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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二零零四年中国共产党第十六届四中全会通过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

运、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大战略课题。
1
《决定》总结了执政五十五年

来的六条主要经验，其中之一是「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不断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2
这不仅被认为是经验之一，而且也被认定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

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之一。同时，《决定》还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力作为加强党

的执政能力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在一起。
3
其中，加强制度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度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被认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
4
依法治国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

略；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则被认为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5
二零零五年十月

十九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了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这些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

已经高度重视民主政治制度建设并把民主政治制度的建设看作是关系到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

事。另一方面，早在十六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胡鞍钢等三位学者就已经认为中国从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向以制度建设为中心过渡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提出中国应该从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走向以国家制度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他们把中国自一九七八年从

旧体制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第一次转型，并提出中国已经具备条件并应该进行第二次转

型，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国家制度建设为中心。
6
周天勇则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

了非改不可的地步，问题只是改什么、怎么改、以及改到什么程度？
7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和

一些学者们都已经认识到中国不仅有必要，而且是时候对现行的政治制度加以改革，实现民主

政治制度。 

 

在这一宏观政治背景之下，本文选择民主政治制度的重要内容之一：选举制度，作为研究的对

象。中国的选举制度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是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制度；第二是各级人大的选举

制度；第三是各级政府机构领导人的选举制度。许多中外学者已经对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

和乡镇长选举制度进行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度的改革代表了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路径
8
，而乡镇长选举制度的改革试点会成为中国政治制度改革的突破口。但是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有些乡镇长选举制度改革的试点是违宪的，因此在中国是不可能加以推广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又见：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纲领

性文献」，人民日报，2004 年 10 月 8 日。转引自虞云耀、李君如（主编），《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专题

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第 1 版，北京。曾庆红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同上。 
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又见：曾庆红，注 1，第 12 页。 
4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又见：曾庆红，注 1，第 11 页。 
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又见：曾庆红，注 1，第 12 页。 
6 参见：胡鞍钢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度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北京，2003 年 7 月第 1

版。 
7 参见：周天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报告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水利水电出版社，北京，

2004 年 9 月第 1 版，第 1 页。 
8 参见：李凡，《中国选举制度改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年 1 月第 1 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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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
那么中国选举制度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呢？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三种选举制度的探讨和分

析，能够对中国选举制度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预测中国选举制度今后的发展方向。文

章将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对上述三种选举制度进行研究，分别对每种选举制度从法律规范、共

产党的政策考虑、以及最新的选举实践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文章的第二部分将首先讨论基层

自治组织中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制度。由于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已经有二十

多年的历史，研究村民委员会的专著和论文已有很多，因此作者将着重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的

最新发展，并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的现状和未来提出自己的看

法。文章的第三部分将讨论人大选举制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的规定，乡镇和区县这两级人大代表是由选

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县级以上（不包括县级）人大代表是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举所产生的。

作者的观点是首先要研究清楚乡镇和区县这两级人大选举是否成功，若这两级人大的直接选举

是成功的，那么就应该而且可以把直接选举制度逐步往上扩大，直到全国人大；若这两级人大

的直接选举是不成功的话，那么扩大直接选举就没有任何意义。真正应该做的工作是找出这两

级人大选举的不足之处并加以改进，然后才考虑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因此第三部分中对选举

实践的分析和研究将侧重于乡镇和区县这两级人大选举制度。文章第四部分对中国各级政府机

构领导人的选举制度加以研究。由于中国的乡镇以及区县级领导人的选举已经开始出现了不同

的改革尝试，其中对乡镇长选举的改革试点已有七年的历史了，因此这部分中对选举实践的分

析将侧重于已经出现的基层政府领导人选举改革的几种模式。 

 

作者认为现行的三种选举制度中，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制度和另外两种选举制度存在着本质上

的区别，前者是自治组织的选举，而后两种选举制度涉及国家政权机构的成员和领导人的选

举，因此也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而言，由于法律规范

和共产党的政策都明确支持村民委员会的直选，因此作者认为虽然在中国农村真正实行民主直

选村民委员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路要走，但是其前途是光明的。有许多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的

学者认为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会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包括乡镇长的直选。
10
但是作者认为

村民委员会的直选对另外两种选举制度的改革并不具有直接的可借鉴性。这是因为，从法律角

度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并不属于一级政府，而人大和各级政府组织都是属于

中国宪政架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性质是不同的。而且，规范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的法律

规定和规范人大选举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的法律规定有本质的不同。更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

对人大选举制度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改革的决心明显不如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改革来

得坚定。就人大选举制度而言，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扩大直选的范围，即从县

一级扩大到市和省一级。
11
但是基层人大选举制度还存在许多问题，虽然有些地方人大的选举

中已经出现了竞争性选举，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基层人大选举还是属于传统的确认性选举，

因而并非真正的民主选举。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目前人大选举还不具备进一步扩大直选的条

件，而且扩大直选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基层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而言，中国各地已经开始

的一些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改革虽然有其可行性，但是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度

相冲突，因此作者认为更可行的方案是由基层人大直接组建同级政府而不必再通过人大选举产 

                                                 
9 参见：查庆九，「民主不能超越法律」，《法制日报》，1999 年 1 月 19 日。 
10 例如：李凡，《乘风而来──我所经历的步云乡乡长直选》，西北大学出版社，2003 年 4 月第 1 版，第

198－222 页。 
11 参见：焦洪昌、王亦白，「公民对选举改革期待的调查与分析」，载于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

的报告》，法律出版社，2002 年，北京，第 270－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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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级政府。这样做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也可以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即议会制，在中国基

层真正运作起来。 

 

在对中国现行的三种选举制度进行分析和研究之后，我们不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决

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上述三种选举制度的运作。换句话说，党内的决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

上述三种选举的结果。因此，本文的五部分将简要地讨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选举制度改革。文

章的最后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与选举的关系、现行三种选举制度之间的关系、以及三种选举制

度的未来作进一步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由于有共产党的推动和法律规

范的支持，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基层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的改革由于缺少共

产党政策上的支持和受到党管干部原则的制约，其发展方向并不明确，其前景主要取决于共产

党改革的决心。由于共产党的十六届四中全会已经把制度建设提上了议事日程，虽然还没有具

体的改革措施的出台，但是对现行制度进行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了，因此作者对中国选举制度

的未来持审慎乐观的态度。 

 

2. 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 

 
一九八二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将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

会这两种基层组织定性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12
由于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在法律上是属于相

同性质的组织，而且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历史更长，因此，本文只对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制度中的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加以讨论。 

 

2.1 村民委员会选举法律规范研究 

 

虽然八二《宪法》规定了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选举产生，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是直接选举还是间

接选举。因此事实上，从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

行）(「八七《村委会组织法》」)于一九八七年颁布之前这段时间内，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法律

规范来调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八七《村委会组织法》的出台使得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第一次有

法可依。一些地方也制定了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13
从法律规范的角度来看，八七《村委会组织

法》已经就村委会的性质、法律地位、职责等作出了规定，也对村委会和乡镇府的关系作了定

性，规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协调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14
 

 

一九九八年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八七《村委会组织法》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其作出了重

大修改，通过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九八《村委会组织

法》」)。修改的重点包括：（1）对「海选」制度
15
予以法律确认，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不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

员会成员」
16
；（2）增加了对村党支部在村级组织中的地位的规定，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农村 

                                                 
12 参见：八二《宪法》第 111 条第 1 款。 
13 例如：一九九零年八月二十四日黑龙江省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六次会议通过了《黑龙江省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行）〉办法》。 
14 参见：八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5 一九九三年，吉林省梨树县就创造了上级领导不定调子，亦不划框子，把候选人提名的权利完全交给

村民，由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荐候选人的「海选」方法。该县三百三十六个村委会全部实行「海

选」。 
16 参见：九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1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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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行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律，支持和保

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行使民主权利」；（3）进一步明确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规

定乡镇人民政府「不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4）针对一些地方指定候选人

或者指令不许选某人以及搞等额选举的情况，明确了差额选举原则，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

由本村村民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人的名额」；
17
（5）针对选举中不民主的

现象，对选举程序作出了一系列的修改以确保选举的民主性，例如规定在村民委员会选举前，

应当公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的名单；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必须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

持；规定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将由村民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
18
规定了村民直接提名

的权利；规定了选举违法处理程序；以及规定了罢免程序等等；（6）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制度有了更详细的规定，例如增加了应该由村民会议讨论的涉及村民利益的具体事项，明确规

定村民委员会实行村务公开制度等等。 

 

除了全国性法律之外，全国三十一个省、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已经制定了地方性法规来具体落实

和实施九八《村委会组织法》，规范本辖区内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绝大多数省、直辖市和自

治区也都制定了有关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19
 

 

从法律规范的角度来看，九八《村委会组织法》的出台和全国各省、市、自治区为了配合该法

所颁布的一系列地方性法规，进一步完善了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给村民通过民主、竞争的方

式参加和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提供了制度保障。通过法律规范的制定、在制度上消除了

基层党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干涉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可行性；通过新增加的一系列程序性规

定，在制度上减少了不民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法律规范的层面，九八《村委会组织

法》带给人们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即希望从制度上确保村民能够直接行使民主权利，真正实

行村民自治，而不受基层党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干涉。 

 

2.2 政策分析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层面来看，自一九七八年改革开发以来，共产党及中央政府就开始推行和

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并把农村村民自治作为一项重要的制度。一九八一年六月，共产党在总结

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若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在基

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20
在八七《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之后，中

央几个不同的部委联合在一九九零至一九九四年期间召开了一系列的会议，讨论和总结完善与

发展村民自治的经验，并把村民自治活动概括为「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理和民主监督。这「四个民主」于一九九七年十月党的十五大上首次被写进了党的代表大会

报告。
21
一九九八年十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村民自治给予了高度评价，并明确指

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行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伟大创造」。
22
二零零二年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了《关于进 

                                                 
17 参见：九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4 条。 
18 参见：九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13 条。 
19 参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网，http://www.chinavillage.org/dffg.htm。 
20 参见：民政部网页：「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主要进程」，下载于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WCM_YWJS/20031224145024.htm。 
21 参见：参见中共十五大工作报告《高举邓小平理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

向二十一世纪》第六部分。 
22 参见：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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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2]14 号）。这是推行村民自治以来党中

央下发的第一份规范性文件。
23
它的颁布不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度的重

视、认同和支持，而且证明共产党要求其地方组织加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领导和配合。

因此，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的发展在政策上一直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的，并且是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共十六大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也明确指出要扩大基层民

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保证基层群众依法行使民主权利。
24
中国政府发表

的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第六章专门讨论了中国的基层民主。该章指出，农村

基层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并且肯定了村民自治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
25
 

 

为什么共产党扩大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决心是如此坚定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这几个原因。

一是在性质上农村村民委员会是属于自治组织，它的选举并不涉及国家权力，因而也就不会影

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二是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问题处理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

定。共产党认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理和民主监督有可能是解决长期存在的农村问题

的有效措施。三是村民委员会并不掌握任何政府资源。 

 

2.3 选举实践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不仅在政策上得到了中国共产党的充分支持，而且

在法律规范方面有足够的保障。那么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实践中运作得如何呢？由于有许多专著

和论文已经对二零零五年之前的农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实践进行了分析和研究，
26
本文就侧重

对九八《村委会组织法》在最近的一次，即二零零五年，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运作情况加以探

讨。但是在此之前，还是有必要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选举作一简单的概述。

首先要提及的是在八二《宪法》颁布之前两年，即一九八零年，中国出现的首批村民委员会的

选举，包括广西宜州市屏南乡果作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以及广西罗城、宜山县一些村庄的农

民自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这些村民委员会成立后，实行村务自我管理和民主管理，解决

了农村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取得了很好的效果。
27
这些选举是在没有任何法律依据的情况之

下，由村民自发创设的，具有一定的开拓性。第二要提及的是一九九三年吉林省梨树县所创造

的上级领导不定调子，亦不划框子，把候选人提名的权利完全交给村民，由选民按照自己的意

愿推荐候选人的「海选」方法。该县三百三十六个村委会在一九九三年全部实行了「海选」。
28

这一创新的重要性在于虽然当时已经有八七《村委会组织法》，但是该法并没有规定直接选 

                                                 
23 参见：民政部网页，「村级民主选举」，下载于 

http://www.mca.gov.cn/artical/content/CMZZ_SY/2003122991609.htm。 
24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第五部分。 
25 参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六章第三段。 
26 例如：徐勇（主编），《乡村治理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年 12 月第 1 版；徐秀丽

（主编），《中国农村治理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年 8

月第 1 版；何增科等（著），《基层民主和地方治理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年 10 月第 1 版；唐鸣

等（著），《村委会选举法律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年 4 月第 1 版；The Carter Center 

Report on Chinese Elections: Observ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Fujian and the Conference to Revise The National 

Procedures on Villager Committee Elections, at: http://cartercenter.com/peaceprograms/540_cdoc.htm. 
27 参见：注 20。 
28 转引自何包钢、郎友兴，《村民选举中的竞争：对浙江个案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00 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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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而且事实上当时大部分村民委员会都是由上级党委指定候选人，然后由村民进行确认性选

举，因此「海选」开创了村民委员会直选的先河。 

 

就二零零五年选举而言，根据民政部的资料，这是全国农村开展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比较集中

的一年，截至六月底，全国有九个省份已经基本完成或全部结束新一轮村委会换届选举，有七

个省份正在进行村委会换届选举，有五个省份将在二零零五年下半年展开村委会选举工作。
29

在最近由民政部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村委会选举情况分析会上，与会代表认为近年来村委会选

举呈现了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村委会选举工作的民主化、规范化程度不断提高，各级党

委、政府领导和指导村委会选举的能力有所增强；其二是随着农村近年来各项改革的深化，农

民的参选热情高涨，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因此而逐渐加大；其三是各地在现有政策法规的框架

内进行了大量的制度创新，并被认为在实践中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30
由此可见，村民委员

会组织者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的发展是持肯定态度的。 

 

另据媒体报道，「海选」在二零零五年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又有了新的发展。浙江省杭州市余

杭区唐家埭村的村民们在二零零五年三月二十七日以「自荐海选」的方式选出了「村官」，这

是对九八《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的「海推直选」制度的创

新，使「村官」选举制度又得到了新的突破。其创新之处在于，凡具备村委会成员任职条件和

有志于村务管理、自愿为村民服务的选民，都可报名参加村委会成员的竞选。在选举中，选民

既可以选举在选票上以姓氏笔画为序的「自荐人」，也可以选其他选民。由于「自荐人」不是

候选人，所以「自荐海选」被认为是一种无候选人的直接选举。 

 
「自荐海选」是对九八《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海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的最新演

绎。这种方式既完全符合《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又比原来在全国许多地方广泛适用的「海

推直选」要更进一步。用杭州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处长张宏国的话来说，「自荐海选」有两大

优点：「一是改革了『海推直选』环节多、成本高的不足，弥补了『海选』无目标、得票散和

无序拉票的缺陷，二是通过『毛遂自荐』式的报名参选，拓宽了村民群众选好当家人的渠道，

搭建起了一个农村优秀人才发挥才干的平台」。31这一新的尝试也吸引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以及浙江省和余杭市民政部门的关注，这些部门都有派人观摩这个全国首次举行的「自荐海

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的选举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认为「此次杭州的大胆

