to carry out the great re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to
the Party from enlightening the double effect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law，playing the double-direction effect of
the top design and system innovation，and upgrading the two-sided effect of the education of advanced nature
and purity on the historic position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ing into the new epoch.
KeyWords：China’s power governance；the West power governance；advantage exe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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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政策的重点场域与未来趋势
—— 基于 2020 年度文旅产业政策的整体性分析

高宏存，张景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融合发展是文旅产业整体性转型升级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条件与基础，截至2020年底，我国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已取得明显成效，其中文旅政策的助力推动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文旅政策文本分析来看，2020年文旅政策重

点主要包括兼顾疫情防控与行业恢复，推动文旅产业结构调整向深度广度展开，构建多领域融合的消费体系，促进

文旅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促使文旅产业互联网化程度进一步

加深等方面。可以预判未来文旅政策关注重心将集中在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加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进

一步完善文旅深化融合政策，实质性推动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机制以及促进数字文旅产业结构进一步跃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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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为“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开局之年打下坚实基

础的关键之年。在“十三五”期间，文化旅游产业繁荣

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发展活力日益迸发，体制机制不

断健全。以旅游演艺产业发展为例，近五年来，旅游演艺

市场票房持续增长，2018年旅游演艺市场票房为59.08

亿元，2019年票房收入为66亿元，增长率为11.7%。［1］

文化旅游产业持续焕发出新的活力，文旅公共服务体

系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整个文旅产业向着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迈进。尽管2020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

强烈冲击，文旅产业经历“断崖式下跌”，但随着疫情得

到控制，文化与旅游等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支持和指导

产业恢复的扶持政策，整个文旅产业也在缓慢地恢复

发展。纵观全年政策发展轨迹，文旅产业政策重点主

要集中在兼顾疫情防控与行业恢复、文旅产业结构提

升，文旅消费提质扩容，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进

一步健全，文旅深度互联网化等方面。要言之，高质量

发展是2020年文旅产业政策的关键词，也是确立“十

四五”文旅发展新格局的开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

通过详细解剖分析2020年文旅产业政策，为未来文旅

产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一、2020年我国文旅产业

政策的整体性特征

文旅产业政策主要指向文旅产业的政策系统，不

论是扶持促进产业发展还是优化发展环境、规范行业

管理等政策，都可归属这个领域。早期阶段，学者们认

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产业的一个分支，随着研究不

断深入和产业发展边界清晰，更多学者认为文化旅游

产业并非单一的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而是两者相互

融合渗透的产物。［2］它是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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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旅游活动为载体、注重文化场景营造的综合性产

业。［3］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则是指由国家相关部门颁布

实施，引导文旅产业发展方向、推动文旅产业结构升级

和协调发展的政策。

为观察和研究方便，本文选取文旅政策文本的时

间段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通过北大

法宝、中国政府网、文化和旅游部官网等网站，检索

“文旅融合”“文化旅游”“文旅产业”等关键词，最终筛

选出69项政策文本。为了保证筛选的准确性，确定了

三个具体的政策归类标准：一是政策文本必须与文化

旅游产业密切相关；二是筛选范围限定在国家政策层

面；三是关于文化领域或旅游领域政策的内容中只要

包含文旅产业的内容，该政策就予以保留，但仅仅把文

旅产业发展作为政策目标而没有具体内容的政策，则

不会被列入研究对象。

从政策供给视角来看，2020年我国文旅政策发布

数量多，发文节奏快，主题鲜明，系统性强。从2020年

1月7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文化和旅游部贯彻

落实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到12月25日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命名“21世纪避暑山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

9家园区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决定》，全年共

有20多个部门发布了69项有关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政

策（具体政策文本如下表1所示）。从政策目标、政策内

容、政策制定主体、政策工具角度看，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政策目标：推动文旅产业向高质量高层次发

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文旅行业存在结构性问题，发展不充

分、不均衡问题突出。根据2019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结果，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市场主体数量增加，产业

规模持续扩大，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创新能力还有待

提高，地区发展也不均衡。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目标相比，尚有不少的差

距。尽管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分，但当前融合程度不高，政策供给

也不充足。虽然作为一项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基础性

政策，《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办法》在2019年已经颁布

实施，其中详细说明了文旅规划编制的管理部门、立项

和编制程序要求、衔接协调机制、实施机制与责任以及

规划文本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

工程项目、保障措施等内容，但是文旅产业具体门类的

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制定与完善。所以目前文旅产业政

策的目标就是要促进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繁荣发展，

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

文化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促进文旅产业向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实现由粗

放式发展向有创新、有活力、有效率、高质量、高层次的

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二）政策内容：聚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内容涵盖文旅发展的多个方面。2020年文

旅政策目标聚焦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与2019年政策相比，既有

承前启后的部分，也有新的关注点。从宏观层面上来

说，政策既有对2019年我国文旅发展统计的总结以及

2020年文旅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目标要求，又

有对整个“十四五”期间文化旅游未来发展的规划。从

中观层面来说，既有政策助力发展区域旅游，通过构建

文化旅游带、精品线路等，使得交通与文化旅游进一步

融合，将文旅产业嵌入城市群发展之中，从而促进区域

经济高质量、高效率、强动力有序发展；又有将文旅发

展政策与国家重大战略衔接——比如同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相衔接，鼓励乡村旅游朝着“小而精、小而美”、

差异化、特色化方向发展。一方面，乡村文旅产业的发

展可以助力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提高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也

促进了乡村文化和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不仅重新赋

予乡村文化发展活力，还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文旅产业

融合。从微观层面来说，有相当一部分政策聚焦文旅

产业具体门类的发展。政策主要目标就是促进文旅进

一步融合和产业提质升级。政策关注重点从年初疫情

防控，到后续复工复产，再到系统推进文旅产业整体升

级，包括了全域旅游、冰雪旅游、智慧康养、5A级景区

建设、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在线旅游、互联网旅

游、文旅大数据等方面。但相比于 2019 年的政策，

2020年文旅产业政策对文化公园建设、文物遗址与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关注度不够。2019年发布的《长城保

护总体规划》《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

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遗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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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征求意见稿）》等政策文件，提出要通过影响突出

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重点建设管

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

区，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生动创造，促进科

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而2020年缺少对这些

政策的深入延展。

表 1 2020年文旅政策文件汇总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7

1·7

1·14

1·22

2·25

2·25

2·28

3·3

3·6

4·8

4·10

4·13

4·25

4·29

5·20

5·25

5·28

5·29

6·2

6·15

6·17

6·18

6·20

6·26

7·6

7·9

7·13

7·17

7·17

8·10

8·10

自贸试验区

5A级景区

体育旅游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

文旅消费

人才扶持

行业标准

全域旅游

文化遗产

疫情防控

全域旅游

旅游度假区

区域旅游

乡村旅游

文旅领域发展
计划

航运文旅

森林康养

志愿服务

“交通+文旅”
融合

步行街试点

文旅发展

特色小镇

全域旅游

乡村旅游

疫情防控

乡村旅游

文旅科技融合

历史文化名城

疫情防控

《关于印发〈文化和旅游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关于确定22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公告》

《关于发布“2020年春节黄金周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的公告》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恢复开放工作指南》

《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关于开展2020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的通知》

《关于发布2020年第一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的公告》

《关于修订印发〈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
行）〉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的通知》

《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关于开展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湖南省开展城乡客运一体化等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

《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关于印发〈内河航运发展纲要〉的通知》

《关于公布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名单的通知》

《2020年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方案》

《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交通运输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公布第二批试点步行街名单的通知》

《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

《关于公布特色小镇典型经验和警示案例的通知》

《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的通知》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

《关于依法妥善处理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统筹做好乡村旅游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市场复苏有关工作
的通知》

《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第三版）
的通知》

文旅部

文旅部

国家体育总局、文旅部

文旅部、国家文物局

文旅部

文旅部

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工信部

文旅部、国家卫健委

国家发改委

文旅部

交通运输部

财政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交通运输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民政部等4部门

文旅部、中央文明办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文旅部

国家发改委

文旅部

农业农村部

最高法、司法部、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住建部、国家文物局

文旅部

序号 发布时间 分类 文件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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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8·20

8·24

8·26

8·28

8·31

9·10

9·14

9·16

9·16

9·18

9·18

9·18

9·18

9·24

9·25

10·19

10·19

10·21

10·22

10·28

10·29

10·30

10·30

11·3

11·17

11·18

11·18

在线旅游经营

区域旅游

乡村旅游

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

旅游宣传

艺术专业人员
职称

演出市场繁荣
发展

特色小镇

体育旅游

旅游景区

马文化旅游

蚕文化旅游

疫情防控

旅游卫生

疫情防控

“交通+文旅”
融合

乡村旅游

疫情防控

文旅产业

公共文化建设
补助资金

“十四五”规划，
2035年目标

公共文化建设
补助资金

非遗保护

乡村文旅基础
设施

人才扶持

全域旅游

数字文化

《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推进交通运输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的通知》

《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

《关于发布全国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

《关于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的通知》

《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

《关于发布“2020年国庆黄金周体育旅游精品线路”的公告》

《关于做好2020年国庆节、中秋节假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全国马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的通知》

《关于印发〈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
通知》

《关于印发《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第四版）》
等的通知》

《关于开展〈全国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总结评估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第二版）》的通知》

《关于四川省开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体化发展等交通强国
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关于公示2020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拟入选人员名单
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关于公示2020年“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
目的公告》

《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公共图书馆 美术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
金预算的通知》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

《关于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的意见》

《关于公布2020年“金牌导游”培养对象名单的通知》

《关于公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公告》

《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文旅部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改委、文旅部

国务院

文旅部

人社部、文旅部

文旅部

国家发改委

国家体育总局、文旅部

文旅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体
育总局

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
务部、文旅部等6部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交通运输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财政部、文旅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

财政部

财政部

国家发改委、中央农
办、财政部、文旅部等
9部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序号 发布时间 分类 文件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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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独立整理

（三）政策制定主体：文旅部门为主、多部门协同

发力

从政策制定主体角度看，2020年文旅政策的发布

涉及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6个部

门（具体如表2所示）。政策制定主体分布广泛，具体

来说有以下特征：

1.政策制定主体高权威性。纵观政策制定主体，

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又有国

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有最高行政机

关国务院。这些主体都具有高权威性，体现了党和国

家对文旅领域发展的高度重视。当然，政策制定主体

数量最多的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从宏观政

策到微观政策，都需要相应的部委具体落实，这一部分

部门规章占比最多。其中，文化和旅游部作为文化和

旅游领域的主管部门，是单独发文和联合发文最多的

部门，其发布的政策数量高达 46 件，占政策总数的

66.7%。其余各部门在自身职责领域范围内，单独或与

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相关文旅政策。如农业农村部多聚

焦于乡村和农业产业领域文旅的深化，而涉及文旅领

域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则属于财政部的职责。每个部

门在自己的权责范围之内，发挥政策制定主体的作用。

2.涉及文旅领域的多部门协同协作越来越普遍，

跨部门政策越来越多。在全部69个文件中，联合发文

数量16个，占政策总体数量的23.2%。这说明，尽管单

独发文仍然是主要的发文形式，但在推动跨领域融合

发展的今天，多部门联合发文将占据更大比例。随着

文旅融合进一步深化，涉及领域逐渐增多，制定文旅融

合政策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部门就可以完成。如数字

文旅发展就与文旅部、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多个

部门有关系。部门间合作将越来越多，而如何解决部

门间协调、衔接与合作，推动跨部门一套协同也将成为

待解的重要问题。

表 2 2020年文旅政策发文主体发布政策数量统计

（单位：个）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11·26

11·30

11·30

12·2

12·8

12·15

12·16

12·17

12·17

12·23

12·25

冰雪运动

互联网+旅游

旅游度假区

全域旅游

文化产业

旅游度假区

5A景区

旅游标准

文化遗产

文旅大数据

文化产业

《关于在“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的
通知》

《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关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单的公示》

《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通知》

《关于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的公示》

《关于公布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单的通知》

《关于拟确定21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公示》

《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名单的通知》

《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的通告》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关于命名“21世纪避暑山庄”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9家园区为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决定》

国家体育总局

文旅部、国家发改委
等10部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文旅部

工信部

国家发改委、中央网
信办、工信部、国家能
源局

文旅部

序号 发布时间 分类 文件 部门

1

2

3

4

5

6

7

8

9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体育总局

商务部

民政部

46

8

7

8

6

6

4

4

2

序号 发文主体
政策数
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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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独立整理

（四）政策工具：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

政策工具是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政策目标采用

的具体手段和方式。［4］（P110-111）目前关于政策工具的分

类标准很多，根据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

本文将文旅领域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

型政策工具。［5］（P83-84）这一标准既能体现政府相关部门

干预手段和程度，又能简化复杂的文旅政策体系。其

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指如何从供给端促进文旅产业

的发展，例如政府对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需求型政策工

具指政府通过直接拉动文旅产业的需求，促进产业的

发展。如服务外包、政府采购、海外合作、贸易出口、文

旅产业专项培育等。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是政府不用直

接的政策拉动产业的发展，而是通过改善文旅产业政

策环境，间接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如制定产业规划和

法律法规、加强文旅产业监管、推动区域文旅产业协调

发展等。2020年的69项文旅产业政策兼顾了供给型、

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

上呈现了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统计结果见表

3）。具体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

1.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最高，占整体文旅

产业政策总量的85.5%。这说明当前促进文旅产业发

展更多的不是通过政府直接的需求和供给，而是间接

地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促进文旅品质建设、推动区

域文旅融合发展等政策，培育文旅产业业态，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文旅企业、文旅市场、文旅消费进一步