创新，对全国的村级选举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开创了我国村委会选举方式的全新阶段」。32 
 
但是余杭的尝试是否完全是由村民自发组织，并且是完全反映了选民的真正民意呢？这从省民

政厅基层建设处一位负责人在选举后对传媒发表的看法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他说：「该方式通

过组织对自荐人资格的审核，可以更好地把组织意愿与村民意愿相结合，选出村民和组织都放

心的『当家人』」33他的说话表明共产党的组织还是对自荐人的资格进行了审核。严格来说，由

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在性质上是属于社会选举，因此它应该完全是民意的反映，共产党的组织在

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组织方面和对自荐人的资格审核方面似乎不应该扮演任何角色，否则就会构 

                                                 
29 参见：民政部网页，「民政部在广西桂林召开全国村委会选举情况分析会」，下载于 

http://www.chinavillage.org/readnews.asp?newsid={25D2B725-D8F0-4AFC-AA61-3698F75B5319}。 
30 同上。 
31 参见：董华平，「浙江在全国率先采用『自荐海选』方式选举村官」，《今日早报》，2005 年 3 月 28

日，2005 年 6 月 15 日下载于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503280354.htm。 
32 参见：「全国首个『自荐海选』村官余杭选举产生」，2005 年 6 月 15 下载于  

http://mzt.zjol.com.cn/05mzt/system/2005/04/12/006090025.shtml。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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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村民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的一种限制。党组织的意愿只应该通过推荐候选人这一方

式反映出来。 
 

以上是有关农村村民委员会最新发展的正面的报道和总结。但是全国的发展是否都是这么乐观

呢？作者带着这一疑问于二零零五年六月六日和七日对刚刚在五月结束所有村民委员会选举工

作的广东省进行了实地考察和调研。由于时间关系，作者选择了一个贫穷县的贫穷镇（广东清

远市清新县的某镇），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市的富有的镇（东莞市某镇），作为考察对象，访问了

刚上任的村委会干部、广东省省委派去贫穷村协助选举的工作组成员、以及清新县和东莞某镇

负责或者了解选举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 
 

据广东省省委派去贫穷村协助选举的工作组成员的介绍，今年的村委会选举是广东省第三次选

举（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九年，第二次是二零零二年）。和前两次选举最大的不同是以前两次村

委会选举都是由镇党委提供候选人名单，然后交由村里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去选举，产生村委

会主任和村委会委员。但是广东省委规定二零零五年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一律不准由上级政府提

供候选人名单，而是要由选民自己提名，即「海推」候选人，然后按候选人得票的多少确定正

式候选人名单，再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和委员。省委的决定完全符合九八《村委会

组织法》和广东省人大所颁布的《广东省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34

以及二零零一年《广东省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35
的规定。 

 

作者通过调查发现，所调研的两个镇在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操作上完全不同。在清新县某镇，其

选举在省委所派的工作组的帮助下，是完全执行省委的决定，即首先通过海选产生正式候选

人，然后由选民在正式候选人中选出村委会主任和委员。但是在东莞市某镇则完全是由镇党委

决定候选人名单，根本没有让选民自己提名候选人。作者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九八《村

委会组织法》在广东省不同地区的实施情况不仅不一样而且可以说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为什

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区别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个地方政府和党委自觉执行法律和地方性法规的问题。九八《村委会组织

法》和二零零一年《广东省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都明确规定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本村

选民直接提名。但是只有立法并不够，还必须得依靠最基层一级政府，即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

党委对全国性法律和广东省地方性法规的正确理解和执行。
36
东莞市某镇的选举证明该镇完全

没有遵守全国性法律和广东省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而是置法律法规于一边，由镇党委决定候选

人。 

 

为什么同一个省的两个不同的镇对有关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律和地方性法规的执行完全不同

呢？这得看这两个镇有什么不同。它们最大的不同是一个是省里最穷的镇和村之一，而另一个

是省里最富有的镇之一。在穷的那个镇的某村的年集体收入不到三万元人民币；而东莞某镇上

一年的集体收入是三亿人民币，其下属村的年收入数字也一定会比三万要多很多。贫穷村的村

干部没有什么资源可支配，但是富裕村的村干部却可以支配相当可观的经济资源。作者在这次

实地调研所访问的所有人，包括贫穷村刚当选的村长，都认为在贫穷村的选举中，选民和有能

力的人对选举缺乏积极性主要是因为不能得到任何利益。选举是受利益驱动这一观点得到了一 

                                                 
34  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广东省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六次会议通过，二零零二年五月

三十日广东省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35 二零零一年九月四日广东省九届人大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36 至于党委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将在下一小节中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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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只有当选举是涉及到选民的切身利益时，选民对选举才会有积极性。
37
。这里的选民既包括选举人又包括被选举人。那么选举的组织者，即乡镇人民政府，为何置

法律和地方性法规于一边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作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仍然是「利益

驱动」。虽然乡镇人民政府并不可以直接支配下属村的资源，但是却很有可能能够间接得益。 

 

2.4 小结 

 

根据以上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和最新实践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典型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个

案证明村民委员会选举在各方面的扶持和关怀之下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这不仅表现在选民的充

分参与方面，而且表现在选举制度的设计（诸如候选人的提出等）方面。这是积极的一面。但

是，除了二十世纪八十年代刚刚成立村民委员会时是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之外，其他所有典型的

村民委员会选举个案都是多方面努力的结果，具体包括党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特别是民政部

门的支持、学者的支持、甚至是外国民主力量的支持。在余杭区唐家埭村的个案中，还包括浙

江省民政厅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因此，这些典型个案可以说都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所树

立的，它们的存在代表了村民委员会选举改革和发展的方向。不过，这些典型个案在目前的中

国却并不具有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还是属于个别现象。作者在广东省的实地调查也证明，中国

广大农村在实行《村委会组织法》方面还很不一致。因此，在中国农村真正实现《村委会组织

法》所规定的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还有一段相当长的路要走。作者完全认同许多其

他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农村搞民主直选的可行性。但是，《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和实施，党中

央、国务院等全国性政府机构，以及省一级人大及政府部门的支持都不能保证《村委会组织

法》在实践中一定能够真正得到落实和执行。这是因为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其他因素在阻碍着

真正民主选举的实现。而所有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阻力来自于不同的既得利益者。因此，非

常有必要在制度的设计上，扫除这些障碍。许多学者已经发表了不少专著和文章来论述村民委

员会选举制度应该如何加以完善并提出了一些很好的建议。就选举制度的设计而言，本文作者

认为，若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建议都能够落实到实处的话，那么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已经是非常

完美了。
38
 

 

但是，若只从选举制度本身出发来考虑问题还是过于狭窄，作者认为应该从更广的角度来探讨

如何真正实现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首先，由于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

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党的领导地位是不容置疑的。因此，得从共产党党内着手，确保地方党

委支持当地政府正确实施《村委会组织法》。而且共产党目前的做法是党委的一把手兼任同级

人大主任，故当地方党组织不愿意严格实施《村委会组织法》时，也就决定了地方人大和政府

也不会切实有效地执行该法。东莞市某镇的情况就可以证明没有地方党委自觉主动地支持和督

促地方政府实施《村委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是不可能实现的。其次，得从地方

人大和地方政府着手。因为真正组织和领导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是地方人大和政府机关。作者认

为他们是最大的既得利益者，而往往他们是和地方党组织是很难加以区分的。不过，在宪政体

制上，地方人大和政府是属于宪政架构之内的机构，因此可以通过宪政制度的完善来确保这两

个机构在贯彻执行《村委会组织法》时能不受其既得利益的影响。具体来说，可以考虑成立独

立的、没有任何利益关系的选举委员会来组织选举。再次，得消除现任村委会主任和委员的既

得利益对选举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这反而是最容易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完全是可以通过利益

制衡来解决，即让村民充分认识到他们自己的利益并告知其捍卫其利益的方法，而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选出一个真正能代表其利益的村委会。 

 

                                                 
37 参见：唐娟，「以 2003 年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个案为例来看：公民自主性竞选人大代表的动因」，载

于《人大研究》，2004 年第 1 期（总第 145 期），第 9－10 页。 
38 例如：李凡主编了一本名为《中国选举制度改革》的书，其中就详细讨论了选举制度的设计，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0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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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度的前途会是如何呢？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而且村民也逐步

认识到了民主选举的好处，再加上民主制度本身的优越性，因此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前途应

该是一片光明的。 

 

3. 人大选举制度 

 

3.1 人大选举制度法律规范分析 
 

人民代表大会制度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度，八二《宪法》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定义为国家和地方权力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五级，具体包括全国、省、市、县和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八二《宪法》
39
把五级人大的选举制度分为两类，一是乡镇和区县这两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二是市以上的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
40
因此，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制度实行的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

法。 
 

人大选举制度具体是由《选举法》所规定。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制定于一九五三年二月，它

正式确立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制度。
41
这部《选举法》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运作是正常

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和其他所有全国性法律一样，完全被束之高阁。文革结束后，为

了切实有效地保障人民的选举权利，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决定修订《选举法》，以达到改革和完善选举制度的目的。一九七九年七月一日，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了中国第二部《选举法》，即一九七九《选举法》。和一九五三《选举

法》相比，一九七九《选举法》有以下一些重大修改：（1）将直接选举的范围首次从乡镇一级

扩大到县一级；（2）把各级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基本实行差额选举；（3）赋予了选民和代

表提名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权利；（4）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一律采用无记名投

票的方法；（5）对宣传候选人作了较民主的规定，推荐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各党派、团体和选民

都可以用各种方式宣传代表候选人；（6）如果所提候选人过多，可以进行预选；（7）将候选人

以获得「出席」选民或代表的半数以上票当选，改为须获「全体」选民或代表的半数以上票当

选。
42
 

 

蔡定剑指出，一九七九《选举法》是为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的背

景，该《选举法》所设立的选举制度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民主。在众多的修改当中，他认为选民

自由提名候选人、以各种方式介绍候选人、以及差额选举这些规定是比较民主的。
43
另有学者

认为，由于有关预选和可以采用各种形式宣传候选人这些规定可能会降低选举的效率，一九七

九《选举法》在一定程度上是为了增强其民主性而不惜牺牲了选举的效率。
44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共制定过四部宪法，一九五四《宪法》，一九七五《宪法》，一九七八《宪法》，

和一九八二《宪法》。而八二《宪法》又经过四次修正，即一九八八修正案，一九九三修正案，一九九

九修正案，和二零零四修正案。 
40 参见：八二《宪法》第 59 条和 97 条。 
41 一九五三年《选举法》的主要内容请参见蔡定剑，「中国选举制度的历史和现状」，载于蔡定剑（主

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法律出版社，2002 年，北京，第 4-6 页。 
42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9-10 页；又见谢宝富，「当代中国选举制度若干问题分析」，载于《深圳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年第 1 期。 
43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13-14 页。 
44 参见：谢宝富，注 42。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的背景、现状、及其未来 

 10

 

一九七九《选举法》颁布后，又经过一九八二年、一九八六年、一九九五年以及二零零四年的

四次修改和补充。八二修正案对人大选举制度最主要的修改之一是将一九七九《选举法》中规

定的以各种方式介绍候选人修改为，在人大选举中，只能在选民小组会上介绍候选人，其目的

显然是为了限制竞选。
45
因此，学者普遍的看法是，从民主的角度来看八二修正案是一种倒

退。当然，八二修正案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对选举程序进行了适度的简化以体现对选举

效率的适当重视。 

 

和八二修正案相比，86 修正案则被认为又朝民主化方向迈进了一大步。其主要修改包括：

（1）减少了代表的名额，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从三千五百以下减少到三千以下；地方人大

代表的名额也大幅度减少了；（2）简化了选民登记手续，采用了选民只需一次登记，长期有效

的原则；（3）把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人数从三名选民或者代表改为十人以上；（4）为了确保

必须实行差额选举，取消了过去直接和间接选举代表中通过预选确定正式候选人的做法；（5）

降低了当选的票数，将直接选举时候选人获全体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当选改为全体选民过半数参

加投票有效，获得参加选举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即所谓的「两个过半数」当选的原则）。

虽然一九七九《选举法》已经提出了选民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权利，和差额选举原则，但是在选

举中，预选在实际执行中往往变成了搞等额选举的借口，选举的提名权和差额选举原则并没有

真正得到落实。因此，蔡定剑认为人大选举制度上的这两大改革是在八六修正案中才真正巩固

下来。
46
 

 

九五修正案主要有以下修改：（1）通过缩小城市和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例，使得选

举更加平等；（2）在保证差额选举的条件下再次增加了间接选举的预选程序；（3）明确规定间

接选举提名和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不得少于两天，以确保代表有充分的时间提名和酝酿候选

人；（4）明确规定不同代表团（小组）可以联合提名（「串联」提名）以及「等额提名，差额

选举」的制度；（5）在选举时间、代表联合提名的人数、以及罢免和辞职程序等选举程序方面

也作出修改。因此，蔡定剑认为九五修正案主要是对一些具体制度上的规定进行了完善，并对

有些选举程序进行了修改，以提高选举的效率。
47
 

 

二零零四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有
48
：（1）对预选作出明确规定，若是直选，要求在所提候选人的

人数超过法律规定的最高差额比例时，
49
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

50
讨论、协商，并

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当选民对正式代表候选人不能形成较

为一致意见时，进行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51
若是间

接选举，则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交由全体代表酝酿、讨

论。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符合《选举法》规定的差额比例，将直接进行投票选举；如果所提

候选人的人数超过《选举法》规定的最高差额比例，进行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

并按照《选举法》确定的具体差额比例，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52
（2）为了回应增长中的

民主需求，规定了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问题；
53
（3）明确了「贿赂」的含义，使 

                                                 
45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16-17 页。 
46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18-20 页。 
47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26-28 页。 
48 参见：谢宝富，注 42。 
49 参见：修改后《选举法》第 30 条的规定。 
50 选民小组这一概念在《选举法》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 
51 参见：二零零四修正案第 2 条；修改后《选举法》第 31 条。 
52 参见：《选举法》第 31 条。 
53 参见：二零零四修正案第 3 条；修改后《选举法》第 33 条。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的背景、现状、及其未来 

 11

 

之对该类违法行为的惩罚更具有可操作性；对国家工作人员增加了行政处分的类别，更加确实

保障了选民和代表的自由选举权。
54
 

 

从以上对《选举法》历史发展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九七九《选举法》在经过四次修正、长达二

十五年的发展之后，虽然是朝着选民充分行使民主选举权利的方向有了一定的发展，但是直接

选举仍然还是停留在乡镇和县这两级，并不允许在另外三级人大进行直接选举。中国目前人大

选举制度仍然是多层次的、以间接选举为主的、民主程度较低的选举制度。此为《选举法》的

第一个特征。 

 

《选举法》所呈现的第二个特征是，《选举法》中有不少法律规范都试图在两种不同的利益之

间取得一种平衡。例如，直接选举是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所设立的选举委员会负责，县级人大常

委会负有指导同级和乡镇一级选举委员会的职权和义务。
55
这样通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

式和其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和领导关系确立了国家权力对选举的间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选举

委员会行使选举管理职权时又受法律的规制和约束，
56
而且选举委员会得「根据较多数选民的

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一程序控制的目的是为了防止选举委员会任意

干预或操纵选举。又如，《选举法》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的候选人

提名权（代表联合提名权）的规定，代表对候选人的酝酿、讨论程序，以及预选中确定正式候

选人的程序规定也充分体现了法律协调和平衡国家权力和自由选举权利两者关系的意图。有一

种观点认为这种制度上的设计既预留了国家权力介入的空间，也设定了防止国家权力恣意行为

的界限。
57
但是作者认为，这些法律规范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了确保政府权力，特别是共产

党，可以介入选举过程并对选举具有一定的控制和影响。共产党对选举过程的影响就是对选举

民主的限制，这是不可取的。 

 

《选举法》的第三个特征是从等额向差额选举的过渡并最后采用以差额选举为主体、等额选举

为补充的选举制度。差额选举制度的采用被认为是中国选举制度改革十分重要的成果之一。
58

等额与差额选举两种选举方式是不同民主程度的反映，和等额选举相比，差额选举更能保障选

民的自由选择和真实意愿的实现，同时也能体现选举的竞争性。这是人大选举制度最具有民主 

                                                 
54 参见：二零零四修正案第 5 条；修改后《选举法》第 52 条。 
55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若干规定》第一

条，于：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id=4429&lmfl=%C8%CB%B4%F3%CE%C4%CF%D7&label=WXZL

K&pdmc=010602；《选举法》第七条第二款。 
56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若干规定》第二

条。 
57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主持（《选举法》第三十五条）。代表候选人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将依法提出后由全体代表酝

酿、讨论，以及需要预选时由主席团按得票多少顺序确定正式候选人（《选举法》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本级政权领导人时，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或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符

合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行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数超过选举

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由主席团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后，进行预选，根据在预选中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

选举办法规定的差额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进行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二条）。 
58 参见：吴国光，「中国大陆的选举制度及其变革」， 载于胡春惠（主编），《中台港三地选举制度和民

主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迦南印刷有限公司，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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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规定，可惜的是在实际运作中，有关差额选举的法律规定却往往被扭曲。
59
《选举法》中

有关预选及「讨论」、「协商」、「酝酿」候选人的规定有过几次反复，最后采用了二零零四

修正案中的规定。其中预选被认为是给予共产党影响选举人意愿的程序，
60
而「讨论」，「协

商」、「酝酿」程序的实质则是「要求选举人对选举组织机关表达自己的投票意愿」
61
，因此

有学者认为，归根到底，这些程序「都有替代选举的功能」。
62
二零零四修正案有关预选的规

定仍然保留了上述几种程序，这说明法律规范仍然是赋予了选举组织机关影响选举人意愿的程

序。这是《选举法》的第四个特征。 

 

现行《选举法》的第五个特征是平等原则与差别条款互为补充。《宪法》和《选举法》都明确

规定年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公民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3
而且《选举法》第四条又具体规

定「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这就是说每一选民在投票时具有平等权利，而

不受差别对待。但事实上，选举过程并不一定能保证所有类别公民平等地获得代表的权利。而

且在代表的名额分配上，《选举法》设定了城镇与农村间代表产生的不平等性：即县级以上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

原则分配。
64
有学者指出，法律制度对城乡间选举差别模式的保护反映了我国存在着一些特殊

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以及独特的选举权平等观念。
65
另外，为了保证妇女、归侨和少数民族在

人大的代表性，《选举法》对这几类人士也采取了一些特殊保障。
66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

立法措施上的特别保护旨在促使实质平等的达成，对于选举权平等实现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也

有学者持不同的意见。
67
 

 

根据以上讨论，从法律规范的角度来看，现行《选举法》所建立的人大选举制度并不是真正意

义上的民主选举制度。通过制度和程序的设计，《选举法》确保了选举组织者介入和影响人大

选举的可能性，使得选举结果并不一定反映选民的真实意愿。但是差额选举原则的确定及相关

法律规范的完善为人大选举制度引入了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 

                                                 
59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政权机关正职领导进行

差额选举，例外指出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但该规范的真实意图在实践中却往

往被扭曲，正职领导通常实行等额选举。 
60 参见：吴国光，注 58，第 41 页。 
61 同上。 
62 参见：吴国光，注 58，第 42－43 页。 
63 参见：《宪法》第三十四条、《选举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年满十八周岁的公民，不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度、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 
64 参见：《选举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 
65 早期的通说认为，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工人阶级相对集中，基于为工人阶级创造有利的

条件以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对城乡之间的代表比例做出不同的。目前的学说则一方面承认现行选

举制度下的选举权的平等是一种「形式上的不完全平等」，另一方面又认为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上的不完

全平等可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然而宪法学者林来梵教授指出「从宪法学原理上来说，『实质上的平

等』原则一般仅适用于对弱势社会群体的保护，目的在于恢复平等的法律关系。而从当今中国社会分层

的客观现状来看，现行我国选举制度中有关城乡代表比例的差等措施，恰恰与该种目的之间构成了一种

可谓南辕北辙的状况。」（参见：林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律出版

社，2001 年 5 月版，第 132—133 页。） 
66《选举法》第六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量的

妇女代表，并逐步提高妇女代表的比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第九条第四款规定：「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省，经全国人民代

有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

县、乡、民族乡，经省、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

五」。 
67 参见：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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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大选举制度政策分析 

 

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曾明确提出过在夺取政权之后要搞真正的民主

选举。
68
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则感觉到在一个贫穷、落后、人口众多的国家要立即实

行真正的民主先进有很大的困难，不同的领导人在不同的场合都发表过中国不适合搞「普遍、

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的言论。蔡定剑把他们的理由概括为五点
69
：（1）中国人口众

多，直接选举一时难以办到；（2）农民人口太多，难以实行完全平等的选举，否则人大代表大

多数会是农民；（3）文化程度太低，不会写字，难以做到秘密投票；（4）缺乏选举经验，人民

群众缺乏对选举的认识和积极性；（5）上述条件不具备，搞完全的民主选举会成为形式主义，

共产党讲究选举的实质，不在选举方法上计较。由此可见，在执政初期，共产党是不认同搞直

接选举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共产党认识到有必要并决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对选举制度进行改

革，这导致了一九七九《选举法》的出台。改革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党的领导人认为，扩大直选

的范围以及增加选举的民主性可以使人民直接掌握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间接掌握省人大和全

国人大。这样一来，九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理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命

运，并认为选举制度的改革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措施。
70
由此可见，

在二十世纪七十年代末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真的希望发展民主选举制度的。到一九八七年中

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党代会时，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其所作的题为《沿着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路前进》的工作报告中花了很长的篇幅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在中国进行

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对人大选举制度作出以下评论：
71
 

 

「近年来，我国选举的民主程度正在不断提高。但是，选举制度还不够健全，

已有的制度也还没有全面有效地贯彻。今后应当更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

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要继续依法坚持差额选举制度，改进候选人的提名

方式，完善候选人的介绍办法。实践证明，在选举各种代表大会的代表时，硬

性规定候选人的结构比例，不利于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为了使候选人具有较为

广泛的代表性，今后除继续坚持按地区选举的制度外，可以辅之以按界别选举

和其他方式产生部分代表的办法。」 

 

由这一段论述可见，当时共产党对如何改革人大选举制度已经有了成熟的意见，并提出了当时

选举制度中需要改革的地方。但是一九八九年六月四日「天安门事件」
72
后，中国的政治环境

变得相对紧张。就一九九零年的人大选举而言，中共中央除了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 

                                                 
68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 年版，第 969－970 页，转引自蔡定剑，注 41，第

2－3 页。 
69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4 页。 
70 参见：彭真，「关于全国选举试点工作的几点意见」，载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

央文献出版社，1989 年版，第 38－43 页；「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载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

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年版，第 56－58 页；转引自蔡定剑，注 41，第 10－11 页。 
71 参见：《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路前进》报告的第五部分。 
72 这是指 1989 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和反对贪污的运动最后在同年 6 月 4 日被政府用军队从天安

门广场强行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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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外，仍然肯定了一九七九年以来的县乡人大选举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坚持

按照《选举法》所确定的原则来进行选举。
73
但是客观上，一九九零年人大选举还是有一定程

度的退步
74
。而且共产党有关人大选举的政策也后退了。最好的证明就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二年

召开的党的十四次党代会上所作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更大胜利》的工作报告。他的报告虽然也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但是篇幅非常短

小，而且只是原则性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不

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但是完全没有提及人大选举制度。 

 

一九九二年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在一九九七年和二零零二年分别召开的党的第十

五次和十六次党代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其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专章

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就选举制度而言，他都有提到要「实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理和

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利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75
二零零四年党的第十

六届四中全会又通过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力建设的决定》。该决定在延续十六大

报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调的同时，强调了民主的制度化建设。作者的理解是制度建设包括

人大选举制度的建设。二零零五年十月所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只简单地概

述了人大选举制度，并没有对其改革提出任何政策指引。
76
 

 

因此，从共产党关于人大选举制度的政策来看，共产党是认同在人大选举制度中实行民主选举

这一原则的。但是对于如何在法律和实践中落实这一原则，以及何时应该进一步扩大直选的范

围、给选民在选人大代表时更大的自主权方面，党的政策在1987年达到了高潮，但是可惜的是

六四事件使得一九八七年制定的政策没有能够执行下去。作者认为二零零四年党的第十六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又肯定了民主制度建设的重要性。不过由于该《决定》没有对人大选举

制度提出具体的改革方向，再考虑到该《决定》强调要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以及法治建

设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要在党的领导和人大选举制度的民主性之间加以平衡。至于如何加以

平衡，或者说人大选举的民主性应该发展到什么程度，共产党目前则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取向。

所以人大选举制度的未来在政策上还具有很大的不确定性。 

 

3.3 人大选举制度案例研究 

 
早在一九八零年中国首次实行区县人大代表直选时，在北京的一些高校里，学生就掀起过竞选

的高潮。当时仅北京就有近百名在校学生参加了竞选，最后有八名通过全体选民投票预选产生

的学生候选人正式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77
一九九二年四川泸州市的曾建余和一九九八年湖

北潜江市的姚立法也都是主动通过竞选而当选为地方人大代表的。
78
二零零三年被一些学者称 

                                                 
73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24－25 页。 
74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25、26 和 30 页。 
75 参见：中共十五大工作报告：《高举邓小平理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二十一世纪》第六部分；十六大工作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五部分。 
76 参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第 3 章。 
77 参见：王怡，「2003 年公民权利年」，《新闻周刊》2003 年第 47 期，第 20 页；罗立为，「谁是首批独立

竞选人？」，载《南方周末》2003 年 6 月 12 日。转引自邹树彬、唐娟、黄卫平，「2003 年人大代表竞选

的群体效应：北京与深圳比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年第 2 期，第 36 页。 
7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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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的公民权利年，
79
同时也是最近的一次人大代表选举年。在这一年里，社会和传媒又再

次关注普通公民参选人大代表的情况。和前几届人大代表选举不同的是，二零零三年在全国各

地不仅有更多的公民主动参选人大代表，而且他们的参选更有组织、选举参选方式也更成熟。

本节将选择区县级人大选举中几个广为传媒报道和学者评论的个案加以分析。 

 

第一个个案是二零零三年湖北省潜江市人大选举。姚立法自一九七八年起在潜江市人大每届选

举中都以自荐参选的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并于一九九八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

表。当年自荐参选的候选人总共只有两人。在作为人大代表的五年中，姚立法共提交了一百八

十七份建议案监督政府。然而姚立法的存在却让当地一些领导官员大伤脑筋。
80
在二零零三年

湖北省潜江市第五届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除了政党和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之外，姚立法

再次以民荐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和他一起以民荐候选人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共有三十二名（包括

他在内）。这三十二名民荐候选人中既有市和一些镇的人大代表，也有教师、村委会主任、村

支部副书记和工人等。他们都得到了由十名或以上选民联名支持而成为初步候选人，并随后展

开了他们的竞选活动。但是在随后的「反复协商、酝酿」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协

商」掉了，只有两人出现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投票中，有选民在「另选

他人」的栏目中投了这些候选人的票，其中有两位民荐候选人在「另选他人」的投票中和正式

候选人一起，都因为不够半数而没有当选，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这两名候选人应该在

随后进行的「另行选举」中作为正式候选人参选，但镇选区指导组以选民没有「选举意愿」而

「自愿放弃」另行选举为由，没有进行另行选举，造成这两个选区代表的空缺。从最后结果来

看，这三十二名民荐候选人无一当选。
81
选举结束后，姚立法和其他一些选民认为他们的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受到了侵害，多次向潜江市人大常委会等部门提出申诉，姚立法也向当地法院提

出了诉讼，但是法院不受理。姚立法于二零零四年一月十日上京向全国人大递交了一份申诉

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潜江市二零零三年市人大选举情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82
到本文截

稿之日，作者没有查找到任何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潜江市二零零三年选举的调查和

处理的资料。 

 

第二个个案是深圳区级人大代表选举。
83
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于二零零三年四月至五月举行了

换届选举，根据媒体的报道和其他学者的调查，共出现了七名主动联系选民签名推荐或毛遂自

荐的候选人。黄卫平等三名深圳大学的学者对二零零三年深圳市区级人大选举作了调查研究。
84
他们把这七名候选人分为「独立候选人」（或「民荐候选人」)和「自荐候选人」两种。前者

是指由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后者是指那种没有经法定程序成为正式候选人，但是

自己通过向选民自荐而直接诉诸于选民，希望他们在投票时，在选票上「另选他人」一栏内选 

                                                 
79 参见：王怡，注 77。 
80 参见：「落选人大代表上京递交申诉:替人民说话惹了谁？」，下载于：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1/13/content_content_1272302.htm。 
81 参见：李凡，「从潜江人大选举事件看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载于，《人大研究》，2004 年第 4 期。 
82 参见：注 80；又见：「姚立法提请人大调查选举，自荐候选人全军覆没」，下载于：

http://cn.biz.yahoo.com/050117/16/68e9.html。 
83 区人大和县人大是属于同一级别。 
84 参见：黄卫平、唐娟、邹树彬，「2003 年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现象的政治解读」，《北京行政学院

学报》2003 年第 6 期；唐娟、邹树彬主编，《2003 年深圳竞选实录》，西北大学出版社 2003 年版；又

见：Huang Weiping, Tang Juan and Zou Shubin,Conscio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2003 Competitive Election for Deputies to District People＇s Congress in 

Shenzhe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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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而非正式候选人。
85
。根据他们的调查，在这七名候选人中，

86
有一名是中共党员、三名是民

主党派人士、另三名是无党派人士。从提名的角度来看，这七名候选人中有两名是自己主动联

系选民签名推荐并最终成为正式候选人；其他五名是以「另选他人」方式参选。而这五名候选

人中又有三名当初是由选民联名推荐及由民主党派提名成为初步候选人但是却在确定正式候选

人过程中被淘汰了；另外两名是毛遂自荐。
87
就教育水平和年龄而言，所有七名参选者都受过

高等教育，其年龄介于三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在经济实力方面，除了一名候选人之外，其余

六名候选人都有较强的经济实力，估计年薪应该在十万元左右，在深圳应该是属于中产阶层。
88
深圳大学黄卫平等三位学者的调查还发现，所有这七名候选人的竞选过程都不太顺利，这具

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其中三人在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过程中被选区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事实上就是社区居委会）把他们「酝酿」出局。其二是选区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或者阻挠他们