成长。

2.供给型政策工具偏少，且更多集中在人才扶持

和资金保障政策上，有关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支撑的

政策偏少。后期在制定政策时要更加注重政策工具内

部使用的均衡，要特别注重发展的均衡。当前我国公

共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并不均衡，总体来说，城市发展

优于农村发展，经济水平高的地区优于老少边穷地区。

其实这些文旅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并不缺少丰富的文

旅资源，只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难以开发利用。未

来在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时，要注重对这些地区提供

相应的扶持政策和保障。

3.需求型政策工具最少，仅有一项。这说明还缺

少从需求端直接拉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特别是在

公共文旅服务建设领域，缺乏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众

的积极参与。同时也缺少拉动文旅产品和服务出口的

政策，文旅产业“走出去”战略仍然需要进一步扶持和

加大力度。

表 3 政策工具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独立整理

政策类型

环境型政策工具（59）

供给型政策工具（9）

需求型政策工具（1）

合计

政策类别

产业发展规划

行政监管

文旅品质建设

疫情防控

区域文化旅游

体制改革

文旅消费

人才扶持

技术支持

资金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

海外交流合作

/

数量

19

2

21

9

5

1

2

4

1

3

1

1

6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联合发文数量

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文物局

国务院

国家能源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林业和草原局

教育部

公安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3

3

2

1

1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6

序号 发文主体
政策数
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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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产业融合发展

为2020文旅政策的重点

文旅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一方面，文旅产业发展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特

别是随着文化、旅游、科技、交通等多领域融合发展，新

兴产品、新兴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业态和

服务业态面临严峻挑战；另一方面，文旅产业结构不均

衡问题突出，有效供给不足。高质量、高层次文旅产品

和服务供给不足，供需缺口大，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的需求与期待。文旅产业政策作为引导国家文旅产业

发展方向、推动文旅产业结构升级、促动国民经济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经济政策，在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弥

补文化市场缺陷，有效配置文旅资源上都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2020年文旅政策以产业政策为主，除个别政策

关注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支持等问题，多数集中在多角度

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改变粗放式发展模式，促进文

旅产业提质升级。政策重点具体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文旅产业恢复与疫情防控兼顾

文旅产业在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下遭受重创，严格

防疫政策下，2020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 19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6.2%。［6］为在有效控制疫情下实现文旅产业有序复

工复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出台了多项

政策。

1.既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又有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站）、旅游景区、旅行社、剧院等演出场所有

序恢复经营开放的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有做好乡村旅

游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加快市场复苏的政策，还有解决

涉疫情旅游合同纠纷和鼓励文旅产业失业人员再就业

的政策。

2.在坚持常态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原则

下，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推动文旅产业各项复工复产复

市扶持政策落地实施，包括财政资金支持、减税降费、

银行提供金融贷款、鼓励融资、精简审批等内容。

3.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积极推出新文旅

产品、新文旅路线。借助互联网平台，发掘线上产品，

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转变传统观念，借助新平台

新技术发掘文旅产业新增长点，加快文旅产业恢复活

力，实现有序发展。

（二）推动文旅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

2020年文旅政策关注的重中之重是推动文旅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向深度广度展开。一方面，加大对

文旅产业深度发展的探索，促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另

一方面，拓展文旅产业的广度，探索新的领域、新的发

展模式、新的业态等。

1.加强文旅产业品质、标准建设。内容包括5A级

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度假区、文旅特色小镇、历

史文化名城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申报与建设，旅游

厕所的管理与建设，同时还有舞台视频安全标准、图书

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旅游基础信息资源规范、旅游信

息资源交换系统设计规范、温泉旅游水质卫生要求及

管理规范等五项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的确立。

2.拓展文旅产业新产品、新领域、新趋势。许多政

策都涉及文旅产业具体门类的深耕细作。如体育旅

游、冰雪旅游、马文化旅游、蚕文化旅游等，都是文化旅

游相关门类的深入拓展。同时也注重文旅新产品的开

发，如森林康养、在线旅游等。此外，文化旅游和科技、

交通、体育等领域深度融合，关注文旅区域融合也成为

未来发展趋势。

3.优化提升“小而精、小而美”的乡村旅游。在《全

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中特别有一个

章节是关于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的。乡村休闲旅游是

“农业功能拓展、乡村价值发掘、业态类型创新的新产

业”，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依托独特的自然风

貌、人文环境、乡土文化等资源禀赋，建设特色鲜明、小

而精、小而美、功能完备的乡村旅游重点区是未来乡村

振兴、精准扶贫的重要支柱之一。聚焦城市周边、自然

风景区周边、民俗民族风情、传统农区等重点领域，坚

持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方向，以农耕文化为

魂、美丽田园为韵、生态农业为基、古朴村落为形、创新

创意为径，开发出形式多样、独具特色、差别发展的乡

村文旅新业态。同时，也要注重乡村文旅服务水平的

提升。现在有些地区的乡村旅游服务还比较粗糙，基

础设施比较破旧、管理比较粗放，顾客满意程度有待提

升。通过健全标准体系、完善配套设施、规范管理服务

等方式，提高整个乡村旅游产业的品质，推动产业朝着

更高质量、更高层次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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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文旅领域管理创新。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了

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演出市场繁荣发展、自贸区文

化营商管理、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等内容。

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进一步优化文化营

商环境，通过提升审批效能、包容审慎监管各项文旅产

业新业态、实施精细化管理重点内容，落实相关主体责

任。同时，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

价机制、促进职称制度与人才培养使用制度相衔接、改

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等措施深化艺术专业人员职称制

度改革，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从而促进文旅市场繁荣

发展。

（三）构建多领域融合的消费体系，促进文旅消费

提质升级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扩容

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特别提出要

探索特色文旅产品，构建文旅多产业多领域相融合的

消费体系，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1.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加强资本、土

地、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优化文旅企业发展环

境，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旅企业和市场的建设，国有文

旅企业应当立足主业，巩固并发展内容生产优势和传

播主渠道优势，发挥对文旅产业发展的主导和引领

作用。

2.提升文旅内容的品质。丰富文旅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推动文旅产业与高水平制造业、消费品工业、智

慧农业等先进第一、第二产业以及金融、电子商务、旅

游等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特色鲜明、差异化、个性化

的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海

岛游、沙漠游、乡村旅游、冰雪旅游等特色旅游。同时

丰富包括餐饮、演出、购物等在内的夜间文旅市场，促

进假期和夜间文旅消费等新的消费模式发展。

3.建设有特色的文旅基础设施和文旅消费场所。

推动重点城市创建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街区、剧场、书

店、步行街等场所，发展集合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区。

（四）进一步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

为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公共图

书馆 美术馆 文化馆（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和《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支持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以推动文

旅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提高文旅服务质量。

1.确定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艺术创作扶持、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交流这四个方面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的划分，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由谁承担这四

个方面支出责任的问题。

2.规范和加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的管理，对补助范围、支出内容与分配方式、申报与审

批、管理与使用、绩效与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要求，

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促使文旅产业互联网化

程度进一步加深

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AR等技

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和各产业的深入融合，新业态的

不断产生，数字经济下的文旅融合早已成为无可争议

的事实，数字赋能为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动力。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危中有机，于变

局中辟新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国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总体上增速放

缓，有些具体细分领域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互联

网+文化”领域却别树一帜，逆势而上。线上消费不断

增加，为整个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新的文旅产

品、商业模式层出不穷。线上“云演艺”、“云展览”、“云

旅游”、直播带货等从应急之举成为文旅产业全面跃升

的关键举措。“云演艺”等新业态用户猛增，新业态不仅

为观众提供了精神文化产品，也为产业优化升级巩固

扩大了文化消费基本盘。［7］“重启”堪称2020年线下文

旅产业的关键词，“海量扩容”就可形容线上蓬勃发展

的文旅市场蓝海。越来越大的流量，越来越成熟的技

术和创作经验为整个产业带来全新的变革，文旅产业

和互联网的融合程度越来越深。

为了促进和监管“互联网+文旅”领域，2020年文

化和旅游部等部门连续出台《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规定》《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等三份重磅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1.提出文旅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明确目标。

65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4期

线上线下旅游产品和服务朝着多样化、特色化、个性化

的方向发展，到2022年，“互联网+旅游”发展机制要更

加健全，互联网应用水平大幅提高。到2025年，“互联

网+旅游”融合更加深化，互联网技术成为文旅产业发

展重要动力。要通过完善政策环境、加强要素支撑、抓

好组织实施做好制度保障。

2.推动文旅产业数字“新基建”建设。完善文旅产

业“云、网、端”基础设施，具体包括5G网络基站、人工

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鼓励文旅企业与数

字基础设施开展合作，推动数字文旅新业态的发展以

及传统文旅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

3.培育数字文旅产业新业态，以数字化推动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加强数字文化企业与互联网旅游企业

的合作，一方面促进文化创意与互联网旅游企业相结

合，推出新的数字文旅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利用网

络电商、社交平台、直播App、短视频应用等平台，发展

旅游直播、线上云旅游、旅游带货、线上演艺等数字文

旅产业生产新模式。

4.加强对新业态的审慎监管。《在线旅游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规定》对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运营规范、各主

体（平台经营者、旅游者、在线旅游经营者）应负的法律

责任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由文化和旅游部负责

全国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指导、协调和监管。新业态

带来了监管环境的变化。由于互联网违法行为隐蔽性

强、追踪困难、执法成本高等特性和新业态出现频率高

等因素，对数字文旅产业的监管必须具有监管技术性

强、监管方式灵活等特点，相关部门必须及时根据新形

势、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相应监管机制，实施审慎监管。

需要注意的是，为促进新业态发展，过于严苛的监管方

式也不适用，会影响新业态创新和发展的活力。所以

要创新监管理念，探索适应新业态发展特点的文旅产

业监管机制。

三、未来文旅产业政策趋势与展望

通过对2020年我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目标、方

向、重点等不同领域的整体性回顾分析，可以判断，未

来一段时期必须更加紧密结合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强

化不同政策类型的统合效能，不断提高政策与产业发

展的适配性和科学有效性。

（一）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加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

策工具使用

科学的文旅产业政策有助于引导我国文旅产业深

度融合，在产业提质赋能上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

2020年文旅产业政策的分析发现，当前文旅产业政策

工具组合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据主要地位，而供给型

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明显不足。政府部门在制

定文旅产业政策时，应该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和政

策环境，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增加供给型政策工

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比例。

1.在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时，要通过充分调研，针

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全域旅游示范

区、文旅特色小镇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胜古迹、

文物遗址的保护利用，以及乡村旅游、红色旅游、体育

旅游等特色文旅模式，加大财政、人才、金融、技术等扶

持政策的力度和出台更加明确的实施办法。同时也要

完善文旅产业公共服务，加强文旅产业基础设施的建

设。重点是改善公共旅游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推动各

地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艺术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的功能建设。前者主要是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

下提高景区品质，以高标准加强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停

车场、旅游厕所、景区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品质，鼓励

公有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和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利用。后

者要加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美术馆

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健全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行管

理和服务标准体系，利用这些公共文化资源推动文化

体验游的发展，以文化为体，以旅游为用，推动文旅进

一步深入融合。

2.提高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比例。首先，要加大政

府采购和服务外包比例，提高政府对文旅市场的补贴。

比如在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等与

旅游深度融合中，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将包括文创产品

开发在内的部分业务外包给文旅企业或相关社会组

织。一方面可以引进专业运营团队和优质资源，为公

众提供更优质的文旅融合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

刺激文旅企业积极参与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提高

文旅产业发展活力。其次，政府可以探索在消费端发

放适当的补贴，提升公众对文旅融合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促进文旅融合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可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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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直接向消费者发放现金补贴或者消费券，拓宽发放

渠道，利用支付宝、微信、美团等常用的App，简化发放

流程以及补贴使用方式，发掘文旅发展新动力；另一方

面，也可以对合适的文旅产品实施价格补贴，激发文旅

消费，开拓文旅市场。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制定

文旅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政策以及促进国内外合作的政

策，为我国文旅产品和服务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助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中国入境游产生了巨大

负面影响，但随着数字文旅产业的发展，“云演艺”、“云

展览”、旅游直播等新型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出现将更加

有利于未来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文旅产业走出去的

战略。推动文旅产业对外贸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

合作，将成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二）进一步完善文旅深化融合政策

2009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

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从国家

层面提出文化和旅游相融合、相促进的发展战略。到

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整合了原文化部、原国家旅游

局的职责，成立文化和旅游部，进一步从政府机构设置

的角度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

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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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明确提出

在国家规划中，要进一步“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将文旅融合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建设中。所以如何通过政策建立和完善文旅融合体制

机制，是下一步的政策重点之一。

1.强化文旅融合机制的顶层设计。目前，相关的

政策多集中于具体的文旅产业门类的发展规划、文旅

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提升等。但就国家层面对整个文旅

融合的顶层设计还没有出台。尽管提出要完善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但如何详细地规划，如何具体

地实施并没有提及。中央层面要制定较为明确的发展

目标和发展规划。通过广泛细致的调研和座谈，开门

问策，汇集专家学者、文旅行业企业家、从业者、广大消

费者等代表的意见，集思广益，结合国内外优秀的文旅

融合实践和经典案例，提出符合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实

际情况的发展规划，明确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原则，正确

判断当前文旅产业融合现状和形势，制定下一步的主

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明确融合方向。地方层面各级地

方政府和文旅相关部门，要按照《文化和旅游规划管理

办法》的规定，根据本地区文旅资源的分布和发展现

状，因地制宜，编制好相应的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明确

总体任务和阶段目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

2.进一步推动文旅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机

制，深化文旅管理体制改革。文旅融合的加深必将产

生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新型产业的交融特点导致对新

业态的监管必然涉及多个部门，此时部门间的合作协

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各相关部门要建立有效的合作沟

通机制。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文旅管理体制改革，划分

清楚相关部门的权责关系，对政府服务和监管领域模

糊不清的部分要进一步明确。权责明晰的各相关部门

通过协同配合，确立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未来格局，及

时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审慎监管，规范行业发

展，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扫清体制性障碍。

3.推动文旅融合业态的创新，培育文旅融合主体。

在明确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和潜在发展资源的基础上，

厘清文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循序渐进推动文旅

融合业态的创新，创造让人民满意的新产品、新业态。

通过制定具体的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扶持政策，培

育优秀的文旅融合主体，鼓励融合主体创新文旅融合

的模式、业态、产品、服务，推动文旅融合朝着深度化、

层次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发展“文化旅游+制造业”

“文化旅游+农业”“文化旅游+互联网”“文化旅游+体

育”“文化旅游+康养”等“文化旅游+”产业，构建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新格局。［8］

（三）实质性推动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机制

从2019年到2020年，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区域融合发展的政策，通过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全

面覆盖的自由贸易区，利用国内外的优势资源，全面推

动我国经济在进一步开放升级中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由文化领域发展较快的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