参选，或者反对、禁止、甚至撕毁他们张贴的竞选海报。
89
最后的选举结果是，除了那名是中

共党员的候选人获选外，其余六名候选人全部落选。 

 

第三个个案是北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北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于二零零三年十二月份

落下帷幕。根据媒体的报道，北京市全市共提出初步代表候选人 41,637 名，其中选民十人以

上联名提出的初步代表候选人 40,906 人，占提名总数的 98%。在 6748 位正式候选人中，89%

是选民联合提名产生的（政党和人民团体推荐的只占 11％），其中最终当选的共有 3,662 人，

占当选代表总数的 83.2%。
90
北京市委区县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北京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范远谋对媒体表示，在北京的这次选举中，选民可以自主行使选举权利，政府将充分尊

重选举结果，只要选举符合法律程序，选举结果就应依法予以确认。
91
 

 

虽然北京市有三千六百六十二名选民联名提出的初步候选人当选为区、县人大代表，但是新闻

媒体报道的焦点，以及学者研究的注意力则主要集中在二十多名通过寻求选民的联合提名而参

与人大代表角逐的候选人，包括高校学生、房地产维权业主和学者、律师等专业人士，其中不

乏民间公众人物。
92
在这二十多名候选人当中，只有私产维权者聂海亮和公共知识分子许志永

高票当选，其他人都落选了。深圳大学黄卫平等三位学者对北京二零零三年区县选举中这二十

多位候选人的参选过程进行了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在北京的选举中出现了多个个人竞选选举 

                                                 
85 参见：唐娟，「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 2003 年深圳区县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

案例为解读对象」，载于《政治学研究》，2004 年第 3 期，其文章的注 2 和 3。唐娟：「从确认性选举转

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 2003 年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例为解读对象」，载于《南京社

会科学》，2004 年第 3 期。 
86 公开见诸报端的有 6 名，他们是肖幼美、吴海宁、邹家健、叶原百、徐波、王亮；另外还有一位未经

媒体披露的失业女性，叫谢潇英， 参见：唐娟，注 85。 
87 参见：唐娟，「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 2003 年深圳区县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

案例为解读对象」，载于《政治学研究》，2004 年第 3 期，第 39-41 页。 
88 参见：唐娟，注 87，第 41 页。 
89 同上。 
90 参见：崔红：「北京：804 万人投票直选说明人大代表的分量重了」，《北京晨报》，2003 年 12 月 11 

日。 
91 同上。 
92 例如有以起草 204 条房产买卖合同而成名的房产维权律师秦兵，「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朝阳园业

主委员会主任舒可心，以「反伪科学」为公众所知的司马南，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对《城市流浪乞讨人员

收容遣送办法》进行违宪审查的北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博士，热心青少年法律援助事业的律师佟丽

华，著名维权小区—北京回龙观社区业主杜茂文、杨逢臣和聂海亮等等。详细讨论请参见，邹树彬、唐

娟、黄卫平，「2003 年人大代表竞选的群体效应：北京与深圳比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年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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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和专业助选团队，
93
选举的策划性和组织化程度初显端倪。同时，竞选形式呈多样化，

候选人大量利用张贴海报、散发传单、出动宣传车、召开记者招待会、网络对话等形式与选民

进行互动，以增加选民对自己的竞选理念的了解。他们注意到竞选资金问题在北京的选举中也

开始出现了。
94
他们还发现，北京参选的公民的权利意识比深圳更高，其选举更有组织化，选

举技巧更成熟。 

 

这三个个案中的前两个的选举结果证明独立候选人和自荐候选人想当选为基层人大代表是非常

困难的。至于第三个个案，虽然我们并不清楚那二十多位候选人中的大部分候选人落选的原

因，但是该个案的结果也同样证明了独立和自荐候选人当选的困难性。需要指出的是，黄卫平

等三位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和上述的官方数据相冲突的。不过，即使官方的数据是正确的，我们

也可以从上述三个个案的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即独立和自荐候选人中的公众人物当选基层人

大代表是非常困难的。 

 

深圳大学的黄卫平等三位学者对深圳和北京二零零三年选举个案研究后得出了非常积极的结

论。由于在深圳和北京都已经有一些人自主参选人大代表，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大选举制度

已经从确认性选举开始向竞争性选举过渡。
95
至于诱发选民积极参与竞选人大代表的动因，他

们认为包括以下几点：（1）利益驱动；（2）二十世纪九十年代以来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和城市居

民委员会的选举发展经验给群体性竞争现象的出现奠定了民主基础；（3）中国二十多年的市场

经济发展催生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他们不仅有民主理念，而且有实施民主行动的

能力；（4）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新闻媒体在选举期间发挥了重要的宣传、启迪、纽带、桥梁的作

用；（5）主持和领导人大选举的机关表现了理性、法治、克制、宽容和开放的姿态。
96
 

 

以上所讨论的三个个案首先证明，中国的选举制度正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中国已经开始有人

出来竞选乡镇和区县这两级人大代表。不过，我们要理性地看待和分析人大选举制度的演变。

一方面，不可否认的是，人大代表选举迈出了公民主动竞选人大代表这可喜的一步。而且从公

民竞选人大代表开始至今，公民主动参选人大代表的人数变化的幅度应该说还是让人有些鼓舞

的。以潜江市人大代表选举为例，姚立法一九九八年当选人大代表那年只有两位公民主动以自

荐的方式参选，但是到二零零三年换届选举时已有三十二名自荐候选人出来参选，这是十六倍

的增长。若能以此速度增长下去的话，中国民主发展的步伐将是非常让人欣慰的。至于潜江市 

                                                 
93 例如：「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杜茂文竞选后援团」等。 
94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2003 年人大代表竞选的群体效应：北京与深圳比较」，载于《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2004 年第 2 期，第 36 页。 
95 他们认为「中国乡镇一级人大代表和有下辖区的一些城市的区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制度已经运行了

50 多年，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度也运行了 20 多年，但选举的竞争性内涵一直体现得很不充分。长

期以来，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制度在其实质上是一种确认式选举制度，代表候选人一般由中共党组织或

其他政党、人民团体提名推荐，通过法律程序确定为正式候选人，他们之间缺乏竞争性，因为基层的选

举工作机构为了完成选举任务，一般要确保他们当选，选民实际上没有选择权，他们的投票行为在实质

上是对这些必须当选的候选人的一种确认形式。在这一游戏规则中，如果说候选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

话，他们要竞争的主要是上级领导而非普通选民的信任，所以候选人与普通选民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

普通选民主要扮演着被动的投票工具的角色，而且选民的投票行动不能担负着传达其利益偏好的功能，

或者说，选民的投票行为并非他的利益选择行为，投票给谁与他的利益表达并不相关」。参见：邹树

彬、唐娟、黄卫平，注 94。 
96 参见：唐娟，注 87，第 42 页。在另外一篇论文中，他们有另外的表述：（1）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及其

演进是公民自主参政的经济基础；（2）社会利益多元化与多元利益表达政治化是公民自主参政的社会基

础；（3）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长足进步，领导层执政理念与施政方式的转变，为公民自主参政提供了较为

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合法空间；（4）开放、互动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初步形成为公民参政提供了话语平台和

精神支持。详细讨论请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36－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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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什么会有这么大幅度的增长，作者认为这主要是来自于榜样的力量，姚立法给潜江市人民树

立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来讲，出来竞选基层两级人大代表人数的比例

还不是很高，成功当选的比例则是更低。而且，象姚立法那样的榜样的力量能否持续下去也存

在疑问。因为尽心尽职的姚立法在二零零三年落选了，如果媒体的报道属实的话，姚立法的落

选是因为地方政府某些领导对选举的非法干涉所造成的，但是至今姚立法的申诉都没有得到任

何党政机关的处理。这说明中国的选举制度中还没有任何机制来处理这一类选举违法行为，也

说明现行的选举制度或者说现行制度下的某些官员并不希望或鼓励姚立法这样的人出来参选人

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自愿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深圳和北京的个

案也都证明那些广为媒体报道的自荐候选人的选举过程都不是很顺利，有许多都受到了来自地

方政府各种各样的阻碍。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直至目前为止，应该说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乡

镇和县一级人大的选举还是属于确认性的选举。作者在广东省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广东两个基层

地方的人大代表选举还是属于确认性的选举，而且这两个地方也没有出现任何改变目前选举安

排的迹象和意图。
97
由此可见，地方人大选举制度向竞争性选举过渡的路途还是很遥远的。 

 

其次，这三个个案都说明共产党和相关的政府机关对公民竞选人大代表是采取了宽容与默许的

态度。深圳大学的黄卫平等三位学者认为主持和领导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深圳市、区两级权力

机关在二零零三年人大换届选举中虽然一开始面对民间自发的区人大代表参选和竞选活动有些

不适应，但是基本上还是用理性、法治、宽容和开放的姿态来对待选民主动竞选人大代表这一

现象，后来甚至为某些候选人的竞选做「参谋」。
98
在选举结束后，深圳市人大对这些竞选行为

给予了肯定，把它视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有价值的尝试，并表示要顺其自然、尊重民意，并将对

之进行研究，希望使基层人大代表选举更加公正、透明和民主，并以此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99

而北京又比深圳做得更好。北京选举委员会建立了比较规范的信息披露制度，如举行新闻发布

会、让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以及建立换届选举网站等。这些做法不仅提高了信息披露的程

度，而且促进了与外界的良性互动。
100
黄卫平等三位学者认为，北京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北京

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组织者把现行选举制度理解为具有容纳「与时俱进的中国政治体制可能的

改革空间」。
101
他们还认为北京对现行选举法律的诠释更具有权威性。即使在二零零三年湖北

省潜江市选举个案中，中国传媒和一些农村选举研究专家们也认为姚立法虽然落选了，但是他

已经算是幸运的了。
102
这一观点一方面说明政府的宽容度增加了；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仍然有

相当的一部分人认为公民竞选地方人大是有可能会受到不好的对待的。 

 

不过，党、政机关的「宽容与默许」也好，姚立法的「幸运」也好，都从反面证明中国在这之

前对公民主动竞选人大代表并非是「宽容与默许」，而且有些参选者即使在二零零三年也可能

并没有姚立法那么「幸运」。二零零三年深圳和北京的基层人大选举应该还是具有试验的性

质。就全国范围而言，在二零零三年的人大选举中「宽容与默许」的比例应该还是有限的，否

则深圳和北京的选举就不会吸引媒体和学者们的注意了。因此，作者认为我们并不能对人大选

举改革的进程过于乐观。因为这一改革毕竟是已经涉及到政府政权架构的选举改革，这在根本

上是可能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方式的。所以共产党本身一定会非常小心对待这一改革 

                                                 
97 清新县就乡镇和县人大的候选人是选举法所规定的提名程序提名，然后由选举委员会通过协商确定正

式的候选人，再交由选民选举产生这两级人大代表。在东莞某镇，镇人大代表的选举完全是由镇党委确

定候选人，镇长和镇党委书记的候选人也是由上面决定。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改革的迹象和想法。 
98 例如：深圳市福田区人大甚至为王亮的竞选做了「参谋」。参见：唐娟，注 87。 
99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35-43 页。 
100 同上。 
101 同上。 
102 参见：余世存，「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原载《北京之春》，下载于：

http://www.boxun.com/here/yushicun/42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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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前文对人大选举制度法律规范及共产党有关人大选举制度的政策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共产

党对人大选举制度的未来并没有确定明确的方向，而且现行法律规范还是允许选举组织者，而

事实上是共产党，对选举过程的介入和影响。在共产党没有明确表示对人大选举制度进行改革

之前，目前被「宽容和默许」的人大选举制度的改革对未来的启示作用还处于不确定状态。 

 

第三，这三个个案证明利益驱动和权利意识是促使选民自荐竞争性选举的众多原因中的两个。

黄卫平等三人认为选民缘于利益需求而自主竞选人大代表是根本性的原因。
103
他们对深圳 7 位

自荐参选者的访问证明这七位参选者大部分都有过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经济利益的经

验，
104
他们之所以参选，也是为了通过竞选人大代表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力，以

利于更有效地维护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群体的经济利益。
105
相比较之下，根据黄卫平等三人对北

京二零零三年选举的研究，北京市参选者的权利意识更高，他们当中很多都有法律背景，教育

程度都很好，有的还有博士学位，许多也都有维权的经历。所不同的是，他们中有些是为了维

护非常直接、现实的利益（例如业主群体），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参选者是为了维护社会普箩

大众的利益，或者是为了尝试作为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权利，或者是由于对公共事务和政治领

域富有激情、具有浓厚的济世情怀。
106
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参政热情和参政能力。这证明这些参

选者的权利意识，特别是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认识提高了，并开始认真对待法律所赋予他们

的选举权了，这是另一个可喜的现象。 

 

第四，深圳大学的黄卫平等三位学者认为推动从确认性选举向竞争性选举过渡这一制度变迁的

深层动力是伴随中国社会利益结构的多元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和公民主动地在现行制度框架内

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107
这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发展导致了制度内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政治参

与，并正在改变传统的确认性人大选举制度。和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自上而下的对村民委员

会选举制度的改革相比，这种自下而上的对人大制度的改革，由于还没有得到共产党的肯定，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向上一级人大发展的难度就会大很多。这从二零零三年湖北省潜江市人大

选举，特别是姚立法的参选经历就可以得到证明。 

 

第五，第一和第二个个案都能证明现行的人大选举制度中有关确认正式候选人的程序，特别是

「协商」、「酝酿」过程，会被用来排除选举组织者不「喜欢」的初步候选人，从而使这些初步

候选人无法成为正式候选人，也就大大降低了这些选民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这一结果证明

了前面法律规范和政策分析中已经得出的结论。若要想真正使人大选举制度民主化，就必须对

目前选举程序中具有替代正式选举功能的程序进行改革，最好是取消这些程序。 

 

第六，民荐和自荐候选人大都是民主党派人士或者无党派人士。这一现象在中国应该说是属于

正常现象。因为若共产党员有意愿参选人大代表的话，他首先会争取得到共产党的提名。若成

功得到共产党的提名的话，那么他成为正式候选人以及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机会就会非常大。反

之，他若通过民荐或者自荐方式参选的话，就得和共产党所提名的候选人竞争，而且会被认为

不听从党组织的安排，这会影响他的前途。因此，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作者认为有必要先

搞好党内民主，具体来说就是提高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的民主性，这将间接提高人大代表的民

主性。 

                                                 
103 参见：唐娟，注 87。 
104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38-40 頁；又见：唐娟，注 87，第 41 页。 
105 同上。 
106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35-43 页。 
10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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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结 
 

人大选举涉及到国家权力机构的选举，因此在理论上人大选举制度是现行三种选举制度中最重

要的。人大选举制度改革的成功与否，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前

文的讨论，共产党至今没有就人大选举制度改革的方向制定明确的政策，最多只是「宽容和默

许」选民在现行人大选举制度之下参选人大代表，而没有主动对人大选举制度提出改革的方向

和方案。黄卫平等学者认为，「在威权主义的社会中，任何的改革离不开与当局的互动，任何

的进步都不能离现有的制度框架太远」。
108
这一观点在中国是非常正确。作者认为一方面不能离

现有的制度太远，另一方面，要充分使用现有制度已经赋予的权利。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越来

越多选民认真对待宪法和法律所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后，现行选举法中所赋予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就有可能变得真实，而现有法律所规定的一些可以用来替代正式选举的程序的作用