先行，借由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促进文旅产业向高质

量、高层次、精细化的模式转变，而进一步推动文旅产

业区域融合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实质性推动跨区域文旅

协同发展机制。

1.要推动统一文旅市场建设，做好各地区文旅产

业政策的衔接。要清理一切妨碍市场公平和实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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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的政策，促进土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

要素在文旅市场上有序自由流动。可以通过建设全国

统一的文旅产业信用信息平台，促进信用信息互通互

用，建立文旅产业红黑名单，完善奖励惩罚机制。同时

融合发展的各地区要建立文旅产业政策的衔接机制，

明确衔接部门和具体事项，适当的时候地区间可以协

商制定区域统一的文旅产业发展规划。各地区不仅要

着眼于发展本地区的文旅产业，更要注重地区间的合

作，建立跨区域文旅产业共同发展视野，在制定本地区

文旅产业政策时，要与区域总体规划相协调配合，实现

优势互补，提高区域文旅产业整体竞争力。及时总结

政策成效，充分调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积极性，促进

形成区域间协同发展、政企多方参与、高效透明、信息

共享的文旅协同发展机制。

2.要加强产业对接协作，搭建文旅产业合作平台。

支持建设区域间文旅产业上下游联动机制，优化文旅

产业空间布局。建立区域合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和

互助机制。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建设有特色

的文旅产业，促进区域内产业衔接和文旅产业集群式

发展，提高规模效益，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各地区要发

挥比较优势，在落实国家扶持政策的同时，自行出台人

才、资金、技术、土地等配套政策措施。同时鼓励各地

建设好区域合作示范区、产业合作示范区等合作平台，

积极探索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

3.建立跨区域文旅执法机制。首先各地要建设一

支稳定、专业的文旅综合执法队伍，做到执法规范化、

透明化、高效化。通过编制和机构改革，明确执法队伍

的构成与权责划分，提高监管和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

和执法水平，通过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执法

人员的综合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公正、廉洁、高效的综

合执法队伍。此外，各地应探索跨区域文旅执法衔接

机制，可以定期召开文旅执法联席会议，文旅执法部门

内部设置专门处理执法衔接问题的部门，实现信息交

流、执法队伍协同联动、应对投诉联合处理、重大案件

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明确不同地区执法队伍的责

任，定期开展专项行动，实施重大领域跨区域交叉检

查，满足新发展阶段文旅发展的需要。

（四）促进数字文旅产业结构进一步跃升

数字文旅是未来文旅产业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之

一，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全面跃

升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1.要提高数字文旅内容建设。好的文旅产品和服

务历久弥新，相反，低质量没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和服务

即使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也注定泯然众人。所以，要以

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推动力，强化文化对旅游的内

容支撑、创意提升和价值挖掘作用，提升旅游的文化内

涵，继承革命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

展。同时也要加强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建设数据中心、

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

2.加强文旅和科技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重点实验

室建设，加快文旅大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构建数字文

旅产业标准体系，以数字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融合。发展“云演

艺”“云展览”等新业态，提升沉浸式设施、无人智能游

览、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无人机等智能装备技术

水平。

3.加强数字文旅国际间合作，特别是与“一带一

路”国家的交流合作，创新数字文化服务出口新业态，

开拓发展数字文旅新贸易，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用

数字文旅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4.要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简化数字文旅领

域相关审批手续，放宽准入条件，提高审批效能，切实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提高政务

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用

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支持数字文旅

产业全方位发展。

2020年既是文旅产业遭受重创的一年，也是文旅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年。正所谓“危中有机”，新冠

肺炎疫情迫使文旅产业向线上转移，产生了新的文旅

产品、新的文旅消费模式、新的文旅业态。加速了文旅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促进了文旅融合进一步加深。相

应的文旅产业政策也集中在保证疫情防控，加速行业

恢复，推动文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文旅消费提质升

级，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鼓励数字文旅产

业进一步发展等重点上。展望未来，文旅产业政策应

该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从而更好地完善文旅深

化融合，推动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机制，促进数字文旅

产业结构进一步跃升，使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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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协同式治理；精准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4-0070-09

收稿日期：2021-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访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衔接机制研究”（17BSH09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研究”（2021ZDZK18）

作者简介：温丙存，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社会治理。

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社会

治理效能离不开科技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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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

体系”。要更好地发挥科技支撑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

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

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1］（P88）。特

别是在“十四五”时期，现代科技会成为推动社会治理

现代化最有活力、最富时代气息的手段，如何更好地将

科技支撑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智能

化水平，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基

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多种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的剖

析与推演，探究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

实践中，现代科技的技术嵌入如何最大程度地为治理

实践增效赋能。

一、研究缘起

关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研究主题，既有成果

主要从应然视角或理论层面探究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如

何驱动社会治理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发生机理研究。

大数据可直接催生社会治理的新思维新模式新路径，

进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直接影

响社会治理思维和主体行为选择，孕育出“云治理”模

式，［2］可使社会治理从封闭式、静态化、网格化管理转

向开放式、流动性、网络化治理，［3］从定性化的经验型

治理转向数据化的精准型治理，［4］从碎片化治理转向

整体协同化治理。［5］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可汇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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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理民情（诉求）、评估社会治理风险、开展基于知识

库的诊断式政府回应，［6］能借助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整

体性治理，借助数据挖掘机制实现精准化治理，借助在

线互动机制实现参与式治理。［7］

其二，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

研究。在信息技术驱动社会治理的逻辑方面，如果说

传统互联网是“信息互联网”，已基本解决信息的流动

问题，那么具有分布式存储、去中心化、价值性等属性

的区块链技术则是“价值互联网”，致力于解决信息的

价值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底层技

术框架，区块链技术具有共识性、可信性、共享性、自发

性等显著优势，可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共享、信息安

全和信任缺失等问题，［8］能从组织结构、主体地位、社

会信用、治理效率等方面驱动社会治理创新。［9］在价值

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技术有助于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彰

显个体价值，构建简约治理机制，凝聚社会治理共识，

区块链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是实现以“个人”

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智慧化。［10］

其三，人工智能驱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风险规避研

究。作为一项辅助技术，人工智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政府在及时有效回应公民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方面

的压力，［11］进而提升社会治理服务的水平与效率。但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嵌入社会治理时，也会随之带来

治理主体的机器化、治理体系算法化、治理手段技术化

等社会治理转场问题，而这种转场则潜伏着“技术利维

坦”的风险，所以需要对人工智能实现技术划归，［12］需

要构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13］需要为智能

机器设定禁忌，划定人机合作的边界。［14］

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表明，学界关于科技支撑

社会治理的既有研究，多基于逻辑推演展开理论性分

析和应然性解读，而从实践入手进行实证性研究和实

然性探析的高质量成果实属凤毛麟角。关于科技支撑

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

考察国外大数据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比如，对国

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案例的考察；［15］对国外大数

据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总结。［16］二是以中国上海为主

要对象的案例研究。例如，以上海浦东e家园项目为

例，分析“互联网+”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17］

考察上海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四种实践形态，尝试

构建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框架体系；［18］基于上海市A区

城市大脑项目，探讨社会治理智能化创新政策执行中

面临的政策目标与标准不明确等难题。［19］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社会治理方面的实证研

究，本文在汲取既有研究成果有益成分的基础上，立足

当下和本土，从19个省份的32个有关科技支撑社会治

理的实践创新案例入手，尝试解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

在新时代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如何

从经验事实层面支撑社会治理并提升治理效能。

二、数据来源——全国

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社会治理研究

尤其“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

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

建新理论”［20］（P344），本文对科技如何支撑社会治理创新

的经验研究，直接来源于对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

的典型案例的整理、解析与思考。

及时归纳解析全国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先进案

例，总结社会治理的创新规律与先进经验，是提升社会

治理实践能力的有效抓手。自2012年起，人民网和国

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每年都会联合举办全国创新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①在严格初选入围案例、

网络投票和专家综审的基础上，征集到大量具有真实

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的案例，亦为本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数据来源。基于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的

影响力、新颖性、案例资料的公开可得性等综合考量，

本研究选择以2020年和2019年共205个征集入围案

例为基础数据库，其中2020年为100个，2019年为105

个，每个案例均包括背景与起因、做法与过程、成效与

反响、探讨与评论、重要资料附录等要素内容。在逐案

逐篇审读205个入围案例的文字材料后，最终筛选出

以科技支撑社会治理为主题的32个实践创新案例（详

见下表1）。

① 2018年中共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合并后，该项案例征集活动继续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

部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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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典型案例

在上述32个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典型案例中，2020

年案例为14个（即C01至C14），2019年为18个（即C15

至 C32）。从地域分布看，32个典型案例覆盖了川（5

个）、苏（4个）、粤（3个）等19个省份。本研究将以这

32个典型案例为基础，遵循归纳逻辑、内容分析和质

性研究的方法，专题探究在实践和事实层面现代科技

如何支撑社会治理这一现实问题。

三、现代科技融入

社会治理实践的技术载体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实践中，科技支撑社会治

理的基点在于将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因此，

由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首先是科技型治理，即以现代

科技实现对传统社会治理技术、手段、设备的改造升

编号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名 称

成都市郫都区：智能化、专职化网格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扬州市江都区：智治支撑社会治理的“江都实践”

黑龙江省兰西县：运用网络手段创新乡村社会治理

重庆市南岸区：市民“线上”点单 城管“线下”服务
——运用“互联网+智慧城管”模式推动全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宁波市鄞州区：构建“互联网+警调衔接”新模式 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警调样板

淄博市临淄区：“城市e管家”App做实城市管理“绣花功夫”

江苏省镇江市：加强网络综合治理的探索实践 五大主体同参与 网上网下齐发力

江苏省宿迁市：“四情四力”网上线下模式助推基层舆情风险隐患化解

昆明市五华区：打造智慧治理新平台 构建多元共治“服务圈”

上海市宝山区：以人为本打造“平安智慧社区”

成都市成华区：“大联动·家空间”智慧社区建设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南京市栖霞区：“掌上云社区”智慧治理筑牢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协同联动完善措施 源头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湖南省醴陵市：全面推行监督与服务微信群 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

济宁市兖州区：创新社会治理“综治中心（雪亮工程）+”

成都市成华区：实践“社区公共服务大数据政社互动机制建设”创新智慧治理机制

广东省东莞市：以社会服务管理“智网工程”为主线 开创市域社会治理崭新局面

湖南省醴陵市：探索网格化社会治理创新

成都市成华区：大联动微治理基层智慧治理应用平台

深圳市坪山区：以民生诉求改革为抓手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长春市农安县：“农安长安”工程

邯郸市峰峰矿区：探索“智慧信访”快速处置新模式

福建省莆田市：打造“市域社会治理之‘人’体模型”

天津市滨海新区：打造智慧城市 创新社会治理

深圳市宝安区：建立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调处体系 夯实社会稳定基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互联网+”助推民生服务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户籍系统“一网通办”依托信息化提升人口服务治理能力

浙江省杭州市：建设城市大脑的创新实践

成都市锦江区：创新“群哨智能电子红袖套”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山西省太原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与实践

大连市花园口经济区：搭建“线上矛盾化解大平台”

延安市宝塔区：“宝您满意”智慧民生系列数字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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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新时代中国，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

明，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治

理整体方案等，是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

（一）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

即时通信技术具有在线互动交流、容纳信息丰富

（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快捷方便等特点与优

势，例如，“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

的迅速普及，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以其用户体验的

便捷性和创新性迅速累积海量用户”［21］。当前，以微

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信技术已深嵌于社会治理实践之

中。比如，在本研究中，C03案例建立了乡、村两级微

信群网络平台；C04案例搭建了三级微信督办群，市民

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点单；C14案例建立了监

督与服务微信群，实现“村村有群、户户入群”；C20案

例以微信端的“@坪山”为基础，收集和分析民生诉求

数据，开展政民线上网络互动；C26案例开通了政务微

信平台，在微信公众号“呼和浩特发布”中增设“市民留

言”板块。而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探索

构建了“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

号等网络平台，由社区党组织主导，居委会、驻区单位、

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和物业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依

托微信群而建的“掌上云社区”，通过互动回应、在线沟

通等处理“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打破了社区与居民

之间的时空阻隔，拓宽了参与治理的渠道；打破了传统

政府服务中信息不对称等瓶颈，延伸了政府服务的触

角；打破了党群、干群之间的时空与心理隔阂，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

（二）以各类App为代表的应用软件技术

应用软件技术可以拓宽互联网系统的应用领域，

放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硬件的功能，在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实践中，App等各类专业应用软件和应用平

台正被广泛开发并应用（如表2所示）。

表 2 应用软件技术融入社会治理实践的典型案例

以C21案例为例，可以看出，吉林省农安县在国家

推行的“雪亮工程”基础之上，依托县指挥中心，凭借系

统整合、资源共享与拓展开发，建立了全县统一的“农

安长安”工程软件平台。这一软件平台包含指挥版

App、政务版App和民生版App，其中，指挥版App主要

功能在于主管部门负责人可随时登录查看推送消息与

待办事项，快速掌握人员在岗在位情况、智能设备运行

情况、网络舆情等，可发起即时会议展开会议协商，以

备下达指挥指令；政务版App主要功能在于政府公务

人员可登录使用任务调度、案件查询、会议协商、信息

直报、信访查询等功能；民生版App主要功能在于群众

可登录获取公益信息、监督举报、法律咨询、一键求助、

信访诉求等。

（三）以超级感知为特性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超级感知，具有泛在性连接、

智能化感知、集成性应用等特征，具体来讲，“物联网就

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

案例

C02

C05

C06

C09

C18

C21

C22

C25

C27

C31

技术应用要点

搭建“1+N”网格化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即1个信息聚合共享服务平台，工业大数据等N个重点领域系统平台。

自主研发具有预约、咨询、评价等功能的“警调一网通”系统，将其嵌入公安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和智能警务亭等
新型警务平台，构建网络预约调解、远程视频调解等新型调解机制。

开发“城市e管家”App。

打造“志愿圈圈”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实行志愿服务项目全程网络管理。

将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与“醴陵政务”App深度融合，建立“人、地、物、情、事、组织”数据库，并与便民服务、
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综合治理四个平台共享基础数据。