就会被削弱了。因此，本文作者一直主张中国人要认真对待宪法和法律所赋予的权利。 
 

至于基层人大选举制度的未来，深圳大学的黄卫平等三位学者的观点是： 

 

「现行文本制度中的民主精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选民充分挖掘，选民联名推

荐候选人和差额选举的法定权利正得到越来越多选民的自觉行使。这实际上给

我们提供了一个重要启示：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不在于轰轰烈烈的整体推

进，而在于一个一个最微不足道的个案积累和公民的自觉践行。在现行文本制

度框架内，遵循个案的、渐进的和法治的路径，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民主新

路，即通过公民的实际竞选实践，推动对现行选举法规的新解释，并逐步修

改、完善选举法规，使之逐步适应基层政治竞选发展的需要。」
109
 

 

本文作者同意他们所提出的在中国应该循序渐进地发展基层人大选举制度的观点，但是考虑到

共产党在中国绝对的统治和领导地位，只是依靠自下而上的来自公民的竞选人大代表的实践来

推动基层人大选举制度的发展，其步伐一定会非常缓慢，有时更有可能会举步为艰。在中国，

只有当共产党认可和推动人大选举制度的改革，并在选举过程中自我约束，做到不采用非正式

的方式干预和影响基层人大选举时，基层人大选举制度才有可能发生本质的改变。若要希望中

国共产党能够主动推动人大选举制度的改革，就必须证明人大代表的真正民主选举并不会威胁

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只是可能会影响其执政方式而已。 

 

至于整个人大选举制度的未来，基于前面的讨论，本文作者认为，由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目前

还存在许多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选举并非真正反映了选民的选择，而且选举组织者对选举

的干预和影响非常之大，因此选举制度的改革应该先从基层人大选举着手，而不必急于向上级

人大扩展。从基层人大选举制度改革着手的最大好处是只会触及到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方式，而

不会影响到共产党在全国的执政地位。而且如果地方人大选举制度改革的好，还会有利于巩固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里所讨论的人大选举制度只是关于人大代表的选举，而不是关于人大常

委会主任和委员的选举。常委会主任和委员是由人大代表进行选举的，这是和政府机构领导人

的选举制度完全一样的，将在本文下一部分中讨论。 

                                                 
108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35-43 页。 
109 参见：邹树彬、唐娟、黄卫平，注 94，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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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  

 

4.1 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法律规范分析 
 

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理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同级各人民政府机关的主要领

导，这被认为是国家权力来源于人民并最终受人民控制的根本保证。
110
具体来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或决定以下一些最高国家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员：（i）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人选；（ii）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iii）国务院总

理人选；（iv）国务院副总理、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

选；（v）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vi）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vii）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viii）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11
就选举程序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主席团
112
提名，经各代表团酝酿协商后，再由主席团根据多

数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113
国务院总理人选由国家主席提名；

114
国务院其他组成人

员的人选由国务院总理提名；
115
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主席以外的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由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提名。
116
中央各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的选举是采用等额选举。 

 

根据八二《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

政府的正副职领导，具体包括省长、副省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

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117
至于提名权，同一《组织法》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

法规定联合提名。
 118

因此，不仅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正副职领导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而

且地方各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员的候选人提名权也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主席团或者代表

行使。 

 

中央和地方各个政府机关的领导人员选举之间最大的不同是，中央一级领导人的选举都是等额

选举，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员选举是实行以差额选举为原则，等额选举为例外。地方政府领

导人实行差额选举原则最早是由一九七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110 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度》，法律出版社，2003 年 6 月第 4 版，第 27－30 页。 
111 参见：八二《宪法》第六十二条的第四至八款的规定。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并没有规定主席团的产生办法，只规定了主席团的职

责。 
11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 13 条。 
114 参见：八二《宪法》第 62 条的第 5 款。 
115 同上。 
116 参见：八二《宪法》第 62 条第 6 款。 
117 参见：八二《宪法》第 10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 8 条第 4、5 款，和第 9 条第 6、7 款。 
11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21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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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组织法》所确定下来的，
119
中间经过一些反复

120
，现行法律条文是由该法的九五修正

案所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

人，进行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对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

人数名额不足时举行另行选举，也实行差额选举，另行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时，也应进行差额选

举。
121
但是在补选正副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时, 则既可以采用差额选举也可以采用等额选举。

122

由以上规定可见，除各正职领导候选人可例外实行等额选举和补选各正副职领导时可选择适用

等额选举的规定外，都遵循差额选举原则。 

 

和差额原则相关联的另一有关地方政府领导人选举的法律规定是预选。一九七九《组织法》规

定在进行差额选举时，可通过预选来确定候选人再进行差额选举。但是八二修正案把这一规定

修改为「选举可采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也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行选

举。」学者对这一条的解释是，通过预选就可以搞等额选举。
123
九五修正案再次引进了预选，

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差额选举，也就是说，当提名的候选人人数超过法定的差额数时，应

该进行预选，而不允许通过预选搞等额选举。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样一来，间接选举中预选

就成了确定正式候选人的一个法定的民主程序。
124
 

 

从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包括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人，选举的法律规范可以看出，他

们都是经过同级人大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的选举方式却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中央政府领导

人的人选的决定过程有很大的可操控性，加上是等额选举，因此立法目的可以说是非常清楚，

就是不希望在人选的确定和正式选举过程中出现任何意外，从而确保所提出的人选能够得到全

国人大的确认而当选。就地方政府的正职领导人的选举而言，相关的法律规定也给等额选举留

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对副职领导人的选举就明确规定要经过差额选举。这种不平等的法律规定

显示各级人大作为权力机关在行使其选举同级政府机关领导人时的民主程度是不一样的。对于

中央政府领导人和地方政府正职领导人的选举，有关的人大并不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定

权，而对于地方政府副职领导人的选举，地方人大享有较大的民主决定权。 

                                                 
119 一九五四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没有对规定人大代

表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的候选人的人数作出任何规定。事实上，在 1979 年之前，候选人的人数总是

等同于应选的人数。 
120 一九八二修正案对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作出了一重要修改，即将原法中规定的在进行差额选举

时，可通过预选来确定候选人再进行差额选举，修改为「选举可采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也可以

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行选举」。学者对这一条的解释是，通过预选就可以搞等额选举。参见：

蔡定剑，注 41，第 16 页。一九八六修正案最主要的修改是把「一府两院」的选举由以前的可差额选

举，也可等额选举的规定， 改为正职选举时， 候选人一般应多 1 人，若所提候选人只有一名时，才可

以等额选举。 副职必须按 1－3 人的差额数进行选举。 
12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24 条第 3 款。 
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25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补选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

席，省长、副省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州长、副州长，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

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候选人数可以多于应选人

数，也可以同应选人数相等。」 
123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16 页。 
124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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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府领导人选举政策分析 

 

从政策层面来看，上述有关的法律规范实质上是关系到人大对政府领导人的民主任命权与党的

领导之间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选举制度来说，党的领导便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

党的党管干部这一具体政策和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之间的关系问题。 

 

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宪法原则在实践中的具

体反映。中共中央于二零零二年正式通过和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例》

（「《工作条例》」）就明确规定，选拔任用党政干部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125
有学者把

党管干部的内容具体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拥有干部的任用和管理权；

二是党管干部包括分级管理和任用所有的干部。
126
 

 

该《工作条例》第四条规定： 

 

「本条例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

纪律检查委员会的工作部门或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 的领导成员（不含正职）和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或

者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上列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

的选拔任用，参照本条例执行。 

 

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参照本条例执行。 

 

选拔任用处级以上非领导职务，参照本条例执行。」 

 

由此规定可见，条例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所有县级以上的干部，所有共产党的组织机构

的干部，和所有的政府机关的干部，也包括所有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从中国共产党的立场出发，党管干部的原则是不可以放弃的。因此问题就变成能否把党管干部

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相协调，以及如何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

领导人的选举？《工作条例》第四十三条规定「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

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

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绍党委的推荐意见。人

民代表大会的临时党组织、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应当

认真贯彻党委推荐意见，带头依法办事，正确履行职责。」这一规定显然是要求人大中的党组

和党员服从和支持党委向人大所推荐的领导干部候选人。在目前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

例占多数的情况下，在没有意外时，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应该是很容易当选的。 

 

                                                 
125 参见：《工作条例》第 2 条第 1 款。 
126 参见：徐湘林，「党管干部体制下的基层民主改革」，《浙江学刊》2004 年第一期；转引自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7BB62A622B-202A-46AE-A9BC-86146A82368D%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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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过《工作条例》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认同民主选举程序的重要性，并把公开选拔、竞

争上岗规定为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
127
但是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只适用于地方党委和

政府工作部门领导成员，
128
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进行的，最后的决定权也在

党委（党组）。
129
 

 

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共产党的组织掌握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任用权，人大选举政府领导人只

是执行党的决定。但是对于县级以下政府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则不受《工作条例》的约束，因

此会具有较大的改革空间。二零零五年十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并没有对

各级政府领导人选举制度改革提供任何政策指引。 

 

4.3 基层政府领导人选举案例分析 

 
就乡镇长、区县长的选举而言，全国各地通常的做法可以概述如下：首先是由共产党的组织部

门对干部进行考察并听取一些群众的意见，然后由同级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候选人，推荐给人大

主席团，人大主席团再把党所推荐的人选正式提名给人大作为候选人。虽然不能禁止人大代表

行使法律赋予他们「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权利，但是实际主持选举的党组织的习惯做法是，一

旦真有选举人自行提名没有被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党委通常会用政治手段极力动员自行提名

者撤回提名，或者迫使被提名者放弃参选。因此事实上，共产党通常是垄断了提名权，人大代

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法定权利往往是被党委排除了。
130
这一做法的前一部分是符合法律规定

的，也是遵从《工作条例》来做的，但是后一部分党委动员自行提名者撤回提名以及迫使被提

名者放弃参选的做法则既不符合法律的规定，也不符合《工作条例》的规定。 

 

但是自一九九八年以来，这一传统的做法在乡镇和县一级政府领导的选举过程中已经受到了挑

战，并引起了中外学者的关注。在《中国大陆乡镇选举方式改革研究》
131
一文中，深圳大学管

理学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课题组的四位学者把一九九八年至二零零一年中国乡镇一级的一些

改革尝试作了归纳，认为出现了五种不同的选举乡镇长的模式。作者在调研过程中又发现了两

种新的模式。本文作者将这七种模式分成两类：一是在遵守现行法律规范的同时有所创新的模

式，二是对现行法律规范有所突破的模式。现概述如下： 

 

（1）遵守现行法律规范的模式 

 

在七种模式中，唯一完全符合现行法律规范的模式就是「直接提名和选举」模式。四川省绵阳

市一九九八年底在全市十个县（市、区）中选择了十一个乡镇进行乡镇人代会代表直接提名选 

                                                 
127 参见：《工作条例》第 49 条第 1 款。 
128 参见：《工作条例》第 49 条第 2 款。 
129 参见：《工作条例》第 51 条。 
130 参见：「关于人代会『联合提名』问题的探讨」（一组文章），原载《法学》1999 年第 8 期；引自《新

华文摘》，1999 年第 12 期。转引自邹树彬，「乡镇长直选与乡镇人大的角色转换」，载于《人大研究》，

2003 年第 4 期，下载于：http://www.world-china.org/06/0603052606.htm。 
131 参见：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中国大陆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研究」， 

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1 年第 4 期（总第 75 期），下载于：http://www.world-

china.org/04/0402112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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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乡镇长的改革探索。
132
绵阳市依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

规定，
133
，在十一个试点乡镇将所有的乡镇长候选人都改由本镇的人大代表联署提名，共提出

候选人二十三人。在这十一个乡镇的乡镇长选举中，有三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只提出一名候选

人，其选举是等额选举；其余八个乡镇的乡镇长选举都是差额选举。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主持

选举的组织部门不定调子、不作提示，统一限制时间，抽签确定顺序，由人大代表自由提问。

正式投票选举时，设立了秘密划票间，使人大代表可不受干扰地按自己的意志投票。投票结束

后则当场公开唱票，宣布选举结果并颁发当选证书。
134
试点乡镇的选举结果是，七个乡镇的乡

镇长获连任，其余四个乡镇选出了新的乡镇长，全部为中共党员。
135
 

 

（2）突破现行法律规范的模式 

 

「直选」 

 

在突破现行法律规范的选举模式中第一个值得介绍的是被称为中国直选乡长第一案的「步云

乡」乡长选举。
136
一九九八年底，四川省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进行了一场「直选乡长」的试

验。在区党委的支持下，步云乡人大主席团制定并通过了《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选民直选乡人

民政府乡长试行办法》（「《试行办法》」）。根据《试行办法》的规定，任何三十名选民可

联合推荐乡长候选人一名，全乡共推荐候选人十五名。然后，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

干部、乡人大主席团成员、以及乡党政负责人共一百六十二人组成的选区联席会议对这十五名

候选人投票预选，提名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为正式乡长候选人，再加上由共产党提出的一名

候选人，共三名正式候选人参加这次乡长直选。经过十三场竞选演讲后，由全乡有投票权的选

民投票（六千多名），选出了该乡第十二届人民政府乡长，乡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对选民选出的

候选人乡长用鼓掌通过了一个决议，承认选举有效。这样，一九九九年一月四日，中国诞生了

第一位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乡长，也可以说是第一位由选民直接选举的政府官员。
137
 

 

该直选模式引进了竞选机制，坚持了彻底的票决制，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直选产生了乡长。但根

据现行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乡长是乡人大的职权，所以步云乡的改革与现行体制的差别

较大，有违宪的嫌疑。
138
 

 

「三轮两票制」 
 

一九九九年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在镇长换届选举中，进行了「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制度改革

试点。大鹏镇的具体做法是：（1）将全镇党政机关、镇属企事业单位和各村、居委会按选民人

数划为十七个推选小区，各小区召开选民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由选民按照候选人条件
139
 

                                                 
132 参见：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抓住关键，确保乡镇人民代表直接提名选举乡镇长试点工作圆满成

功」。转引自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33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21 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 
134 参见：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35 参见：注 132。 
136 对步云乡整个选举过程的详细描述，参见：李凡，注 10。 
137 参见：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38 同上。 
139 两个具体条件是（1）候选人必须获得 100 票；（2）候选人年龄不得超过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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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名镇长人选，共有七十六人被推荐为镇长的候选人，其中现任镇长李伟文得票最高，为

3,323 张选票，占全体选民投票总数的 65.8%；
140
（2）镇党委对六名获得一百张以上选票的参

选者进行了资格审查，将其中符合参选条件的五名参选者确定为镇长候选人的初步人选；然后

让他们在由全镇党员、干部、职工和村民户代表共一千零六十八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竞选演

说。在竞选演说结束以后当场进行民意测评，由全体与会者当场投票选出一名得票最高的参选

者。该参选者再经镇党委审议、确认后，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推荐给镇人大。当时得票最高的是

李伟文，共得 813 票，支持率为 76%；（3）大鹏镇第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举行大会，正式

选举李伟文为新一届大鹏镇人民政府镇长。
141
在三轮投票中，第一轮是公众民意票，第二轮是

代表性民意票，因此学者把它们统称为民意推荐票，而第三轮是法定选举票，因此被称为「三

轮两票制」。
142
 

 