开发“农安长安”工程App，该综合管理平台系统分为31个子系统、313个模块。

开发信访处置App辅助系统，探索“智慧信访”快处新模式。

开发“家事情感纠纷智慧调处平台”，承载任务自动推送、全流程智能化闭环管理、在线督办考核等职能，实现妇
女儿童保护“全过程数字化记录，全流程信息化查办”。

建设户籍业务“一网通办”人口管理系统，开展人口数据处理、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可视化呈现等。

搭建“线上矛盾化解大平台”，开发“大调解”“大情报”“大学习”等模块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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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

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22］。

物联网可为生产与服务系统的监控和调度创造一种实

时、感知、透明的新环境，［23］本研究发现，以“雪亮工

程”为代表的物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有助于识别社会

风险，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升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

升“流动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例如，C01案例运

用互联网、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台等，常态化、动

态化采集辖区内的人、地、事、物等基础信息，依托“大

联动·微治理”平台，对“雪亮工程”、人脸识别、天网探

头以及环保、学校、医院、商场等视频数据资源进行“云

整合”。C15案例以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和“雪亮工

程”视频系统为技术支撑，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C17案例开发使用统一的“智网工程”信息系统，实现

政务数据资源、公共安全视频资源的大汇聚，建立“二

标四实”基础数据体系。C19案例整合视频资源，实现

全时感知；实施网格管理服务，实现全程感知；构建地

下智能感知、手机移动监测、超级WiFi等智能化“物联

网”，实现全息感知。C29案例研发“群哨智能电子红

袖套”设备，实现定位、指挥调度、报警求助、蓝牙通话、

应急照明等功能整合，提升社会治安群防群治智能化

水平。此外，在C10案例中，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在打

造以人为本的“平安智慧社区”过程中，更加强化了对

“物联网”的聚焦和运用，一是建设“雪亮工程”延伸感

知系统，形成视频网、感知网两张网，对辖区所有小区

视频监控进行联网全覆盖；二是实现小区“智慧安防”

基础版（含WiFi嗅探、人脸识别、车辆智能识别系统

等）配置全覆盖；三是建设高空鹰眼系统，通过物联网

传感节点和深度覆盖，替代传统安防“人海战术”。

（四）智慧治理整体方案

智慧治理整体方案是以构建智慧社区、智慧城市

等为治理目标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是一种多束集成性

智慧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则是智慧治理综合解决

方案的重要目标与构成内容之一。这种现代科技融入

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如表3案例所示。

表 3 智慧治理整体方案融入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

上述案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C24案例，天津市

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探索形成了以智慧城市运营

中心为大脑，以设施物联平台、数据汇聚平台、用户认

证平台为承载平台，以各种智慧应用为支撑的“1+3+N”

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有

力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与事件的快速协同处置水平，

形成了主动式、预防式和前瞻式的创新城市社会治理

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种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实

践的路径中，网络空间治理均被提上了日程，如本研究

案例

C11

C16

C23

C24

C28

C32

技术应用要点

打造“大联动·微治理”社区治理云平台，构建“一中心（社区综治中心）三平台（组织、安防、服务）+X（特色应用场
景）”智慧社区体系架构。

打造聚合共享一体的“一港三云”社区融合云平台（“一港”是大联动社区智慧港，“三云”是院落协商自治—社区
多元治理—街道综合治理三个开源、共享、精细化的子平台），研发共治自治一体的“一图三e”基本功能应用系统
（“一图”是智慧社区电子地图，“三e”是院落“e共治+”、社区“e共安+”和街区“e共服+”）。

探索大数据引领下的“社会治理人体模型”，其中，“灵光大脑”系市域社会治理数据分析研判平台，“健康躯干”系
市、县、乡、村四级综治网格中心，“壮实手脚”系惠民宝App和“妈祖故里家家亲”网络互动平台，“畅通血脉”系以
大数据、“雪亮工程”等为支撑的网格化管理。

创新“1+3+N”智慧城市治理模式：“1”即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实现数据优化整合，“3”即三个承载平台（设施物联
平台，收集和感知城市运行数据；数据汇聚平台，让物与物“对话”，实现数据实时共享，进行三维可视化处理应
用；用户移动应用平台，完善居民服务App），“N”即智慧健身舱等多个应用系统。

按“互联网+现代治理”思维与城市学“城市生命体”理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构建城市大
脑这一平台型人工智能中枢。城市大脑由大脑中枢（计算资源平台、数据资源平台、算法服务平台等）、交通等行
业系统以及区县平台构成，城市大脑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为支撑，在整合归集政府、企业、社会的数据基础上，
进行融合计算，在城市运行中担负起生命体征感知、事件预测预警、“城市病”治理、宏观决策指挥等功能。

打造智慧乡村、掌上社区、全民城管、信用街区、数字宝塔、数字商圈、阳光政府等系列数字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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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C07、C08、C13、C30等案例。例如，在C07案例中，

江苏省镇江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近70%，为提升网络

治理能力，该市创新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网上网下

协同”的网络综合治理新格局，党委、政府、网络运营

商、网络社会组织和网民各司其职、协同共治。其中，

党委重在当好“指路人”，强化组织、人才、思想“三个引

领”，提供“红色引擎”，具体机制包括推进互联网企业

党建全覆盖、实施互联网行业“先锋大V”培育工程、引

导互联网企业厚植“红色基因”。政府重在当好“管理

者”，守护好网络世界这一“公共绿地”，具体机制包括

“清除杂草”，消除网上戾气；“栽花种树”，传递正面声

音；“治病捉虫”，处理负面信息。网络运营商重在当好

“店小二”，加强网站从业人员管理、网站值班管理、网

站基础管理、网站安全管理等。网络社会组织重在当

好“领头雁”，重组分散的网络人士，让其由“社会人”变

成“组织人”。网民重在当好“主人翁”，守法自律，营造

良好网络生态。这些做法和经验也进一步证明，“网络

治理的基本目标”与核心任务就是“在线行为的有序化

与合秩序”。［24］

四、科技支撑社会治理

提质增效的现实路径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表明，以科技为支

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释放出了空前的创造活力，只

有借助科技支撑与科技赋能，社会治理才能进一步朝

着便捷化、协同化、高效化、精准化的方向迈进。

（一）协同式治理：依靠现代科技凝聚起多元治理

主体

首先，以现代科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通过C09

案例可以看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在探索健全志愿

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依托信息技术，积极搭建“志愿圈

圈”项目平台，打破了传统志愿服务的领域、行业与空

间限制，有力调动了各行业、各领域、各类群体的服务

资源，基本形成了以政府搭台为“线”，以社会组织、爱

心团体、企业商家等联动为“面”，以广大党员、群众参

与为“点”的志愿服务格局。当前，社会治理内容及其

环境的复杂性、跨界性、不确定性等，都对协同社会治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协同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主体

间默契配合、井然有序的自发和自组织集体行动过程，

通过集体的自组织行为实现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效用最

大化和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提升”［25］。而现代科技能

够为多元主体开展协同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动力和引

擎，特别是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等具有的在线

交互功能，能够突破传统信息沟通中的时空壁垒，为社

会参与提供便捷化渠道。

此外，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还要求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和服务的便利性。［26］比如，在

探索创新乡村治理时，可运用微信群网络平台提升社

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村干部将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

项在群内发布，广泛征求村民意见，村民可以充分发挥

积极性主动性，建言献策，共谋发展。同时，村民还可

以在微信群内推送医疗保健、居家生活、老人赡养、子

女教育等日常生活话题，或者发布二手物品买卖、失物

招领、房屋出租等信息，有效实现信息共享。

其次，以现代科技延伸基层治理民主协商监督触

角。基层协商治理有助于协商不同利益，缓和各种矛

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7］而现代科技则可为基层民

主协商“充电续航”。例如，在C12案例中，江苏省南京

市栖霞区探索创新“网格+网络”双网治理路径，探索构

建的“掌上云社区”“云协商”智慧治理模式，就是依托

现代技术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有益尝试，值得借鉴推

广。具体而言，“掌上云社区”融入社区治理全流程，有

利于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赋能增效，打破社区与居

民之间的时空限制，有效汇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和各类

治理要素，形塑扁平化和“共在”式的治理结构，让治理

主体不再“缺位”，在线互动日益“热络”，进一步拓宽社

区协商的可行路径，搭建起有效参与、协同共治的平

台，激发社会力量的自我生长，营造社区自治共治的浓

厚氛围。同时，“掌上云社区”治理模式作为基层社会

治理的新样态、新手段，通过在线沟通、互动回应等方

式，能够有效治理共在一个“群”内的社区公共事务，进

而将以往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的那些中青年纳入进

来，将以往信息不对称的各个层级的社区组织吸引过

来，将原本互不相识的社区邻里联通起来。

此外，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以开放、共享、交

互、便捷为导向的现代信息技术还可为基层治理的民

主监督插上翅膀。比如，在探索创新群众权益维护机

制中，积极搭建监督与服务的微信群平台，实现上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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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与下情上达的互联互动，延伸了监督触角。通过微

信群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党务、政务、财务等相

关信息，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群众可点对点提出信访举

报，能够有效改变以往权力运行不规范、干部作风不扎

实、村务公开走形式等问题，将监督载体从“线下”延伸

拓展至“线上”，开启基层民主监督全天候的“探照灯”。

（二）精准化治理：依托现代科技诊断复杂治理

事项

首先，以现代科技破解信息壁垒问题。政府在社

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的效能，为

此，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优化

协同高效，破除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等弊病，打通部门

之间、条线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工作联动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力量整合和

功能聚合。例如，C28案例就为我们提供了启发，通过

探索建设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为支撑的城市“大

脑”，更加注重部门协同治理，通过“大脑”中枢、部门系

统和区县平台“三位一体”的架构体系，努力破除行政

业务协同的“数据壁垒”，实现跨领域、跨区域和跨层级

的数据归集与互联共享，将多源数据整合成稳定、高

效、纯净、标准化的高价值密度的数据资源，进而为上

层数据智能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实现各级各部门

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

现实的政务服务中，往往存在“信息孤岛”，即“各

个政府部门的信息来源彼此独立、信息平台相互排斥、

信息处理难以关联互助、信息运用不能互换共享的信

息壁垒和信息堵塞现象”［28］。打破行政“割据”，消解

“信息孤岛”，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汇集与共享，是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与创新内容。例如，在

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变

革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索以信息化整合为支撑、实

现精准化服务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在推行网格

化管理服务过程中，运用手机终端、电子信息技术平

台、“大联动”平台等，创建常态化信息采集模式，动态

采集整个辖区的人、地、事、物、组织等基础信息，确保

信息的完整、准确和鲜活，建立统一的终端数据库，既

能保证信息的一致性，又能去除大量冗余信息。相关

行政职能部门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互联互动、

互通互享，全部导入通用性、共享性数据，有效增强各

部门间的联系与合作，同时，建立信息保密与分级授权

制度，加强数据信息的综合集成、关联对比、权威发布

和共享应用，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治理信息

的碎片化问题。

其次，以现代科技促进国家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

的精准对接。“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广泛依赖对海量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场景运用”［29］，作为国家治理的重

要内容，社会治理及其精准化同样离不开运用现代科

技对碎片化信息的收集、整合与应用。依托现代科技

特别是大数据平台，可以较为精准地收集海量的社情

民意、社会需求、民生诉求、矛盾隐患等基础数据，通过

数据研判、科学决策，政府可以更好地配置治理资源，

提供更加精准的供给与服务。

例如，对一些大城市的传统核心区而言，社会治理

结构呈现人员密集、人才聚集、思想多元、诉求迥异等

特征，面对社会多元复杂的需求，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已难以提供精准化社会服务。为此，需要积极推广打

造“党建引领、智慧众治”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运用大

数据进行社会需求和民众诉求研判，提供精准化的服

务与供给。通过树立“小服务大数据”的治理理念，利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梳理出服务需求热点，研判出治理

资源盲区，定期向职能部门通报预警，实时调整社会服

务和资源供给方向，建立交互式服务、精准化服务和个

性化服务的常态长效运行机制，继而最大限度地避免

供需对接错位与治理资源空转等问题。

五、结 语

“十四五”时期，以“科技支撑”赋能社会治理创新，

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重大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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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技支撑”

纳入社会治理体系，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加快数字化

发展的决策部署中，明确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

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30］（P23）由此可见，在新发展阶段，科技如何更加有

效地支撑社会治理创新，是亟须破解的重要理论命题

和实践课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全国创新社会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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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为依托，从实然角度和事实层面，研究分析了

科技支撑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及其逻辑规律。

从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

即时通信技术、应用软件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慧治理

整体方案，已经成为现代科技融入社会治理的主要载

体。从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融合的实际效能来看，一

方面，现代科技能够通过突破社会沟通的时空壁垒，凝

聚起多元治理主体，助推协同式社会治理；另一方面，

能够通过破解信息碎片化问题，诊断出复杂治理事项，

实现精准化社会治理。也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大数

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通过推进治理主体的社会沟通

和治理对象的管理服务来支撑社会治理已成为大势所

趋。当然，在科技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仍然面

临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运用不充分、各项科技整

合运用及其叠加效应亟待开发、“信息鸿沟”［31］、数据

安全治理［32］等新的问题与挑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

究、应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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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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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流域治理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河长制已上升为中国的一项国家战略。通过实行

河长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行政区河流纵向治理层级的整合、横向治理层级的整合以及公私合作关系的整合。但

由于河长制仍未完成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科层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嬗变，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跨域治理

的一些共性问题，诸如以逐级分包为主的组织体系造成权责模糊化，以垂直问责制为主的考核手段导致问责缺乏监

督，以公权力为导向的单边治理模式引致社会参与不足。以河长制为例，要实现跨域治理的绩效优化，关键在于建

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联结机制，增强组织体系的一体化；注重考核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强化考核问责的闭环

性；构建全过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私合作的协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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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太湖流域暴发蓝藻事件导致周边城市的

供水危机。当年8月，无锡市出台政策，要求各级党政

主要负责人作为辖区内重要河流的河长，并通过一定

的激励和惩戒措施，使其对河流、水源水环境负责，对

水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这一流域治理机制的创新，

就是后来的“河长制”。作为地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有

益探索，各省市纷纷开始效仿无锡市关于流域管理的

创新之举。2014年3月21日，水利部领导在国务院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打算将“河长制”这一地方创新经验和

成功做法在全国推广。

2016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

见》，指出河长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是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解决跨行政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维护江湖环境

健康的有效措施；全面实施河长制，有助于完善水管理

体制，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1］

目前，河长制已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以四川省

为例，2017年1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全面实施

河长制的方案，成立了全面实施领导小组，省委书记和

省长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其他省级领导任成员。同

时，依托领导小组建立了总河长制，对嘉陵江、岷江、沱

江等11条省级河流实行双河长制，每条河都由两位副

省级领导任河长。

从自然角度看，河流湖泊具有整体性，然而对公共

行政而言，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河长制的出现较

好解决了传统科层管理在我国流域治理领域失灵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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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于河长制的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官员、地方

政府、新闻媒体对此都表示了肯定和支持。环保部门

认为，这明确了具体官员治理污染的责任，有利于水污

染防治；地方政府强调了其创新性，认为它抓住了治水

的关键，效果显著。［2］（P17）四川省11条主要河流实行河

长制以来，流域内的河长们在落实责任、强化监管、控

制污染、加大投入等方面履行职责，水质达标率和民众

的满意度等有了显著的提高，流域内的环保和生态文

明建设得到了加强。监测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四

川全省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2020年87个国考断面优

良比例达95.4%，同比上升6.9个百分点，岷江流域更

是首次全面达标。［3］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河长制的跨部

门协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目前流域治理中

的碎片化问题，极大地促进了相关涉水部门之间的合

作，至少在短期效应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河长制是如何实现对河湖特别是跨行政区

流域的有效治理，其内在机理是怎样的？河长制是否

真的破解了“九龙治水”的困局，其实际运行又有哪些

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再有，河长制看似解决了涉水部

门行政权力运行的本位化与碎片化等问题，是否意味着

我国跨域治理已经实现了整体性治理呢？本文拟从整

体性治理视角出发，围绕上述问题进行相应研究，并以

河长制为例，提出实现跨域治理绩效优化的相关对策。

二、研究现状

（一）对跨流域治理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为

流域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奥普尔斯（Ophuls）认为，

受限于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流域难以避免在

使用过程中存在“公地悲剧”的问题。［4］（P228-229）埃莉

诺·奥斯特罗姆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自主治理对于公

共事务是具有可行性的，并通过实验论证的方式，得出

通过合作能够实现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管理，

不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5］（P31-41）

在国内，学者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

国外河流开发与保护的经验教训，如美国密西西比河、

欧洲多瑙河、巴西亚马逊河、埃及尼罗河等的污染及其

治理，总结出了国外流域管理的三种主要模式，即直接

调控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和谈判治理模式［6］（P91），并通

过对这几种模式的对比，试图总结出我国流域治理中

值得采取的对策。其后，一些学者对流域治理过程中

的水利发展、沿江产业链发展、空间布局等关键问题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

近年来，学者们借用治理相关理念，对跨域管理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雷玉桃通过对流域水环境的管理

进行博弈分析，提出了对流域内水资源实行一体化管

理的原则。［7］（P124-125）王浩等将行政区域管理与流域管

理相结合，通过对数字流域的研究，提出构建以流域管

理为基础的城乡水事综合管理模式。［8］（P19）赵来军对太

湖流域、淮河流域，黄德春、华坚、周燕萍对长三角区

域，陈瑞莲、任敏对珠江流域、东江流域的治理分别进

行了研究，从实践层面对流域跨界纠纷的产生机理及

协调纠纷框架，跨界水污染治理的交易机制、生态补偿

机制，以及我国跨行政区河流湖泊的水环境协同治理

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9］（P8）

总的来看，以上研究大多停留在“借鉴-应用”的分

析层面，缺乏对适合中国特色流域管理模式的系统讨

论。运用整体性治理理念研究中国流域治理模式的仍

然很少见。张成福等作为其中的代表，提出跨区域治

理的基础在于多方共同参与，是一种强调构建伙伴关

系、共同分担利益风险的协作治理模式，可以按照时空

维度，将其划分成中央主导、区域协调和多元驱动三种

模式。［10］（P105）

（二）对河长制的研究

在地方实践经验中，河长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学术界对河长制体制形式的法治或人治、应急制度

或长期制度机制定位、政府主导或多元治理结构等问

题，仍存在许多争议。

王书明、蔡萌萌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河长

制优缺点，认为其权责明确，有利于治污效率提高，但

同时难以根除因忽视社会力量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

利益关联风险等许多制度缺陷，因而很难追究河长的

责任。［11］（P11-12）刘超、吴加明认为，河长制没有走出因

事设岗的传统管理窠臼，错乱的制度逻辑导致无法建

立长效机制。［12］（P42）任敏认为河长制是中国政府对流

域问题开展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一个样本，尽管它在短

时间内提高了协同的效率，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新型的

基于权威的混合层次协同模型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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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13］（P30）黄爱宝在权力体

系、法制和伦理体系的框架下分析了河长制，认为其发

展趋势应该是逐步摆脱权力体系，适度追求法制建设，

加强道德伦理体系建构。［14］（P145-146）王勇认为河长制面

临着法治与人治、民主与集中、长期与临时、多元与统

一等内在张力，因此，需要引入合理程序，将政府主导

与公众参与联系起来，优化多元主体的法律关系结构，

提升目标责任制的法治水平。［15］（P5-6）

总体而言，学界认为应将河长制定位于一种过渡

性或阶段性的制度设置，并认为其是有效而非长期的，

并对其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了较为系统且有益的反

思。但对河长制的内在机理分析甚少，从整体性治理

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就更少。目前，笔者仅找到1篇相

关文献。王伟、李巍借助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河长制进

行了样本研究，认为河长制的关键在于整体责任制度

的统筹构建、形成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等。［16］（P18-19）本

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

三、理论基础

英国学者希克斯（Perri 6）于 1997年首次提出了

“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他认为，政府改革的新

方向是走向一个全局性的政府。［17］（P10）2002年，希克斯

等在其著作《迈向整体性治理》中正式提出了整体治理

理论，认为政府组织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就是政府机构

之间的整合、协调和合作。［18］（P9）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政策失败导致的政府

治理碎片化的一种反思与回应。传统的官僚制追求政

府的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范式力求平衡工具理性和价

值理性。而整体性治理则侧重于治理的整合和协调，

强调整体价值。与协同治理、网络治理和合作治理等

治理理论相似的是，它们都反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分权

和部门化，主张通过跨界合作、一体化和协调来向公众

提供整体而非分散化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政府不同

机构和部门之间商定的政策目标。整体治理与其他治

理理论的区别在于，它以整体利益为逻辑起点，以满足

公众的整体需求为目标，以整合与协调为手段，注重政

府组织体系运行整体绩效的实现。它强调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对治理层次、公私关系、问责机制、信任机制和

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构建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础的政府

整体运作模式，进而从根本上消解不同权力主体之间

存在的责任模糊、推诿扯皮等顽疾。［19］（P90）整体性政府

在实际运作中通过在纵向层级、横向功能和公私合作

三个维度上进行整合，如图1所示，成为继传统的官僚

制和公共管理范式之后一种新的政府治理范式。

图 1 整体性治理的三维整合模式（彭锦鹏，2005）［20］（P71）

为应对目前社会风险危机治理的需要，整体性治

理强调跨境（包括跨国）公共事务的协调治理。亚里士

多德指出，属于最多人的公共物品，往往是最不受关心

的。［21］（P38）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河流和湖泊是一种复

杂而紧密结合的共生体系，每个元素都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

排他性。然而，流域的跨界性导致河流被划分为不同

的行政区域，形成了上游和下游、左岸和右岸涉及多层

次、多部门、分段的管理体制，不同层次的政府和不同

的职能部门都有各自独立的职能管辖，导致水资源保

护与水环境管理责任不清，合作不力。同时，水污染的

流动性、扩散性和负外部性使得水环境保护不再是单

一行政区的公共事务，而是演变为一场跨行政区的公

共危机。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官

僚体制运行模式无法应对与日俱增的跨境公共事务，

迫切需要跨部门、跨层级的不同治理主体整合合作，调

动各类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效治理。

就流域治理而言，传统的碎片化治理难度较大、成

效低下，河流和湖泊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水利、水量、水质、供水、排水、治污、环保等各

归一个部门管理，由于职责分工存在重叠交叉，加之信

息碎片化和分散化，导致涉水管理部门间相互沟通不

畅，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级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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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没有哪一个涉水管理部门有足够的权威，一旦出了

事情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没有明确的责任边界，容

易导致事态失控。对此，安东尼·唐斯认为，官僚机构

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其组织边界模糊，复杂的现代社

会及其相互依赖性催生且加剧了这种模糊性。每个官

僚机构一般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部门本位给出足

够的理由，这是因为管辖权对大多数官僚组织是极为

重要的。［22］（P225-234）

在流域公共管理中，许多与水有关的管理机构的

职能边界也很模糊。换言之，其他与水有关的管理机

构也可能做出超越自身权力领域，进入其他机构管辖

权限范围的行政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与水有关的管

理机构相互防范，并保持强烈的主观动机来拒绝这种

入侵。在一些权力的边缘地带，尽管具体的官僚组织

在这一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其他机构也有一定的

影响力。例如，在流域公共管理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保护部门可以看作是水资源保护的主导领域。但

是，水利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等也有水资源保护的财

权、事权。在实际公共生活中，责任纠纷和权力冲突通

常充斥于这些跨界领域。对于河流湖泊等公共场域而

言，由于没有单一的政府机构组织居于主导地位，最容

易发生一哄而上争夺利益或一拍而散推卸责任的情

况，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这些领域建立一个具有官方约

束力的整体协调机制。河长制体现的正是整体性治理

理念下的河道综合治理方案。

四、河长制的内在机理

河长制的运行模式是以分级体制的垂直权力运行

机制为基础，通过行政承包、激励问责和多元参与实现

流域的纵横治理整合以及公私合作，构建不同层级政

府之间、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分工协作、联合治理的流域

治理新格局。具体如图2所示。

图 2 河长制运行的内在机理

（一）纵向层级整合

根据我国水污染防治相关法律规定，各级地方政

府负责的是本行政区域的水域质量。同时，受行政治

理的地方性管理特点的制约，地方政府也在流域治理

问题上秉承的是区域化管理原则。对于没有行政管辖

权的河流和湖泊，它们不会在治理上投入更多的成本。

因此，行政区划的地域性原则很难完成河流和湖泊水

环境管理的使命。

为此，在纵向协调层面上，河长制整合了分散的河

湖治理机制，赋予了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官员对流域治

理天然的职责。由此构建了一个流域治理的“共同责

任”体系。它明晰了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责界限，通过实

行垂直责任制，指导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完成了对不

同层级政府在流域管理方面各种行政资源的纵向整

合。［23］（P15-16）事实上，为了完成流域治理的任务，河长

制已经具备了明确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省、市、县、乡的

四级管理体制。该机构本身所体现的是一个垂直的、

上下联动的机构。从省级单位，到乡镇一级，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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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才能在各级政府之间迅速有效地报送。在紧急

情况下，通过直接向上级河长报告，河长制可以快速响

应。这种人力、物力的整合，使流域水环境问题能在第

一时间得到解决。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体系，让河长

制真正得以统一有效地运转，共同实施系统协调，避免

出现流域治理中的“公地悲剧”，也能够让一条河流流

经的多个地方之间实现共治共享。同时，治理水污染

的成本由各级、各地政府分别负担的分级和分段承包

负责制，这是行政给付时代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的

一个基本途径。

（二）横向功能整合

流域管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水利、渔

业、海事等多个政府组成部门。各部门有各自的水管

理职责和权力。传统的分散管理布局导致管理成本和

治理难度的增加，难以对涉水的多个职能部门的资源

进行有效协调和整合。但在河长治河模式下，没有按

部门权力界限和职责职能配置资源，而是突出组织间

的整体关系，通过内部协调和对外合作的整体运行机

制调整横向部门的利益。河长是当地党政主官，可整

合有关职能部门在水污染控制方面的资源实现集中管

理，以此来解决涉水各部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从而提

高了流域管理水平。这种制度设计通过对各职能部门

人、财、物、事等各方面的权力的统筹协调和重新分配，

可以最大限度整合起分散在各部门之间的行政权力，

进而对涉水问题根据其流域的自然生态规律，进行统

一、有效的协调管理，提高流域治理效率。河长制不是

对既有官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由河长一人代替与水

资源管理有关的职能部门的职责，而是由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领导，在明确相关部门的目标和职责后，强调

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和监督。并通过设立河长

办公室，召开河长部门联席会，改变传统的各部门利己

分散管理模式，打破部门利益分割的障碍，达到加强河

湖保护管理责任的目的。以前，难以界定河流水污染

问题由谁来管和听谁管，河长制建立后，河长在河流治

理中有最多发言权，而河长发布的任务指标在整个流

域都有作用，有利于避免和解决多个部门之间缺乏沟

通和协同管理的问题。这样就能实现专人专职，这相

当于是同级政府部门间横向协同的良药。2014年，四

川省绵阳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河长制，各河长可

协调多达22个职能部门，除了环保、水利、农林、国土资

源等过去涉水管理的重点部门，财政、开发、发改委等核

心部门在流域管理过程中也有相应的分工和任务。［24］

此外，整体性治理重视对数字技术的运用，提出要

整合政府信息服务功能，共同分享不同部门的信息资

源，提升政府的行政能力。［25］（P227）为破解流域管理中存

在的信息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促进不同层级政府、

不同职能部门间实现信息实时有效的传递和沟通，各

地在流域治理中采用了新的数字信息技术，开发了河

长制管理信息平台——“智慧河长”系统，使涉水部门

信息资源得以整合利用，有效解决了信息孤岛和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实现了实时监控、动态跟踪、共同管护、