有学者认为大鹏镇镇长的选举模式开创了没有触动由人大选举政权领导人的现有体制而进行民

主选举镇长的道路，是一种创新。该模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间接民主形式与人民群众的直

接民主形式相结合，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相结合，是既坚持在现行体制内搞民主选

举改革，又对现行选举制度作出了重大突破。
143
由于该模式把在前两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人作

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推荐给镇人大，这否定了其他人大代表联合提名镇长候选人的法定权利，

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它仍然有突破现行法律规范之嫌疑。 

 

「民推竞选」 
 

这是一种于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在浙江省衢州市柯城区姜家山乡出现的新的选举乡长的模式。

「民推竞选」乡长首先是通过全区领导干部「公推」、当地乡村干群代表「群推」、和区委全委

会「优推」这三个环节，产生初步乡长候选人三名。然后，柯城区委组织部门组织这三名初步

预备人选到全乡各片区发表竞职演讲，接受村民的提问和质询，再由符合条件的全乡村民及乡

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投票产生出两名初步乡长候选人。最后，由姜家山乡人大主席团主持

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按法定程序确定两名正式候选人，经竞选演讲后，由全体人大代表

差额选举产生乡长。
144
 

 

这种模式把「三轮两票制」中由选民推荐镇长候选人改为通过「公推」、「群推」和「优推」三

个环节相结合来推荐候选人，把「三轮两票制」中由镇党委根据民意等额确定正式候选人改为

由全乡村民及乡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投票产生出两名乡长候选人预备人选。因而这种模式

似乎更能体现民意，也更具有竞争性。但是这一模式也没有让乡人大代表行使联合提名其他乡

长候选人的权利，因此也有突破现行法律规范的嫌疑。 

 

「海选」 

 

海选这种肇始于农村村委会选举的直接民主浪潮近年来被推及到基层政府的乡镇长选举中，而

正当浪潮在乡镇政府领导选举中方兴未艾时，其浪头又迅速波及县级政府的县长选举中。二零

零四年十月齐齐哈尔首先拉开了「海选」县长的帷幕。其具体做法是把干部选拔的「提名权」 

                                                 
140 在全镇 5,259 名选民中，实际投票的有 5,048 人，实际收回有效票为 5,039 张。 
141 材料转引自白益华：「改革选举制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兼评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镇长选举制度改革

经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 年第 3 期。 
142 参见：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43 同上。 
144 这是作者的研究助手郑磊在浙江调查所发现的最新模式。 



中国选举制度改革的背景、现状、及其未来 

 27

 

交给群众，即由群众提名候选人，然后由「用人单位」—富裕县的中层以上干部，现场提问、

民主测评、并当场由县中层以上干部「海选」（全体投票）出第一轮六名候选人，并当场宣布

结果；然后再经过差额考察等程序，最后选出的县长。三十九岁的王兆宪是黑龙江省第一个通

过这一新的程序而当上了当上了县官─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的县长，的人。
145
具体负责干部工作

的市委副书记杜吉明认为，齐齐哈尔市目前已逐步形成了以「民主推荐、公开测评、群众提

名、差额考察、票决产生」为核心内容的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规程，充分落实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用公开、透明确保选举的公平、公正。其中，「群众提名」是关键

环节。
146
官方媒体认为这是直接选举在基层政权中实践的更高发展，是民主实践不断推向深入

的表现。
147
 

 

这一模式严格来说并非海选县长，而是「海推」县长候选人，而且行使「海推」权力的并非所

有该县的有选举权的人民，而只是该县中层以上的干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现行法律的规定

由人大选举产生县长。这一模式中确定县长候选人的方法也有突破现行法律规定的嫌疑。 

 

「公推公选」 

 
四川省南部县在一九九八年十月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乡镇长换届过程中对全县七十九个乡镇的

一百七十八个副乡镇长的职位实行「公推公选」。在这次「公推公选」中，县委制订了「公推

公选副乡镇长候选人竞选办法」，规定了参选资格、条件和具体操作步骤。在镇人大正式选举

前，共有一千零五十七人分别通过组织推荐、群众举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报名参加「公推公

选」，经县委审定有六百八十九人符合基本条件而成为初步候选人。他们在由县委、县政府、

县人大、县政协负责人组成的评委组面前进行了公开的竞争性答辩和演讲，其演讲题和答辩题

是从组织部门提供的三千余道答辩题和五百余道演讲题中抽签选择的。此外，每个初步候选人

还必须再回答评委和乡人大代表各三个提问，然后由评委和代表评分；根据得分对每个副乡镇

长职位产生一名得分最高的优胜者作为正式候选人，再由乡镇人大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从得分较

次者中提出另一位正式候选人；最后由乡镇人大代表进行差额选举，当场公布选举产生的副乡

镇长。全县共有一百七十五人由此方式而当选为副乡镇长，其中原任副乡镇长者四十六人、原

为行政机关干部者五十一人、原为事业单位干部者十五人、教师十二人、事业单位聘用人员三

十六人、市县聘用干部七人、企业管理人员四人、村党支部书记四人。同时，十名上届政府的

副乡镇长在此次「公推公选」中落选。
148
这一模式没有完全取消乡镇人大提名乡镇长副职的权

利，而只是对该权利作出了限制，即只允许乡镇人大代表提名一名候选人。虽然这比前面几种

模式要好一些，但是严格来说，也有对人大代表的提名权作出了限制。 

 

二零零三年下半年，江苏省委组织部在全中国第一次实施「公推公选」县长和市长。公推公选

的程序是，二零零二年十月十七日，常州市委书记对公推公选工作进行动员部署，二十日报名 

                                                 
145 参见：崔士鑫，「齐齐哈尔『海选』县长：把『提名权』交给群众」，《人民日报》，2004 年 10 月 19

日，第 10 版。 
146 同上。 
147 同上。 
148 参见：中共四川省南部县委组织部，《四川省南部县公推公选副乡镇长资料汇编》；刘喜堂，「关于乡

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 年第 2 期。转引自黄卫平、邹树彬、张定

淮和杨龙芳，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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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有关部门对报名者进行资格审查
149
，然后由常州全市一千一百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进

行第一轮投票民主推荐，六十多名在职副市级以上干部进行第二轮投票，选出七名候选人。他

们是常州地区五十九名报名参加竞选市长的参选者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第一批「公推公选」市

长候选人。
150
十一月一日，七名初步候选人正式进入金坛市撰写调研报告。七日后进行演讲答

辩，并接受专家评审和民意测验，在此基础上确定三名初步候选人。十一月十一日，江苏省委

组织部考察组对三名初步候选人进行考察。十一月二十三日，常州市市委第九届九次全体会议

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决定吴晓东为金坛市市长正式候选人。十二月十七日，金坛市第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表决，吴晓东全票通过，被任命为代市长。
151
在这一

模式中，市人大常委会的提名权被否决了，因此也有突破现行法律规范之嫌疑。 

 

「信任投票」 

 

山西省临猗县卓里镇在镇主要负责人换届选举前，于一九九九年四月一日至十八日组织了一次

全体选民对镇党委、镇政府和镇人大主要负责人的信任投票。选票有三个选项，信任、基本信

任、不信任。主持这次改革的临猗县委制定了《关于对卓里镇主要干部进行民意调查的实施方

案》。该方案规定，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不过半数者不得成为下届镇党政、人大领导成员的候

选人；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不足六成者，由上级党委责成专人与其谈话，给以诫勉，亮「黄

牌」警告；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不足七成者，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进一步了解情况，帮助其改

进工作；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超过85%者，县委给以通报表扬。在举行「信任投票」前，先后

在镇和村两层广泛地宣传有关的法律,全面介绍三位将接受民意调查的干部的基本情况和近三年

的政绩，还召开了一次公开的镇主要负责人述职报告大会。会后还将三位镇主要负责人的基本

情况和述职报告的主要内容发到各村民小组供讨论评议。在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四月十八日

在全镇分设十七个民意调查投票点，由村民、干部、职工对镇主要负责人进行信任投票，同时

进行镇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投票结果是，三人的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之和均超过投票选民的

90%。
152
由于此模式规定信任票和基本信任票不过半数者不得成为下届镇党政、人大领导成员

的候选人，这有可能会与镇人大代表行使提名权的结果相冲突。 

 

（3）分析与评论 
 

七种不同的选举基层政府领导人模式的出现表明，全国不同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党委的支持下已

经开始尝试基层政府领导人选举的不同模式，以期找出一种最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模式。首先

值得讨论的是基层政府领导选举制度改革的诱因。直接参与了步云乡直选策划的一位学者指

出，原因之一是中国许多地方干部们都想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
153
上文所提及的七个改 

                                                 
149 据常州市人才评价推荐中心报名点的负责人介绍，根据省委组织部的决定，这次公推公选的选拔对象

条件非常严格，候选人必须 45 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同时还必须是市辖市、市直属机关正副处

职领导干部，或区县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其中副职任职须满两年以上。参见：

http://www.urbanstudy.com.cn/culture0007/index.asp。 
150 参见：http://www.urbanstudy.com.cn/culture0007/index.asp。 
151 同上。 
152当天共有 9,240 名选民参加了信任投票，占卓里镇登记选民的 97.8%。镇党委书记孙建国获信任票

8,318 张，基本信任票 530 张；镇长杨雅女获信任票 8,209 张，基本信任票 660 张；镇人大主席王振国获

信任票 8,147 张，基本信任票 623 张。参见《临猗县委对卓里镇主干进行民意调查活动资料》；牛伟宏，

「乡级民主建设的新突破──对『两票制』选举乡镇主要领导的思考」，《改革内参》（北京），1999 年第

16 期。转引自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53 参见：李凡，注 10，第 196、220－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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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尝试都被认为在某一方面是中国的第一例。有学者认为这种争做第一的「冲动」可能会是冲

破政治改革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有可能在中国推动未来的政治大变革。
154
虽然不可能排

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这是基层政府领导人选举制度改革的真正的或者主要的诱因的话，提

出改革的地方领导人并不是真正为了选举制度的民主化而进行选举制度的改革。那么其改革的

成效能否持续也就值得怀疑了。 

 

其次，在这七种模式中，只有一种模式，即四川省绵阳市所试行的「直接提名和选举」模式是

完全符合现行法律规范的模式。另外六种模式或多或少都对现行法律规范有所突破。作者在清

新县某镇的调查中，有人大代表认为镇长还是由选民直选更好，因为这样会更民主。但是同时

也存在另一种不同的意见，例如某村刚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就认为镇长由镇人大选举更好。他的

理由是村民大部分都不熟悉镇长候选人，而人大代表由于经常和镇政府接触，因此会对镇长候

选人相对比较熟悉。而镇长的候选人是由组织决定的，而不是选民所提名的。
155
由此可见，普

通选民对现行选举政府领导人的制度也有不同的意见。 

 

这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是否一定要突破现行法律规范，甚至是宪法规范，基层政府领导人选

举制度才会有前途呢？根据八二《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各级政府机关都是由同级人大所选举产生的。因此，政府机关的

领导都是间接选举的产物，也就会存在类似人大间接选举的弊端。但是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

度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度在本质上是议会制，而议会制的特点之一就是由议

会产生政府。只要中国不对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那么间接选举和产生各级

政府机关领导人就不可避免。 

 

一些研究政治学的学者认为应该尝试对现行的宪法和法律中有关选举的规范加以突破，社会也

应该对这些尝试采取包容的态度。
156
本文作者作为一位法律学者则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在现行宪

法和法律规范允许的范围之内对现行的选举制度加以完善。若现行的选举制度确实是民主选举

的障碍的话，那么也应该先对现行的选举制度加以修改，然后再进行选举。一切的一切都应该

在合法的原则下进行。四川省绵阳市所试行的「直接提名和选举」模式证明，在现行体制之

下，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还是有可能做到既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要求，又符合民主选举

要求的。 
 

而以上六种突破现行法律规范的选举改革模式在实质上都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度，即议会制，

的突破。本文作者并非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度不应该或者说不需要修改，恰恰相反，作者觉得

人民代表大会制度有许多地方是可以考虑修改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所有的文件中都始终

如一地强调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本质，即议会制的本质，在可预见

的将来是不会改变的。因此，作者认为任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改革建议都不应该违背议会

制的本质。在步云乡的「直选」过程中，人大只对选民选出的候选人用鼓掌通过了一个决议，

承认选举有效，人大的作用是象征性的。这正是为什么有学者质疑选民「直选」乡镇长的合宪

性，因为《宪法》和《组织法》规定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而不是由选民「直选」产

生。一九九九年一月十九日《法制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章，论述步云乡的直选是违法和违宪 

                                                 
154 参见：李凡，注 10，第 222 页。 
155 这是作者在广东省调查的发现。 
156 参见：李凡，注 10，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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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7
后来，中共中央也曾经发文件，不允许搞直接选举，这就是为什么步云乡在二零零一年

换届选举中只是通过直选选出乡长的候选人，然后把该候选人拿到人大去通过。
158
 

 

其他五种对现行法律规范也有所突破的模式，都是对候选人的提名方面的突破，而没有否定人

大对候选人的最终决定权。因此，也就得到了共产党的默认。「民推竞选」、「公推公选」、以及

「海选」这三种方式主要可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确保在「民推」、「公推」、和「海

选」过程中，推选正式候选人的程序和结果是合法、公平和公正的。因为在这过程中，党组

织、其他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权推荐「候选人」，如何在它们推荐出来的候选人中确定正

式候选人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一旦正式候选人确定之后，第二个问题将是如何通过合法的途径

将这些正式候选人以符合宪法和法律规定的方式提出来，而同时又不会削弱人大的职权，并不

给人们留下人大只是「橡皮图章」的印象。这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严格按照人民代表大会的

理论，只有同级人大主席团才有权确定正式候选人。但是在姜家山乡试行的「民推竞选」、南

部县和常州市试行的「公推公选」、以及齐齐哈尔所试行的「海选」过程中，都是由其他的组

织机构来确定初步候选人，然后交给人大主席团去确定和认可。这种做法的坏处包括：（1）选

择初步候选人程序的合法性存疑；（2）人大主席团沦为「橡皮图章」，而没有真正行使宪法和

法律所赋予它的权力。其好处是所以被确定的初步候选人的民意基础都较强。 

 

再次，这七种模式中另一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就是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非常明显的是，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六种模式中（除了「直接提名和选举」模式以外）的作用是非常明显

的。这是和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即党管干部，相一致的。首先是在确定初步候选人时，党组织

已经在起积极的作用。其次是人大主席团通常都是由地方党组织所控制的，因此可以说党组织

事实上是控制着正式候选人的提名权。由于中国共产党第十六届四中全会的工作报告强调加强

党的执政能力的建设，在这种实际情况下，要求实行多党制是不切实际的。但是另一方面, 共

产党也强调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而且「实行法治」、「保障人权」都已经根据共产

党的决定写入了《宪法》，因此作者认为共产党的高层是希望共产党的一切所作所为都应该是

符合法治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的。而中国学者的共识是法治首先应该是宪治，即依宪治国。

作者不认为共产党应该退出政府领导初步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而是应该用合宪和合法的方式介

入提名程序，即是说共产党应该在宪政制度内运作，而不是在制度外运作。 

 