智能巡河的治水新格局。

（三）公私合作整合

江河湖泊环境关系到每个公民的权益。公众不仅

是环保的受益者，也是环保的责任人。每个公民都承

载着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公地悲剧”发生的原因是

各方参与者缺少相互沟通，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无法构

建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26］（P56）治

理意味着政府、社会、公众等的共同参与以及合作，不

是单一主体的唯一责任。从公众需求的整体角度出

发，为其提供无缝的公共服务是整体性治理的内核。

从国外的流域管理经验来看，主要依靠的是非政府组

织、公众和多主体共同治理。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公众

参与的多主体合作治理机制。流域治理不仅是政府的

责任，也需要公众的参与。公众作为行政权力的他者

和治理的在场者，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重

要力量。目前，全国各地都在推进“一河一策”，并且建

立了河道公共标志设置规定等监督制度，对河道名称、

河长职责和电话、公众监督举报电话等进行公示，保障

公众监督权利。在一些地方，通过征募非官方河长的

方式，公众对保护江河湖泊环境的责任意识与参与意

识有了明显提高，逐步建立起了官方和非官方“双河

长”的合作治理模式。

五、流域治理的困境：河长制的隐忧

（一）以逐级分包为主的组织体系造成权责模糊化

河长制是从水质改善领导督察制和环境保护问责

制衍生而来的。作为从现有行政等级制度派生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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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制度，河长制目前已发展成三个甚至四个层次的

网络体系。然而，河长并不是行政序列中的一个正式

职务，这就势必造成整体组织形式的扩大和混乱。在

河长制的实施过程中，与环境治理相关的协调议事机

构的数量急剧增加，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相关部门既有

的工作规程，导致各部门责任不明确，无形中加深了分

工不明确的现象。

从本质上讲，河长制是一种水环境责任合同制度。

通过分包方式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落实到地方党政

各级官员身上。在河长制下，上级在行政权力的帮助

下，通过行政命令，将治理江河湖泊的责任承包给地方

各级党政领导，确定其职责和治理目标，并对流域治理

的有效性开展评估和问责。河长不仅可以对相关职能

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统筹协调，还可以对

其实行集中管理和整合使用。作为一种体制内的制度

安排，这种责任分包的水环境管理体制的权力运行轨

迹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治污

的效果。但它既没有从根源上改变目前的多部门联合

水管理制度，更无法脱离在流域管理问题上政府与公

众之间的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力-权利关系。政

府仍然根据公众的授权与委托管理公共产品环境。这

就意味着，如果河长没有根据委托代理关系履行，或者

是不正当履行，甚至拒不履行公众委托给其的流域管

理职责，公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然而，河长

制仅在分散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协调和整合。从

行政管理角度看，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涉水的各个政

府组成部门在接受同级政府领导的同时，还要接受上

级部门在业务方面的具体指导。通过河长制很难协调

和解决跨边界管理问题。此外，这种僵化的多层次承

包责任制，无疑会把考核的责任转移给下级政府和相

关责任人，然后由下级政府和有关责任人将责任进一

步移交给具体的涉水管理机构，并逐级逐层进行责任

分解。［27］（P45）涉水管理的职能部门其环保责任链没有

构成一个有效的闭环，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又分家”的

难题仍然存在。［28］（P113）

（二）以垂直问责制为主的考核手段导致问责缺乏

监督

目前对河长制的问责评估依然囿于官方内部，不

是公开和透明的，而是采取上级对下级进行考核的办

法。自上而下的垂直问责制在处理规范化治理方面存

在难以根治的困难。通过行政系统的内部评估很难形

成对河流性能的整体改善。而分段的责任分包无法使

河流水质从整体性发生根本性改变。［15］（P3）问责机制缺

少社会公众的参与，不能保证其公平公正。虽然《关于

全面实施河长制的意见》明确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评

价河长整体表现的重要标准，并实行生态环境终身责

任制，但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责任划分标准尚未详

细阐述。河流和湖泊作为一个涉及上游和下游以及左

岸和右岸的整体，目前尚不清楚评估指标应涵盖哪些

因素，以及应如何划分责任。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容易

导致相互扯皮，由此产生的责任争端往往也难以进行

有效的调查处理。此外，目前对河长的评估主要取决

于行政问责制。有一些地方对河长采取了保证金制

度，要求河长每年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作为对河湖

管理成效的奖惩手段。评估及格的，不仅要退还保证

金，而且要按照支付的比例奖励河长费。如果评估失

败，不仅会扣减所有保证金，而且还会追究责任。尽管

从强化河长个人职责的角度来看，这种评价方法是积

极的，流域管理的效果不仅与河长的官方位置有关，而

且直接与其经济利益挂钩，便于上一层级的管理和问

责调查。但是，这种政绩导向下的河长制考核机制，使

其难以跳出运动式治理的窠臼，由于过度依赖权威，容

易导致河长制出现危机。在低复杂性和强确定性的情

况下，加强河长制下的等级权威可能是有效的。然而，

面对跨境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加，对权威的过度依赖导

致治理无法长期维持，常常出现治理危机。［28］（P110）

（三）以公权力为导向的单边治理模式引致社会参

与不足

整体性治理强调多主体之间相互对话和合作，认

为权力指向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协商而不是

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反对单方的决策模式。然而，河长

制的权力运作模式与考核评价体系均没有跳出行政体

制，也就无法摆脱以政府权力为导向的单边治理模式。

河长制只是调动了官方的资源，但是缺乏公民社会要

素，难以构建横向层面的社会联结机制，无法激发社会

力量在流域治理中的作用。

目前，公众对河长日常监督，大多是通过地方政府

放置在河流岸边的“河长公示牌”上的相关信息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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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面，这些监督信息很难及时完整传递给社会

公众，监督效果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即便能够通

过这种途径进行监督，也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在水域

污染防治或治污不善过程中，公众作为最底端的一环，

只是一个旁观者（他者），并且缺乏了解治理决策和河

流负责人评估结果的权利，更加无法参与其中并表达

自身的意见建议。法律并没有让公众通过进行环境公

益诉讼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相应规定。同时，公众“在

场”的场域也相对有限，仅限于环境宣传、政策协调和

报告监督等不太深入的领域。尽管一些地方引进了民

间的非官方河长，形成了“双河长”的公私合作治理形

式，但与实质性参与相比，公众仍然不具备与官方开展

谈判或参与公共事务协调的能力，话语权、决策权无法

通过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谈判重新分配［29］（P185），目前

的参与方式仍处于非正式参与阶段，即自主管理决策

的完善。

六、跨域治理的绩效优化

（一）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联结机制，增强组

织体系的一体化

推动流域综合管理，实现政府和部门间有效协调，

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和权力体

系。［30］（P75）就河长制本身的制度设计而言，其在整个行

政体制改革中处于不可忽视的一环。考虑到既有治理

体制的碎片化、分散化等问题，流域治理的整体需求是

实现统一治理和环境领域的统一保护。要继续强调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河流湖泊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在

此基础上，通过大部制等机构改革，将职责职能相似或

存在交叉的部门进行整合，避免制度缺陷，使部门能够

无缝协作而不至于陷于权责重叠、交叉或脱节的困境。

首先，畅通上下级河长的联系通道。上级政府在

跨域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指导、沟通与裁决。这是因

为其能够高出部门之间和下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为此，需要加强上下级河长之间的联动，通过强化目标

责任考核、预算、行政命令等方式防止下一级的河长们

履职尽责不到位。

其次，建立涉水各部门之间的联络机制。从行政

机关设立的角度来看，河长制办公室作为一个协调议

事机构，其职责主要在于对河流治理履行相应的指导、

协调、监督等职能，不能侵犯各部门原有的实质权力。

为此，要在河长制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构建更加多元化

的部门间协同沟通平台，健全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例

如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在智慧河长信息平台上及时

回应部门间的相关诉求或定期发布月报、季报等工作

资讯供各部门间相互分享信息。

第三，构建跨行政区划政府间的对话平台。各地

区政府之间可定期举行跨区域的协商会议、联席会议，

形成跨流域治理的合作力量，协调筹资和参与专项整

治。同时，还可以就流域内某一专项问题成立专题工

作组，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对话机制，以河流为纽带，

促进不同地区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形成。

（二）注重考核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强化考核

问责的闭环性

河长制起源于危机管理的创新，从危机系统向常

规系统的演变表明它依赖的治理基础和环境状况发生

了变化。要保持河长制政策的可持续性，其关键在于

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评价和问责机制。［31］（P32）为了

实现严格的源头预防、严格的过程控制和事故的严肃

处理，对流域治理从逐级分包责任到形成一套完整有

效的水环境保护责任链是非常必要的，做到对江河湖

泊治理责任的全面覆盖。

首先，建立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江河湖泊的治

理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对河长治水工作的

评价应设置一个综合、可量化的评价指标。在考虑不

同江河湖泊流域的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重点要将

其所在区域的人口、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发展空

间等客观指标，以及该流域内河长的责任意识、统筹协

调水平、防污治污能力等主观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同

时，指标体系还应包括该区域社会公众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水平、水污染物含量，以及实施河长制前后水质改

变情况的比对等具体量化标准。

其次，建立具有强制力的流域治理问责细则。不

同的区域政府和部门根据各自的利益采取区域和部门

行动，导致跨区域流域管理的碎片化。这就有必要将

管理流域的相关规定上升为官方的正式硬性要求，而

不是简单的原则性要求，实行严格问责。这样一来，区

域壁垒和部门藩篱将被打碎，避免权力和利益的部门

化，有助于跨流域组织实施统一的集体行动。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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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曾指出，保证自身

的自主权是官僚组织的天然属性和天然倾向，而组织

一旦开展跨部门的合作，就会让渡出来部分的自主

权，由于丧失了在自身范围内把控事态发展变化趋势

的自主能力，合作意味着组织可能因失败而受到牵

连。［32］（P244-248）对此，要采取联合问责的方式来防止职

能部门的本位主义、消极主义倾向，对被动参与甚至拒

绝、逃避履行流域治理公共服务职责的职能部门负责

人一并纳入问责范畴。

第三，应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体制内的

问责抓不到实处，也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应引进具有

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水质进行长期持续

监测。在河长任职期间，应根据水质和水体变化进行

客观、直观的评价，以检验河长的表现和水环境管理的

有效性，并将公众满意作为评价河长和流域管理绩效

的重要参考指标。河长不止对上级负责，而且要对社

会和公众负责。公众对河流和湖泊治理的有效性有最

大的发言权。公众对河长的评价和监督是最有效的监

督。要制定有效的让公众参与河流和湖泊管理的办

法，需要制定标准化的公众参与评价程序，并对过程和

结果进行公开评价。

（三）构建全过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

私合作的协同度

当前，流域管理任务艰巨。通过推行河长制，虽然

江湖污染治理和水质升级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效

果，但行政管理手段毕竟是单一的。在责任分包制下，

仅靠政府责任很难形成可持续的长期政策。这就需要

引入市场、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面的力量参与管理，

从而补齐政府单一管理的短板，更好实现流域整体治

理的目标。

首先，公众参与应该贯穿于流域治理的整个过程。

河长应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赋予企业、公益组

织、社团和公众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重点是要在决

策阶段引入公众参与。目前，普通公众很难参与这一

阶段，但公众作为环境污染问题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有

权了解信息和通过话语作出决定的权利。要从传统的

单一主体治理向多主体协商治理转变，需要让公众拥

有参与协商和谈判的入场券，进而保障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33］（P5）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让公共代表

参加联合会议系统并参与河流和湖泊治理决策，形成

多方参与、协同治理，实现资源配置的公平化、合理化，

以及流域治理的成效最大化。

其次，要健全完善非官方河长的作用机制。为实

现河道管理，还应重视非官方河长管理，通过一定形式

将其参与河道管理的渠道、程序和职责等固化下来。

浙江、深圳等地虽然推出了非官方河长，但尚未建立相

应的支持体系。下一步，重点要解决非官方河道管理

者的责任和权利，以及“双河长制”模式下非官方河道

管理者对制约官方河道管理者权力的监督和反馈等

问题。

第三，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流域

治理的广度和深度。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在跨区域

流域管理中的功能非常薄弱。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不

充分的条件下，要提升和拓展社会参与度，需要政府对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治理提供政策支持、给予税收优惠，

以此来全面培育、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使其有能力成

为跨区域治理的重要主体。

七、结论和讨论

整体性治理从公共性出发，强调政府应同时重视

服务与责任，凸显其公共服务职能。作为流域公共管

理的代表性系统设计，河长制在我国得到了全面实施。

按照“一河一策”的方针，每条河流都实行了行政首长

负责制的水资源治理体制改革。它可以实现跨行政区

域行政权力的集中统一，便于开展跨层级、跨区域、跨

部门的资源协调整合，在责任明确的基础上，解决流域

治理领域长期存在的管辖权分散问题和行政权力运行

的部门化、碎片化的困境，进而促进流域治理由“九龙

分权”向“整体治理”转变。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流域

治理迈向整体性治理的一次有益探索。正确评价和理

解河长制，既影响着我国流域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又

关系到其他跨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单纯肯定河长制

的短期积极效应，不足以充分说明我国跨区域流域治

理形势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河长制过度依赖权

威治理或许可以取得短期效果，但却可能隐藏危机。

因此，强化公私合作的整体治理模式，今后将成为我国

跨域治理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

跨域治理的研究不仅要有现实观照性，还应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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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发展变化有一定预见性；不仅要把握一项制度是

如何在短期内产生阶段性绩效的，还要审视其内部危

机，以提前研判跨域治理体系的变化。在今后的研究

中，可以遵循从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普遍性的认识过

程，进一步加以深化。一方面，通过对河长制等典型案

例的分析，总结跨区域流域治理的共同经验，探究将这

些经验推广到其他跨区域事务中的可复制性，如大气、

森林、道路等跨域领域的管理；另一方面，我们既要认

识到与流域治理不同的其他跨区域公共事务的特殊

性，如区域发展、空间发展和其他跨区域公共事务，又

要从整体治理等理论中寻找、总结、提炼适合跨区域管

理的一般理论资源，进而形成跨域治理的中国话语

体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

次会议 强调坚决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 以自我

革命精神推进改革［EB/OL］.（2016-10-11）.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1/2016/1011/c1024-28770163.html.

［2］ 张玉林.承包制能否拯救中国的河流［J］.环境保护，2009

（5）：17-19.

［3］ 殷鹏.四川水质半年成绩单：创“十三五”以来最佳成绩

岷江流域首次全面达标［N］.四川日报，2020-07-29（3）.

［4］ Ophuls，W.“Leviathan or Oblivion”［C］. Toward a

Steady State Economy，H. E. Daly （Ed.），San Francis

co：Freeman，1973：215-230.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余逊

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 陈坤.国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三种模式［J］.绿色科技，

2010（9）：91-93.

［7］ 雷玉桃.流域水环境管理的博弈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2006（1）：122-126.

［8］ 王浩，张小娟，蒋云钟.水务一体化管理与数字流域建

设［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6（3）：1-3+19.

［9］ 史越.跨域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式流域治理模式分析［D］.

济南：山东大学，2014.

［10］张成福，李昊城，边晓慧.跨域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

［J］.中国行政管理，2012（3）：102-109.

［11］王书明，蔡萌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河长制”评

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9）：8-13.

［12］刘超，吴加明.纠缠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河长”制：制

度逻辑与现实困局［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

（4）：39-44.

［13］任敏.“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

样本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3）：30-36.

［14］黄爱宝.“河长制”：制度形态与创新趋向［J］.学海，2015

（4）：141-147.

［15］王勇.水环境治理“河长制”的悖论及其化解［J］.西部法

学评论，2015（3）：1-9.

［16］王伟，李巍.河长制：流域整体性治理的样本研究［J］.领

导科学，2016（6）：16-19.

［17］Perri 6. Holistic government［M］. London：Demos，1997.

［18］佩里·希克斯，戴安娜·利特，金伯利·舒尔茨，等.迈向

整体性治理：新的改革议程［M］.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2002.

［19］李胜 .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管理碎片化及整体性治

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2）：88-96.

［20］彭锦鹏.全观型治理：理论与制度化策略［J］.政治科学

论丛，2005（23）：61-100.

［21］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

馆，1965.

［22］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郭小聪，等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3］郝亚光 .“河长制”设立背景下地方主官水治理的责任

定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13-18.

［24］王成栋，张宏平.四川全面落实河长制［EB/OL］.（2017-

03-24）.https：//sichuan.scol.com.cn/gcdt/201703/558607

85.html.

［25］Patrick Dunleavy，Helen Margetts，Simon Bastow & Jane

Tinkler. Digital Era Governance：IT Corporations，the

State，and E-Government［M］. London：Oxford Univer-

sity Press，2006.

［26］丁生忠.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生态治理的机制转向

［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55-59.

［27］周建国，熊烨 .“河长制”：持续创新何以可能——基于

政策文本和改革实践的双维度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

87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4期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Cross-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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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watershed governance，the river-chief mechanism has
risen to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ver-chief mechanism，the
cross-regional rivers has been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longitudinal governance level，horizontal governance
level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because the river-chief mechanism has not
yet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unitary governance to pluralistic governance，or from bureaucratic man⁃
agement to holistic governance，it also exposed some common problems of watershed governance during the op⁃
er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based on level-by-level subcontracting has caused the
ambiguity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the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the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system has
led to lack of supervision，and the unilateral governance mode oriented by public power has led to insufficient
social participation. Taking the river-chief mechanism as an example，to achiev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cross-regional governance，the key is to establish a vertical-to-bottom and horizontal-to-side linkage mecha⁃
nism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to focus o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bottom-level
logic of assessment to strengthen the closed-loop of accountability；and to build a full-process，multi-channel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synergy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KeyWords：the river-chief mechanism；holistic governance；watershed governance；cross-reg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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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化和人文化：宗教发展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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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是宗教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符合中国、世界宗教发展的大方向。

中国古代宗教经过周公、孔子的改革发展，逐渐变成了伦理化、人文化的宗教。西方的基督教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

革、启蒙运动，也逐渐变成了具有伦理性、人文性的宗教。通过宗教治理使其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既符合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符合世界各地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值得提倡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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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

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

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1］党中央为宗教工作制定了基本方针，坚持

“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本文仅指出一

点：即引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是宗教

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宗教治理使其伦理化、人文

化，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是古今中外各国宗教

治理的大趋势，论证如下：

一、中国宗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进程

宗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

社会的进步，宗教具有两重性。一般而言，宗教中伦理

性、人文性内容是宗教中的积极因素，而神秘性、非理

性的因素则是宗教中的消极因素。通观世界宗教发展

的历史，总的方向是前者不断增加，后者不断减少的过

程，中国表现得尤为超前、突出。

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王国维曾经指

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2］（P42）

政治与文化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因素，其

中既包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包括被统治阶级对

政治权力的认知、情感、态度。从近代出土的商朝甲骨

卜辞可以看出，商王朝是一个宗教信仰极其发达、虔诚

的国家，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3］（P561-562）因而

孔子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

记·表记》）［4］（P724）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以周代殷，

周公对商朝宗教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出的一点

就是在传统宗教中注入了大量的伦理因素，使古代宗

教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了。商朝人相信，只有殷王的

先考先妣死后才能够陪侍“帝廷”，永远都在上帝的身

边，因此只要地上的殷王用丰厚的祭品供奉自己的祖

先，上帝就可以永远保佑殷朝的江山永固。以至到了

王朝末世岌岌可危的时候，商纣王还狂妄地说：“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5］（P260）在殷朝

的政治文化中，上帝永远是殷人的保护神，不管他们

如何胡作非为。但是以周代殷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

“天命”是会发生转移的，“惟命不于常”（《尚书·康

诰》）。［5］（P372）那么天命是如何转移的呢？周公在《尚

书·召诰》中作了回答：“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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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5］（P399）从

夏到商，从商到周，天命的转移有规律可循，这个规律

就叫作“以德配天”。那么周王朝的新君应当如何永保

自己的江山，周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敬德保民”。具

体而言，首先，帝王必须“敬德”，即加强自身的道德修

养。所以周公告诫康叔说：“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废在王命。”（《尚书·康诰》）［5］（P361）其次，帝王

必须将“敬德”落实到“保民”上，“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乂”。（《尚书·康诰》）［5］（P364）“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尚书·无逸》）［5］（P432）最后，有德的帝王要“无逸”

“勤政”“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以万民惟正之供”。（《尚书·无逸》）［5］（P435）可以说周公

继承了殷人的宗教，在相信上帝、天命的大前提下，为

古代宗教添加了伦理性的内容，使殷商非理性的宗教

开始变成一种伦理宗教。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由

于有周公宗教伦理化改革在先，中国轴心时代的先哲

们进一步对古代宗教进行了人文化的改造，既保留了

古代宗教的形式，又为其注入了人间性的内容。与古

希腊轴心时代“断裂性发展”不同，中国的轴心时代更

多地表现出“述而不作”的继承性发展。正如台湾新儒

家学者徐复观先生所说：“春秋时代以礼为中心的人文

精神的发展，并非将宗教完全取消，而系将宗教也加以

人文化，使其成为人文化的宗教。”［6］（P44）孔子本人对彼

岸世界的存在持一种存疑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7］（P72）认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7］（P113）但是对于社会

上流行的具有宗教信仰性质的礼乐活动，孔子则主张

严格按照周礼举行。《论语》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

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

佾》）［7］（P29）那么如何解释礼乐背后的神灵呢？孔子认

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

祭。’”（《论语·八佾》）［7］（P27）这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化宗

教观，把宗教现象完全解释成人的主观认识。神灵的

存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对神灵的认知和感

受。近年出土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有大

旱》记载，鲁国遇到了大旱，鲁君向孔子请教，孔子说：

“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从儒家天人感应的天道

观看，自然界的灾害都是执政者政治措施失当的结果，

或刑罚太重，或德教缺乏。但谈到应当如何处理以便

赢得上天的宽恕时，孔子认为由于“庶民知说之事鬼

也，不知刑与德”，即百姓们虔信鬼神宗教而不知“刑与

德”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毋爱圭璧币帛于山川”

之礼而“不知刑与德”，［8］（P46-47）即孔子主张不要吝惜玉

帛来祭祀天地鬼神，又要明白天人感应背后“刑与德”

的关系。儒家这样对待宗教的态度，既不否定古代宗

教的权威性和教化价值，又对其进行了人文化的解释，

使其走上了服务于人类社会需要的人本主义道路。战

国时期大儒荀子说得更为透彻：“天旱而雩，卜筮然后

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

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

论》）［9］（P316）经过历代儒生的反复改造，夏商周三代的

古代国家，宗教成为先秦之后的以天地祭祀、祖先祭

祀、社稷祭祀为核心的一套国家礼仪系统，当代著名学

者牟钟鉴先生将其称为“宗法性传统宗教”。［10］（P16）这

种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价值的国家宗教，没有商代那

种非理性的宗教狂热，只有“神道设教”的伦理教化功

能，成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正统宗教。

在中国高度伦理化、人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外来宗

教的中国化就是宗教理论伦理化、人文化的过程。以

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和基督教为例，吴月支国居士

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佛言：‘我皆哀若曹及

诸天、帝王、人民，皆教令作诸善，不为众恶，随其所能

辄授与道，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即君率化为善，教令臣

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家室内外、亲属朋

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11］（P580-581）虽然佛教教化民

众的方法与儒家有异，但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完

全一样的，即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

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顺序完全相符。宋

代高僧契嵩在《辅教编》中指出：“夫不杀，仁也；不盗，

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12］（P182）

佛教就成为用“方外”的语言宣讲“三纲五常”的有效手

段，因此被认为是“阴翊王度”。（柳宗元：《曹溪第六祖

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13］（P151）

明朝末年，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并真正进入了

汉族社会，其中意大利神父利玛窦采取的伦理化、人文

化策略功不可没。基督教的神学信仰与中国古代的自

然神论、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差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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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让中国人接受上帝的信仰，这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的

第一步。因此利玛窦到了中国之后没有马上着手翻译

《圣经》，而是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选择了部分中

国人或许可以接受的基督教原理写成了《天主实义》。

他略去了上帝创造世界、耶稣死后复活等中国人的理

性思维无法理解的神秘主义内容，而是突出宣扬基督

教中符合中国三纲五常观念的伦理内容。他在《天主

实义引》中开明宗义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

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

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14］（P75）在古代中

国，君就是国家的代表，整个政权都是围绕着君主的统

治建立的，因此外来宗教的中国化，首先要对“忠君”问

题表明态度。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宗法等级

社会基础上的，君权的合法性来自父权的放大，所谓

“移孝作忠”是也。所以中国都把君主叫作“君父”，把

父亲称为“家君”。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了解，利玛

窦在《天主实义》中大讲孝道，他说：“吾今为子定孝之

说。欲定孝之说，先定父子之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

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

不孝子矣。”［14］（P213）这种“三父”说是完全符合中国儒家

文化的。

当代中国宗教，继续沿着这条伦理化、人文化的道

路前行。近代佛教大师太虚首倡“人间佛教”说，得到

了绝大多数佛教领袖的支持。佛教关注现实的人生而

不是彼岸世界，成为佛教人文化的基本方向。道教参

照佛教的观念提出了“生活道教”，也意在用道教理论

为现实生活服务。近代道教大师陈撄宁先生提出“道

教养生学”，指明了道教入世主义的发展方向。近代基

督教领袖提倡进行宗教中国化、现代化的神学建设，吴

耀宗的“实践神学”、赵紫宸的“伦理神学”、丁光训的

“博爱神学”、陈泽民的“和好神学”等，都明显表现出引

导宗教向伦理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的态势。

二、西方基督教伦理化、

人文化的历史趋势

基督教诞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罗马帝国，是古

希腊、罗马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融合的产物。经过“巴

比伦之囚”的苦难，犹太先知们将犹太经典集结成书，

古希腊、罗马的贤哲将人类理性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这两种优势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基督教，本身是包

含丰富的伦理和人文内容的。此后在欧洲封建制度成

型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各个封建国家的“国教”，罗马

教廷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相互利用又相互争夺，成

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最大桎梏。为了给各国君主和罗马

教皇的封建统治制造合法性，欺骗广大民众安心忍受

残酷的封建压迫，中世纪的宗教理论家制造了种种脱

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禁欲主义理论。他们说人们

只有忍受现实生活的苦难，压抑自己的各种生理本能，

惩罚和折磨自己的肉体才能获得精神的超越，得到上

帝的宽恕，才能在死后追随上帝上天堂。广大善良的

民众因此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至少把自己收入的十分

之一供奉给教会。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教廷与教

会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

利益集团。基督教教义提倡清修苦行，通过积德行善

求得上帝救赎，但是教皇和高级教士则过着骄奢淫逸

的生活，教会的丑行四处流传，极大地败坏了基督教的

声誉。基督教内部原有的伦理道德因素，在出世主义

的虚幻引导下，反而变成了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压抑和

迫害。这样就使得基督教成为一种脱离人的现实需

求，压抑人类理性思维创造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枷锁。

中世纪后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首先表现为文

学、艺术上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

代表人物有：但丁、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托马

斯·莫尔、莎士比亚等。他们都不是无神论者，也不反

对罗马天主教，但是他们以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学

艺术对人的理解为形式，给宗教的内容赋予了人文主

义的理解。如英国学者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一书中对人文主义定义道，“……人文主义的模式，集

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

了解的出发点”。［15］（P12）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艺术

作品都是以宗教为题材的，甚至直接出现在教堂中，但

是由于他们是用人的视角看神仙的世界，所以给予人

们的思想成果不是把人的精神引向离世的彼岸世界，

而是在赞美人、歌颂人、为人服务。正因为文艺复兴不

是反对宗教，而是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人文主义的解释，

因此欧洲各国的贵族、罗马教廷的教皇不仅不反对文

艺复兴，反而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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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等。如中国

学者所描述：“……学者受到了教皇的追捧，邀请其到

罗马参与古希腊、罗马作品的翻译，并给予可观的酬

劳，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文艺

复兴期间，无数的教堂被修建、重建，并加以艺术的装

饰，所以人文主义艺术的主要赞助者仍是教堂，艺术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雕刻、绘画的形式把基督教故事宣传

给不识字的人民，或装饰上帝的房屋、圣母和圣婴、以

及受难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先知、使徒、圣父和圣

徒。”［16］（P45）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题材的绘画作品

中，不再是清瘦枯干的宗教圣徒，而是健硕丰满的神

灵，歌颂了人的欲望与激情。更有一些文学家直接用

犀利的文字，激烈抨击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

理。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批判了一切违背人性和阻碍

人类幸福生活的言行。伊拉斯谟在《愚人颂》中无情地

嘲笑禁欲主义，歌颂人们顺着自然规律争取幸福生活，

其中所包含的人的利益、人的权利思想，直接影响了后

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转折点的宗教改革运动，

则对中世纪基督教脱离现实生活的神本主义作了一个

根本的转向，使基督教实现了伦理化、人文化的彻底改

革。发生于1517年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直接起

因是由于罗马天主教廷用发行“赎罪券”来聚敛钱财，

满足教廷的奢侈生活需要。为了否定教廷在中世纪建

立的“上帝代言人”的虚幻形象，路德提出了宗教改革

的核心观念“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出处是《新约圣

经》中保罗的一段话，“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

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因信得生’”。（《罗马书》1：17）［17］（P266）故教徒是否可以