谁也没有说在四川省绵阳市的「直接提名和选举」模式中共产党没有参与，但是只要共产党的

参与是符合宪法和法律规定的，是在制度内运作的话，反而是值得推荐和学习的。有学者认为

绵阳市试行的模式「充分利用了现行选举法和组织法赋予选民和人大代表的提名权利，大大突

破了现实政治运作的惯例，并放弃了执政党对选举人和候选人产生过程的操纵，因而不仅改善

了乡镇长选举的民主化程度，而且也朝着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方向迈进了一步」。
159
不过，在事实上，绵阳市对选举的控制还是很明显的，例如，在选举过程中并不允许候选人

「拉票」。有学者认为这就导致了普通选民对乡镇长选举的参与程度还很有限，以及整个选举

过程的竞选色彩较淡。
160
本文作者则认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还是地方党组织希望能够控制选举

的结果。 

 

根据本文前面对党管干部原则的讨论，我们知道该原则意味着党对干部的任用享有决定权。而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命享有决定权。这样一来，党

管干部原则和地方政府领导人民主选举制度就会存在不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必须对党管干部原

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两者中至少一个或者两个都作适当的修改以消除两者之间的冲突。 

                                                 
157 参见：查庆九，注 9。 
158 参见：李凡，注 10，第 236 页的注 1。 
159 参见：黄卫平、邹树彬、张定淮和杨龙芳，注 131。  
1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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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的建议为，一、在党管干部原则不可动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党的组织仍然享有提名

地方领导初步候选人的权利，但不是对地方领导人的最终决定权；二、保留人大代表提名初步

候选人的权利，或者取消此权利而把它交给选民；三、对《组织法》作出修改，规定把所有初

步候选人都交给有选举权的选民进行预选，按照《组织法》所规定的最高差额选出正式候选

人；四、把预选所产生的候选人交给人大，由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领导人。 

 

那么中国地方政府领导人选举制度的前景会是如何呢？作者带着这一问题于二零零五年六月初

对广东省清新县和东莞市某镇进行了调查。通过调查，作者发现这两个地方政府并没有在乡镇

一级的选举上面作任何改革的尝试，到作者调查之日止也没有准备作任何尝试的想法。清新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认为选举改革应该循序渐进。作者相信中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选举都是和作者

调研所到之处的情况差不多，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在选举地方政府领导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基本上仍然决定和控制着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命。虽然在全国出现了一些改革的案例，但是上

述这一基本情况恐怕在不久的将来还不可能改变。在这种状况下，作者认为首先应从党内民主

着手，依照《工作条例》规定的办法来挑选干部。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民主。 

 

 

5. 共产党党内选举制度改革 

 
根据前面三章对中国三种不同的选举制度的讨论，我们不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在选举中，特别是

在人大代表的选举和政府官员的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管干部的原则决定了共产党

在干部候选人(包括人大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的确定方面直至他们的任命方面都具有直接的影

响力。若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其领导机构的运作不民主的话，那么其所推荐的干部候选

人也就不是民主制度的产物。这就是说，共产党党内的民主程度会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大和政

府官员选举结果的民主性。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的选举制度加以讨论。 

 

根据经过二零零二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制度可以概述如

下。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

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

告工作。
161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通过选举而产生。

162
因此，党内的选举制度包括党的代表

大会代表的选举和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都

要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候选人名单要由党组织和选举人（党员）充分酝酿讨论后

产生。选举可以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直接进行，也可以先通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进

行正式选举。
163
在中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164
在地

方上，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和副书记。选举结果得报请

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165
在党的基层组织，则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并经上级党组织批准，

可以分别设立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基层委员会由党员大会或代表大 

                                                 
161 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章》」）第 10 条第 3 款。 
162 参见：《党章》第 10 条第 2 款。 
163 参见：《党章》第 11 条第 1 款。 
164 参见：《党章》第 22 条第 1 款。 
165 参见：《党章》第 27 条。根据同一条的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

闭会期间，行使委员会职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继续主持经常工作，直到新的常务委员会产生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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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举产生，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166
同样，基层党组织的不同委

员会所选出的书记和副书记也得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167
 

 

由上述条文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的整体设计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度非常类似，

包括候选人的预选也非常类似。根据前面对人大选举制度的讨论，我们知道当先产生候选人名

单再进行选举时，往往就变成了等额选举。
168
党内选举和人大选举最大的不同之处在于，下级

党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书记和副书记）的选举结果必须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才能生效。这反映了

在党内，上级党委对下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的任命有决定权。上、下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在二零零三年，就有传媒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将党内民主改革摆上了议事日程。
169
最

近，又有外国传媒报道，中国的四川省所有乡镇一级党委都被要求在原则上要在二零零五年十

二月的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来产生党委书记。该报道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搞党内（选举）

改革，似乎是在设计中国的一党民主制度，其目的是为了避免一党政治最终被抛弃的命运。
170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的选举改革早在二十世纪八十年代末就已经开始了，并

在全国各地有不同形式的试点。
171
 

党内第一项改革是对党的代表大会的改革。这一改革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党的代表大会常任

制试点。从一九八八年开始，包括浙江省在内的五个省的十二个县、市先后开展了这一试点工

作。其中首个开展试点的是浙江省台州市椒江区。
172
改革的核心是把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变成

了常任代表，从而可以每年都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173
其二是党的代表的选举改革。最根本

的改革是由所有党员直接选举党代表。四川省雅安市于二零零二年十二月举行的党的代表大会

制度的改革试点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
174
与直选相配套的程序上的改革

包括「自愿报名」和「竞争承诺」两个程序。
175
另外一些关于党代表选举改革的尝试包括：

（1）减少了代表的名额，在试点的区县，代表名额一般都减少了 20％以上；（2）划小了代表

选举单位，从而便于党员更好地了解和监督代表候选人；（3）扩大了代表选举差额比例，都在

40％以上。
176
试点单位对实行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褒贬不一。有的认为改革有利于发挥党代

表大会的作用和扩大党内民主；也有的认为常任制运作的成本太高，而且有可能会影响党内决

策的效率。
177
 

                                                 
166 参见：《党章》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 
167 参见：《党章》第 30 条。 
168 参见：上文 3.1 节的讨论。 
169 参见：香港《大公报》：党内民主改革摆上议事日程，http://www.gmw.cn/03pindao/guancha/2003-

06/030611/030611-12.htm。 
170 参见：Benjamin Robertson and Wang Boyong, “China Tackles ｀threat＇ of voting spreading＂, Scotland on 

Sunday, Sunday 18 September 2005, at http://www.scotsman.com/?id=1955902005. 
171 参见：白皮书第 8 部分。 
172

 参见：李志宏：关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调查，载于《党建研究内参》，2003.02 期，

http://www.djyj.com.cn/share/viewdjyjnc.asp?id=477。 
173 同上。 
174 参见：「激活党内改革试点 四川成中国政改试验田」，2005 年 06 月 09 日 11:05， 凤凰网，

http://news.memail.net/050609/120,2,1525872,00.shtml。 
175 目前，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四川已扩大到一个市和十七个县区。根据中共十六大提出的要求，就是要

通过试点，逐步使市、县党代会成为充分有效的同级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市、县党委每

年必须向它报告工作。详见注 174。 
176 参见：注 172。 
177 参见：注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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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改革是对村党支部的选举改革。早在一九九七年辽宁省沈阳市辽中县就试行过党员大会

直接选举村党支部书记，并得到了中组部的肯定。178从那以后，全国不同的地方都在进行村党

支部的选举改革试点。在二零零零年，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选

拔任用制度的改革」179其后，改革的步伐比之前更快了，并出现了三种不同的模式。第一种是「两

推一选」，即先由党员和群众分别从党员中推选候选人，然后，由党员投票产生支部成员。180

第二种是「两票制」，即在村党支部选举时，先由村民群众投信任票，再由党员投票正式选

举。它在形式上虽然稍有不同，但是在实质上和上述的「两推一选」差不多。「两票制」的核

心是通过群众投信任票的方式重新建立对党组织的信任。181第三种是「公推直选」，即由党员

和群众公开预选村党组织书记的初步候选人，经乡镇党委审核后择优提名两名正式候选人，再

通过竞职演说，在党内进行差额选举直接产生党组织书记。182这三种选举改革的共同之处在于

村级党组织的选举不再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村党支部成员不仅要取得党员的支持，而

且必须获得大多数非党员群众的支持。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尽管正式选举仍在党员内部进行，

但数量上占绝对多数的非党农民在村级党组织选举中事实上发挥了近乎决定性的作用。183第三

项改革是对乡镇党委选举和乡镇及县党委的改革。乡镇党委的选举改革主要是乡镇党委委员和

书记的直选试点。自四川省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于二零零三年十二月七日通过「公推直选」选

出了全国第一个由直选产生的镇党委书记之后，184全国其他的一些省份的地方党委也开始了或

即将开始类似的选举改革。185而镇党委和县党委改革的焦点则主要在党委的常委是否需要保

留。湖北省罗田县于二零零五年把沿袭了四十七年的县委常委会在改革中大胆取消了，取而代

之的是由县党代表大会直接选出的全委会，作为党代会的常设机构，领导党的日常工作。186有

评论认为，当县委常委的职能被县委全委员取代后，其实际权力的来源发生了根本的变化，从

上级党委转到了县党代表。187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改革试点中的后两种是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有关规定相冲突的。

但是所有上述的三种党内的改革试点都是在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同意下进行的。这说明中国

共产党的高层认为有必要在党内搞选举改革。那么改革的目的是什么？这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胡锦涛在二零零五年四月的一次讲话可以找到答案。他在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发扬党 

                                                 
178 参见：杨海峰、房延彦，「沈城乡镇党委改选换届试行党代表直接选举方式」，《华商晨报》，

http://www.nen.com.cn/77970767572107264/20050830/1749500.shtml。 
179 同上。 
180 参见：东方网 12 月 20 日，「山东省试行村党支部直接选举取得实效」，

http://www.siica.org.cn/eastday/node4796/node12163/node12166/node12183/userobject1ai731890.html。 
181 参见：徐勇，重建政治信任的有益探索——读《乡村选举中的「两票制」》， 

http://www.weiquan.org.cn/data/detail.php?id=3463。 
182 参见：注 174；又见：「『公推直选』的现实意义——奉化市农村党组织选举制度改革的思考」，

http://www.zjol.com.cn，2004 年 10 月 11 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183 参见：「山东：五千多个村试行直选支书」，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5-

09/26/content_3544135.htm。 
184参见：「成都开全国先河 639 名党员直选出镇党委书记」，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C8F5F99A-D7E1-4A18-B496-52920FBFBAE7}。 
185 参见：注 174；又见：「泗洪试验：1.4 万党员直选乡镇党委」，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01BE8DED-934C-42AD-945E-9EA66B43E042}；又见注

178。 
186 参见：「党内民主改革重大举措:县委无常委」，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

06/05/content_1671372.htm。 
18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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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民主，走群众路线。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188党内是否有民主被认为是关系到党的生命

力，即党的存亡的问题。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党内选举制度的民主。二零零五年十

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对党的代表大会制度、当地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党

内选举制度的改革都作出了肯定，并提出要「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例，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

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189同时，白皮书还提出「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190由此可见，党内选举改革的目的是逐步扩大党内

的民主，包括党内选举制度的民主性。 
 
 
6. 选举问题分析及中国选举制度的未来 
 
从前面第二至第四部分对中国的三种选举制度的讨论可知，这三种选举制度都处在改革过程之

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详细和深入地加以研究。许多中、外学者已经对中国选举制度中的不

少问题，特别是选举规范和过程的设计，都作出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此，作者想在前面四

部分论述的基础之上，对以下几个和三类选举制度都有关系，但是其他学者着墨较少，而作者

有一些不同看法的问题进行更深一步的阐述。 
 

6.1 党组织、行政机关和选举 
 

在众多的问题中，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党组织在选举中的角色问题既是非常

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又是中国三类选举制度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上文对三类选举制度的讨论中

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在每一类选举制度中都有出现，而在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和政府领导人

选举制度中尤其突出。 

 

6.1.1 党组织和行政机关 

 

从宏观的角度来看，党组织和行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关系问题。在最基层

的村一级，就是涉及到村党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严格来说并不是

《选举法》通常所讨论的问题，而应该是宪法和政治学所关注的问题。不过由于中国目前有关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制度是由《村委会组织法》所规定，而该法对农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关

系有所规定，再加上这一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及其运作，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

加以进一步阐述。 

 

广东省的做法是希望并动员党员出来参选村委会主任，若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是党员，那么还可

以通过任命该党员为村党支书的方式来避免村主任和村党支书可能出现的冲突。在清新县的调

研中，作者发现某村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并不是党员，而原来被上级看好的候选人没有能够当

选为村委会主任。在这种情况下，镇党委决定从镇党委派一名党员去该村担任党支书，并事实

上通过做该村六十八名党员的工作而成功使得该名下派的党员当选为该村的党支书。 

 

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尽量避免村主任和党支书之间矛盾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解决矛盾。而且由于

该村党支书的候选人是镇党委派下来的，该村的党员选举完全是走形式，因此这种做法给人的

感觉是在共产党党内并没有真正实行民主。但是这种做法和共产党在党政关系方面的政策是一 

                                                 
188 参见：胡锦涛在山东潍坊寿光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005 年 4 月 8

日，http://210.31.67.98/yjs/home/bx/bx_study_hsd.htm。 
189 参见：白皮书第 8 章。 
19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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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和二十世纪八十年代末期不同的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已不再强调党政分工，而是在各级

政府，都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具体做法是由党委书记担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从而加强对各

级人民政府机构的领导。 

 

但是若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书不是同一个人，而且两者之间真的出现冲突时该如何解决呢? 清

新县某镇某村刚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认为应该请示镇领导加以解决。由此可见，该村委会主任对

自己的职责和权力并不是十分清楚，也并不是十分了解党支书和村委会主任之间究竟应该是怎

样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东莞某镇的调研中，该镇的被访问的人认

为在该镇所管辖的村中也出现过村委会主任和党支书之间产生矛盾的情况，应该是党支书说了

算。但是他认为当两者之间的矛盾不可调和时，而且村委会主任就是不听党支书的话时，应该

是撤换党支书，这也是该镇通常的做法。因为村委会主任必须得通过正常的法律程序，即罢免

程序才可以撤换，这比较复杂也比较困难。而撤换党支书只要通过党内程序即可。 

 

本文作者认为必须正视村一级党政之间的关系，即村委会主任和党支书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作

为执政党应该派自己最得力的党员去参选村委会主任，而该党员应该被任命为党支书。即使该

党员不担任党支书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党员，在党支部内他应该听党支书的。但是当共产党

所派的党员没有能够成功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时，最好的办法是发展该村委会主任入党。若能成

功游说的话，那么也能避免党支书和村委会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在清新县某镇某村新当选的

村委会主任就不是党员，但是他已经被动员加入共产党，而他本人也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但

是若当选的村委会主任不是共产党党员，也不愿意加入共产党时，则应该明确承认及尊重村委

会主任的权力，而不应该加以任何干涉。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因此，作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根

本办法是要确认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是不受村党支书的约束的。共产党应该明确要求村一级

党组织自我约束，不干涉村民委员会行使其职权。 

 
同样的道理也适用于乡镇以及区县一级党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只不过 在乡镇和

区县这两级由于是涉及到共产党的组织和宪政架构内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若处理的不

好的话，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事实上，共产党是通过加强对人大的控制

而希望借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度来达到对其他政府机构进行领导的目的。这在理论上是无可厚

非的，因为在任何议会制国家，执政党都是控制着议会的。问题是共产党如何去控制议会。作

者的观点是共产党应该通过宪法和法律所允许的渠道去控制人大，其具体运作应该是通过共产

党在人大中的代表去控制人大，而非其他的制度外的方式对人大加以控制。 

 

6.1.2 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 

 

从前面对三类选举制度的讨论中不难看出，共产党的组织事实上是控制着所有这三类选举制度

的，包括从候选人条件的制定到整个选举过程的运作。这就决定了中国选举制度的改革及其未

来是完全取决于共产党改革的决心和决定。但是共产党的决定并不可能完全脱离实际和普罗大

众（即人民）的愿望。这是为什么共产党已经开始搞党内民主，因为它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实现

民主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因此，作者对中国实现民主这一大方向的前景是持

乐观态度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就党组织在选举中的作用而言，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以改革。

其一是在规则的制定方面，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控制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它可以在规则

的制定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具体来说，共产党能控制规则的制定，也就可以在一定的程度上控

制民主发展的进程。但是长远而言，它却一定不可能阻止民主的发展。因此，共产党应该顺应

民意，制定出一整套公平、公正, 并且符合民主原则的选举规则。就现行的选举规则来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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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的选举规则应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人大和各级政府机构领导人的选举规则还是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其二是在选举制度运作的各个环节上面，党的组织事实上对选举委员会和主

席团是具有控制性的，这也就保证了党对正式候选人提名的控制。由于选举制度是国家宪政体

制的一部分，一旦选举规则确定以后，作为宪政制度一部分的选举制度的运作，就不应该由共

产党所控制，而应该由独立于共产党之外的组织去操作，以确保选举制度运作的公平和公正。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例，也是保证选举制度能真正合法运作的关键之一。当共产党决定放手对

选举制度运作的控制之时，中国离真正实现民主选举之日也就为期不远了。因此，党组织应该

主动和选举组织者保持适当的距离。第三，共产党应该在提出最优秀的候选人方面做足功夫，

并发挥党组织的优势来帮助其所推荐的候选人竞选，而不是通过打压和排挤其他参选者，来达

到共产党所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的目的。 

 

6.2 村民委员会选举、政府机构领导人的选举和人大选举之间的关系 

 

有许多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学者认为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会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包括乡

镇长的直选。
191
作者觉得有必要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乡镇长选举、以及乡镇人大选举之间的互

动关系加以研究，这将会有助于分析和探讨中国选举制度的未来。 

 

就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包括乡镇长选举）之间的关系而言，村民委员会选

举的经验无疑会提高选民的选举经验，也会有助于选民选举意识的提高。从这方面讲，村民委

员会选举的经验是对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会有一些借鉴作用，特别是对基层政府机构领导人的

选举会有一定的帮助。不过，对于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对后者的启示和影响，本文作者并没有

一些其他学者那么乐观。首先，在本质上村民委员会和政府机构，例如乡镇政府，是完全不同

的，它们的性质、职能和资源也都不同，因此它们并不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其次，虽然共产党

对搞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的决心是坚定不移，但是对民主选举政府机构领导人，例如乡镇长，

则并不是如此坚定，因为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以及党的执政地位。再次，

采用直接民主的方式选举政府机构的领导人有可能会影响到人民代表大会制度的本质特征。因

为宪法和法律都规定政府机构领导人是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而不应该由选民直选产生。从宪

政的角度来看，这直接关系到中国是走「议会制」之路还是走「总统制」之路。在目前的情况

下，作者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会向「总统制」过渡。若此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任何

扩大民主直选政府领导的行为只会增加和中国宪法所设定的根本制度，即议会制，的冲突，因

而会不利于议会制在中国的真正实施。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是，政府机构领导人的选举制度

还有可能涉及到党管干部原则。因此，作者认为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对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

度的影响会非常有限，两种选举制度之间不会有太多的互动关系。 

 
就村民委员会选举与基层人大选举制度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村民委员会和基层人大组织在性

质上完全不同，但是由于这两种选举制度之间有一最大的共性，那就是都是由选民直选，因

此，作者认为村民委员会直选的经验无疑对推动乡镇和县市两级人大的直选会有直接的帮助和

借鉴作用。从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知道共产党还没有对人大选举制度改革的方向有任何明

确的表示，而且还介入和影响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一政策取向和共产党对村民委员会直选的坚

定支持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并有可能影响到基层人大直选的民主性。不过，由于基层人大的直

选并不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任何根本性的影响，作者对乡镇人大真正落实民主直选还是有

一定的信心的。但是区县级人大真正落实民主直选就会比较复杂一点，这主要是因为县人大常 

                                                 
191 参见：李凡，注 10，第 198－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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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主任和委员的人选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是由党组织所决定，而这些人成功当选常委会主任

和委员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得当选为人大代表。为了确保这些人选能够顺利当选，党组织可能会

运用其影响力。所以，作者认为村民委员会选举制度和基层人大选举制度，特别是乡镇人大选

举制度，之间有一定的互动关系，会相互影响。 

 

至于基层人大选举制度和基层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之间的关系，由于基层政府机构领导人

是由人大选举制度所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所选举产生的，因此应该说这两种选举制度之间的关系

非常密切。在一定程度上基层人大选举制度的民主性会影响基层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的民

主性，但是并不完全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县级以上政府机构领导人的选拔是由共产党的组织所

决定的。 

 

6.3 中国选举制度的未来 
 

首先，作者想探讨民主直选在中国的未来。在理论上，中国有条件搞直选吗？宪法学者许崇德

教授认为中国不宜普遍实行直接选举，其理据是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还有很多人民缺乏选

举经验，而且文盲尚多，这些实际条件决定了如果勉强规定形式上好象很完备而实际上行不通

的选举方法（即直选），不但会增加选举的困难，而且也会在实际上限制许多人的权利。选举

法的实质应该是着眼于实际民主而非形式上的民主。
 192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观点，在

目前的中国，仍然有一些学者是持此观点。这一观点虽然具有权威性，但是并非通说。有相当

一部分中青年学者不认同此观点。 

 

在《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193
一文中，学者蔡定剑通过对全国二十个地区的实地采访调查

的方式探讨中国能不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度。他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并认为

那种「经济文化落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不了民主」的理论是错误的。许多中外学者对经

济发展和民主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素质和民主进程之间的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都证明

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194
而且作者在广东省的调研也证明经济发展和选举的民主性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落后地区的选举反而是更民主。但是中国是否有条件搞直选不仅取

决于人民，而更取决于共产党是否已经愿意和具备条件搞直选。从前文对人大和政府机构选举

制度的讨论可见，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搞直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扩大直选的层面或者搞

全面直选是不切实际。 

 

在实践中，村民委员会民主直选已经由法律明文规定。乡镇和区县两级人大直选也已经由《选

举法》加以规定。问题是，是否应该把乡镇人大的直选扩大到市、省、乃至全国人大呢？作者

的观点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不应该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目前还存在许多

问题，最关键的是选举并非真正反映了选民的选择，而且选举组织者对选举的干预和影响非常

之大。可以说，目前乡镇和县这两级直接选举基本上还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控制之下的确认式选

举，还根本不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在这种情况之下，扩大直选的范围只会增强人们对选举制度

的漠视，而完全不可能达到促进民主的目的。只有当目前的乡镇和区县这两级的直选是真正民

主意义上的直选时，是有利于民主制度的发展时，才应该扩大直选的范围。因此选举制度的改

革应该先从基层人大选举着手，而不必急于向上级人大扩展。 

                                                 
192 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年 4 月版，第 245 页。 
193 原载《战略与管理》2003 年第 2 期；又见：蔡定剑，《中国人素质太低，搞不了选举质疑？─经济、

文化、政治、利益与选举行为相关性调查与分析》，载于蔡定剑，注 40，第 199－261 页。 
194 参见：David Zweig, Democratic Values,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Alternative Politics in Greater Chin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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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主直选政府机构领导人的可行性又有多大呢？从前面第四部分的讨论我们知道，乡镇一

级政府已经有许多直选乡镇长的试点。乡镇长直选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直选有违现行法律规

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此类选举是违法的，甚至是违宪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各地在乡镇方面所

作的尝试有其可取之处的。例如，著名政治学学者、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应该给予地方选

举有足够的空间进行改革试验，而不应该过分拘泥于其违宪性。在中国这个「良性违宪论」有

着广大市场、而且过往国情往往是先试验、若成功了然后再修改法律的国度，目前的情况是有

些地方党组织显然是在做出各式各样大胆的尝试，而中央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往往是在触动

了中央的底线或者是敏感领域时，才会叫停某些改革。因此，作者认为中央事实上是在默许基

层人大的改革试验，并希望能产生一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是符合民主进程的切实可行的改革

方案出来。 

 

但是就法律问题而言，乡镇直选的违宪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更重要的另一个法律问题是，

一旦人们接受了直选乡镇政府领导的途径，也就「间接」否定了人大选举同级政府机构领导人

的职权。因为当选民直选了乡镇政府领导人之后，人大只能行使其批准「民选」结果的权利，

否则就会和民主选举相冲突。但是若人大只是简单地批准「直选」结果的话，人大将变成橡皮

图章。这就意味着「直选」乡镇政府领导人的做法是对人大制度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职责，即选

举并产生同级人民政府，的否定。 

 

解决这一难题有两个方案。其一是在基层取消人大，因为基层人大的作用其实并不大。在许多

地方，基层人大是没有什么作用的。
195
作者在广东的调研也发现清新县某镇人大一年才开一次

会议。既然如此，还不如干脆取消基层人大组织。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通过取消一个没有

实际作用的组织而达到简化基层政府组织的目的，也可以完全避免一个宪制上的权力机关（基

层人大）与人民民主直选所产生的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人之间潜在的冲突。其二是由乡镇人大直

接组建乡镇一级政府或者由乡镇人大取代现行的乡镇政府的职权，从而取消乡镇一级政府领导

人的直选。 

 

究竟哪一种方案更可取呢？这就得从中国宪政体制和现实两个角度来考察。从宪政的角度来

看，中国实行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度。中国宪法学者的通说是，中国的宪政体制在本质上是议

会制，而议会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由议会产生政府。若遵循此原则的话，就不应该由人民

直选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因此，第二种选择更符合中国宪政体制的要求。 

 

从现实的角度来看，基层人大从来就没有真正行使过其宪制上的权利。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立以来，乡镇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由同一级党组织确定候选人，

然后由人大加以确认。虽然近几年有一些地方对乡镇一级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选举进行了改革，

但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乡镇一级人民政府领导人仍然是沿用原来的方法选举产生的。就在经济

相对发达的广东省，作者的调研也证明广东仍然是沿用原来的选举模式。一些改革的先锋乡镇

也又回复了原来的选举模式。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可能有其宪制上的考虑。因为乡镇一级已

经是属于真正的政权架构中的一级，中央肯定会考虑这一级选举改革会波及更上一级，乃至中

央人民政府的可能性，故会倍加小心地处理乡镇这一级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选举改革。因此从现

实的角度出发，作者也认为第二种选择更可取。 

 

另外，采用第二种选择也并不一定是否定人民直选的权利。人民直选的权利是通过选举人大代

表来实现的，而不是通过直选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人来实现的。这是中国的宪政体制所决定的。 

                                                 
195 参见：田必耀，2004，《中国人大红皮书》中「乡镇人大」一节，原载于《人大工作》，2005 年第 1

期，下载于：http://www.lpci.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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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目前人民不重视人大及其选举主要是因为各级人大并没有真正行使其宪制上的职责，而

不是议会制本身的缺陷。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选举制度的未来，从前面第二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作者对村民委员会

选举制度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其他两种选举制度的未来又如何呢？ 

 

蔡定剑在分析了中国选举制度的历史和现状后，作出如下评论： 

 

「社会主义民主有历史性进步，人们要求进一步发展民主仍存在很大的期望。

但是，人们对发展民主有不同的认识，民主选举的发展与传统的『党管干部』

的做法出现了不协调。民主选举的发展处于相持状态。一方面要求依法律程序

和民主程序办事，保证选举实现民意，要求民主选举和依法办事的法律意识越

来越强；另一方面要求按组织的意图进行选举，保证领导和组织意图的实现，

有组织控制选举结果的做法也越来越强，使选举工作越来越难，选举的实践发

展远不能满足人们群众的期望。」
196
 

 

这说出了决定着中国选举制度未来的关键，那就是共产党对选举制度的影响。中国过去三十多

年的经济改革是由共产党于一九七八年正式启动的，并已经取得了有目共睹的成绩。农村村民

委员会选举制度的改革也是在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之下，通过二十多年的实践，正在朝着健康

的方向发展。因此，作者认为中国人大选举制度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的未来也主要取决

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人大是中国的权力机关，共产党一定会认真和谨慎地对待人大选举制度

的改革，而各级政府机构则是实际上的掌权者，因此共产党也会小心对待其选举制度的改革。

党管干部原则不仅适用于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的干部，也适用于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成员的

选拔和任用。因此，作者认为这两种选举制度的改革在中国会同步进行，其进程将主要取决于

共产党改革这两种选举制度的欲望和决心。共产党的十六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加强党的领导有

可能被解释为也要加强党对选举过程的领导。目前的党管干部原则也确实是强调对选举结果的

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十六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也强调民主制度的建设，并把

民主制度建设当作是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事。作者对《决定》的解读是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要对

现行制度，包括选举制度，进行改革。作者也同意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政治制度改革时机

已经成熟的观点。问题是怎么改？就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的改革而言，只要对《工

作条例》中党管干部原则的适用范围加以适当的修改，把其适用范围限定于共产党所提名的干

部候选人，而不是所有的干部，那么党管干部原则也就不会阻碍民主选举的发展。更重要的是

共产党应该认识到对党管干部原则作出这样的修改并不一定会对党的执政地位和能力产生负面

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提高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反而有助于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能

力。因此，作者对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选举制度的未来持审慎乐观的态度。至于党内选举制

度的改革以及中国整个民主政治制度的发展，有外国传媒认为二零零五年十月十九日中国政府

所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显示中国政治改革是在倒退。
197
从本文前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白皮书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做出了肯定，对人大代表选举制度和政府机构领

导人选举没有提出任何政策指引。白皮书有三章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强调要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则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发展党内民主，并指出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发展人

民民主。本文作者认为，当共产党真正能完全实现党内民主时，民主的内涵就决定了共产党必

然会发展人民民主。因此，作者对白皮书的解读是，白皮书在许多方面只是重述了宪法和有关 

                                                 
196 参见：蔡定剑，注 41，第 30－31 页。 
197 参见：Jonathan Watts, Chinese Communists dash hopes of democratic reform, Friday October 21, 2005, The 

Guardian, at http://www.guardian.co.uk/china/story/0,7369,159742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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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的规定以及党的一贯政策，而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包括对三种选举制度的改革并没有提出

任何政策指引。但是白皮书对党内改革则首次对十多年来的党内改革试点做出了完整的总结并

指出了发展的方向。这说明了共产党的政策决定是先搞党内选举改革，并希望党内选举改革会

自然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包括三种选举制度的改革和发展。白皮书凸现出了中国的政治改革

侧重点将在于党内民主改革，而各级人大及政府领导的选举制度将维持原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