得到上帝的救赎，关键不在于是否买了教廷发行的赎

罪券，而是在于他对上帝及其所传播的福音的虔诚信

仰。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任何中间人或组织，

因此极大地降低了罗马教廷及教会组织的权威。针对

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存在的差异，路德提出“唯有圣经”，

《圣经》是上帝留下的唯一启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地

去解读圣经，求得真理。路德实际上把人的理性提高

到真理最高标准的位置，把人放到了世界的中心，替代

了原来上帝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路德本人是一个神

职人员，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具有保守主

义的色彩，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他的宗教改革理论

如同哥白尼的天文学，用人本主义替代了神本主义，把

人放到了宗教的中心，实现了基督教的人文化转型。

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无论是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

教，还是不断反省变革的天主教，都逐渐变成了人文主

义的伦理宗教。如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

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模仿基督追求美德，而社会美德在

他看来就是和平，政府的目标是保持良好的秩序与和

平，反对陷入战争。艾克哈特则认为：“上帝就在每一个

人的心灵深处，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

路，只要你的内心是虔诚的，因为人们可以在人的内心

找到上帝，与上帝合一，从而获得灵魂的拯救。”［18］（P204）

这种将基督教内在化的倾向，直接结果将是把基督教

变成一种人文宗教、伦理宗教。在新教发展的影响下，

天主教也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近代以来不断反省人与

自然的关系，认为上帝在自然的背后，科学家的研究将

是在证明上帝的存在。这种思想在英国诗人亚历山

大·蒲柏的几句诗中得到了精练的概括：“自然及自然

的法则，藏匿于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

是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19］（P73）这样的宗教已经不

再是科学发展的阻力，甚至可以称为推动科学家探索

上帝创世奥秘的动力。20世纪之后，罗马天主教廷多

次对因坚持日心说而受到迫害的科学家表示道歉，说

明宗教是可以与科学和解的。1962年天主教的“梵二

会议”肯定了天主教人文化的改革方向，明确宗教退出

科学，回归人文的大方向。天主教现代神学的研究首

先要摆脱的是严重脱离现代社会生活的经院哲学研究

方法，要与现代生活相接轨，关心社会现实，关注现代

人的诉求与内心世界。

欧洲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碰到

的最大冲击是启蒙运动及其引发的政治革命。文艺复

兴不反对宗教，而是歌颂人的理性精神的至上性，呼吁

恢复人的自然本性，鼓励人们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等

思想，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神的恩典、

苦行救赎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引起了人们对个人权利

的确认。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封建君主制度及其

保护神罗马教廷则成为革命的首要对象。在反封建、

反教廷的思想革命中，启蒙思想家分成了两大类：大部

分的启蒙思想家只反对罗马教廷的腐败统治，但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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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对基督教，如洛克、培根、卢梭、伏尔泰等；只有少

数启蒙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如霍尔巴赫、拉美

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等。那些不反对宗教的启蒙思

想家显然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主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宗教是人们为善去恶的精神支撑，如果没有了宗教的

制约，人的精神将无所皈依，行为就会放纵恣肆、无恶

不作。以卢梭的思想为例，他提出的“人民主权理论”

和“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基

础。他认为：人民是通过契约结合成一个“道德与利益

的共同体”，［20］（P19）但是契约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契

约的神圣性来自法律，“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需要

神明”。［20］（P50）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神为人立

法”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否定了宗教，人为的法律则

没有神圣性，人民也不会信奉。他断言：“一旦人们进

入政治社会而生活时，他们就必须有一个宗教，把自己

维系在其中。没有一个民族曾经是，或者将会是没有

宗教而持续下去的。假如它不曾被赋予一个宗教，它

也会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宗教来，否则它很快就会灭

亡。”［20］（P167）因此在激烈批判基督教的黑暗、腐败、不宽

容的同时，卢梭主张通过公民宣言重建一种新的宗教，

他把这种宗教称为“公民宗教”。“公民宗教的教条应该

简单，条款很少，词句精确，无需解说和注释。全能的、

睿智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的

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

的神圣性，——这些就是正面的教条。至于反面的教

条，则我把它只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

们所已经排斥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的。”［21］（P416）

欧洲启蒙思想家重建公民宗教的理想，首先在白

手起家的移民国家——美国得到了实现。美国的先民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为了反对英国教会对清教徒

的迫害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大陆，建立起新的国家。正

如约翰·亚当斯所说：“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

格道义来予以支持。”他说《圣经》提供了“曾经或将来

保持世界上一个共和国的唯一体系”；还说“我们的宪

法只是为讲道德和信教的人民制定的”［22］（P71）。华盛

顿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

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22］（P71）然而公民

宗教并不简单等同于基督教，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

拉所说：“作为公民宗教的核心象征，上帝不是耶和华、

耶稣，不是某个美国宗教或教派特有的象征。它似乎

空洞无物，不知所指，但是它对于宗教信仰多样化的美

国人来说又都可以接受，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也是有意

义的。因为，它实际上是美国犹太-基督宗教传统所共

享的最高象征。”［23］（P30）显然这是一种经过启蒙思潮洗

礼的伦理化、人文化的宗教，不仅“犹太教-基督教”系

统各教派的信徒可以接受，就是伊斯兰教教徒、佛教徒

也可以接受。这种一般化的宗教仍然保持了神圣性的

维度，并非世俗化的哲学，对于社会制度、社会道德具

有超验的神圣保护性，但是又不同于中世纪与人的需

求、本能、权利相对立的神秘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禁

欲主义的宗教。可以说基督教经历了近代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洗礼，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

改造，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宗教。

三、针对宗教的二重性

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以上我们简单列举了中国宗教与西方基督教伦理

化、人文化的历史进程，其实这也是人类所有宗教与社

会相适应的一般规律。在当代社会，宗教祈雨求晴、治

病治国、预测吉凶的功能基本上都可以被科学替代了，

而人们对宗教的期许，主要在道德教化、社会沟通、心

灵慰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宗教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

功用。正是基于对宗教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辩证

分析，中央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

限度地抑制宗教消极作用的治理原则。

一般而言，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就是那些产生

于生产力、科学不发达，阶级剥削存在时代的神秘主义

的、非理性的因素，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反科学的内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宗

教中都包括依靠信仰治病的内容，如佛教的《华严经》

《法华经》都有相关神话；道教初创时太平道吸引民众

参与主要依靠“符水治病”“叩头思过”等宗教活动形

式；基督教《旧约》《新约》中都有很多依靠信仰治疗疾

病的记载：如说听了耶稣布道之后，癫痫的、瘫痪的、大

麻风的都好了。如果把宗教经典中的记述都当作绝对

真理信奉，用神学替代了科学，那么在当代社会就会出

现耽误患者治疗的不良现象。

第二，封建迷信的内容。宗教产生于人类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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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低下的时代，因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理解而

产生了畏惧心理。然而到了科学昌明、生产力发达的

今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仍然有很多人类尚

未认识的现象，因此宗教还有市场。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就会利用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制造各种

世界末日的恐怖言论，诈骗钱财。当代社会快速发展，

社会贫富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人就利用群众对自己命

运的焦虑算命打卦，赚取钱财。一些邪教更是骗钱骗

色，制造社会恐慌。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世界各种宗教都要求

自己的信徒对宗教虔诚，但是一些另有目的之人，借口

追求宗教虔诚而制造宗教狂热，煽动文化水平不高、没

有多少宗教知识的群众追随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从事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对

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造成了严重威胁。

对于这些宗教中存在的消极因素，我们要旗帜鲜

明地与之进行斗争。通过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实现

普及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广大群众的认识

水平。要加强宗教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法治理宗教。

五大宗教特点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分类施策。支

持我国佛教、道教加强教风建设，遏制乱建寺庙宫观和

滥塑露天宗教造像，禁止商业资本介入，切断借教敛财

利益链，遏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之风，不得以发展

经济和繁荣文化的名义助长宗教热。支持我国伊斯兰

教深化“解经”工作，引导广大穆斯林坚守中道、正信正

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防止“清真泛化”现象。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旗帜鲜

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通过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群

众正确理解宗教教义”。［2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

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25］中央为宗教治理工作指

明了方向，就是要坚决制止宗教中各种非理性、反科学

的因素，将其引向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的正路。国务院

《宗教事务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宣扬、支持、资助宗

教极端主义，或者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

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主流宗教界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变成了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相适应的宗教。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

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

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

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26］宗教治理就是要

积极引导各种宗教发展自己体系内伦理化、人文化的

内容，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就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而言，简单概括为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伦理的道德教化作用。由于近代中国

传统伦理的中断，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

不良思想的恶劣影响等诸多原因，当代社会出现了价

值混乱、道德滑坡的严重问题，甚至影响了市场经济秩

序和社会政治生态。在这方面，中国各种宗教有很多

道德教化资源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尽力。例如佛教教

育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五戒”“六度”“十善”

“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都可以起到止恶扬善的作

用。道教“清静无为”“道法自然”“扶困济危”“多行不

义必自毙”等观点，可以教育信徒节制自己的欲望，放

弃不正当竞争，遵纪守法。伊斯兰教认为“真主的确命

人公正、行善、施济亲戚，并禁止人淫乱、作恶、霸道”。

（16：90）［27］（P204）这对穆斯林道德生活具有重要指引作

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经》教育人们要“爱人如

己”，上帝十诫除了宗教方面的规定，在世俗社会要求

人们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证、毋

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等，都是具体的社会道德要

求。这些世俗的道德规范如果再加上彼岸世界的奖赏

和惩戒，就会加大推行的力度，产生重大的社会影

响力。

第二，心理疏导作用。毋庸讳言，中国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贫富两极

分化的现象客观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或根

本改观。五大宗教都产生于古代剥削社会，其为统治

阶级辩护，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不可否认。但是对于

这种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也应当具体评估。特

别是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剥削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些

诸如贫富差异的问题已经不能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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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革内部分配关系加以

调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人民群众有

一定耐心，这样宗教中心理疏导功能就可以派上大用

场。佛教认为人生“苦谛”的原因，就是心中的“无明”

作怪，因此才有“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

离”诸苦。只要看破了“法执”和“我执”，放弃了心中的

欲望，就可以达到“顿悟”的“涅槃”境界。道教认为“祸

莫大于不知足，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老

子》四十六章）［28］（P244）只要做到了“少私寡欲”“无己无

待”“不为物累”，即可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伊斯

兰教主张“中道”，反对过分的占有和贪婪，“既不挥霍，

又不吝啬，谨守中道”（25：67）。［27］（P271）例如对于饮

食，他们主张“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

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

（5：87）［27］（P87）天主教和基督教都认为，正是因为人类

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了智慧果，犯了原罪，因此才被罚

出伊甸园来到人间受罪。因此他们把骄傲、吝啬、迷

色、愤怒、嫉妒、贪婪、懒惰作为“七宗罪”并要求禁绝。

基督教教导人们，努力工作是为了尽自己的“天职”，增

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和享乐。“苦

行主义”“清教徒精神”一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

极作用，也可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积

极的调节作用。

第三，社会慈善思想与行动在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的积极作用。佛教认为“慈悲是佛法的根本”，《大

智度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

苦”，［29］（P181）修佛法就要普爱众生。佛教将“布施”作为

求得解脱的六条重要路径之一（六度），能够治疗心中

的悭贪吝啬，改善社会的贫困苦难。道教认为“太平”

是大道的本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

七章），［28］（P346）因此削富济贫，救济苍生是道教重要的

社会理念。“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

第二十七章）［28］（P174）伊斯兰教认为，“你们当崇拜真

主……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4：36）［27］（P60）他们

将财物不看成私人的物品，而是真主让人们暂时保管

的，属于真主，因此不要贪吝。所以伊斯兰教“五功”中

有一项重要的规定交“天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于

本教坊、教派内部调整贫富差异。天主教和基督教中

同样具有大量鼓励慈善的思想资源，“因为捐得乐意的

人是神所喜爱的”。（格后9：7）［17］（P323）人不要对身外之

财看得太重，而要乐于将其捐献出去，帮助贫苦的弟

兄，“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马太福音》

10：8）［17］（P17）“有施散的，却更增添。”（箴11：24）［17］（P1045）

中国的五大宗教在当代社会慈善事业方面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诸如1998年特大洪水、1999年台湾大地震、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等灾难发生后，中国各种宗教组织和信徒

都站在了社会的前列，为赈济灾民、灾后重建、支持教

育事业、调节社会贫富差别等方面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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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重大战略研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新时代的城市是新型的“智慧城市”，这对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使命和新任务。基于这

样的背景之下，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德

胜教授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十讲》一书应运而生。该书通过对“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的特殊性是什么”“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着什么样的

机遇和挑战”“如何扩大城市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覆盖”

等基本问题的解答，创新了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

基础理论和实践探索。

该书的理论阐释生动体现了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的理论自信。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

快，完善城市基层党建理论，从新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势在必行。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中，作

者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新的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

对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重新进行审视。该书前半部

分探讨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探索历程、发展成

就、机遇与挑战和时代要求，引用了大量的最新权威数据

作为论据，讨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经典案例，为城市基层

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此书理

论部分的精彩讲解，不仅使研究此领域的学者更加系统

地了解到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模式，还使广大

人民了解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精髓。

该书的实践探索为今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路径参考。城市化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根据实地调研所得数据以及最新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后

五讲中探讨了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为今后城市基

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路径。新时代深化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要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底，在坚持政

治、组织、机制引领的同时不断夯实街道社区党组织这一

城市基层党建的堡垒，继续强化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功能和服务功能，加强互动联合，加强“智慧党建”建设，

做到对新兴领域全覆盖。

综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的选题契合新时代

“智慧城市”发展潮流，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基层党建、基层治理重要指示精神的新突破，是认真落

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

工作的意见》的新发展。本书兼具了科学性、时代性、理

论性和实践性，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是一本值得广

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阅读的优秀图书。

（作者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时代·新城市·新党建
——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评介

韩喜平

·书 评·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十讲》，哈尔滨工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高德胜主编，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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