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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党治理的内在本质是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政党
组织产生于并受制于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

政治基础“民主契约精神”“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以委托—代理为基本原

则、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的组织治理理论虽然源于西方语境，但任何政党组织都会以

符合自身民族习性、文化传统的方式彰显出组织治理原则及其文化政治基础。实践已

经印证，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成功经验与建党创新实践，还在台州椒江近

３０年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凸显出政党治理的中国路径与文化政治自觉：渔
民“打硬股”所嵌入的民主契约精神，多元崇拜孕育出来的平等宽容意识，四海兴商民办

私企的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自由法治观念。椒江“政党治理”的文化政治自觉，在中国

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框架下，早已汇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时代潮流中，其个案

丰富了执政党“常任制”改革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政党治理；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民主契约精神；平等

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文化政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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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党治理“灵魂”：委托—代理原则

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表明，“只要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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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有所依赖时，代理行为就产生了。采取行动的人是代理人，受影响的就是

委托人。”〔１〕组织治理始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所带来的委托人与代理

人之间、组织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等复杂关系及其产权转移等问题酝酿而成；组

织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利益分歧，以及组织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相对法律

地位导致了现代公司急剧演化及其传统资本主义形态巨大裂变，因此一种与传

统统治与管理方式相区别的“治理”模式率先在经济领域得到了诠释。〔２〕也就是

说，由于代理人理性选择背景下导致组织交易成本过大，产生了所谓“内部人控

制（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３〕等现象，需要从法律角度来加以规范、防范，特别是从博弈
多方的角度实施权力制衡，以期实现组织的最大收益。其后，美国学者伯纳德·

施瓦茨把这种经济领域中组织所有权与控制权之间博弈活动与权力制衡等理论

范式引入政治分析中，主导“将某种宪法主义的形式加诸法人组织实体之

上”〔４〕。“法人组织的发展说明了它是随着公法本身而发展的。后者在成功地

使权力成为责任———使政府行为服从法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形成中的法人

组织正重复着这一过程。虽然，法人的行为还没完全为保证有关的各种利益衡

平的规则所制约，然而人们已有可能进一步阐明权利和责任，使法人组织权力和

政府权力一样‘负有责任’。从与政治权力分配有关的更普遍的价值意义上来

剖析法人组织的权力，这样的时期已经来临。”〔５〕

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她产生于并受制于代议制民主制度基本规范———委托—代理原则（权

利—权力授受关系）———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政治〔６〕基础“民主契约精神”

“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代议制民主的基础源于公民与代表之间的

组织化分工，代表经由选举并依法组成代议制机构即议会组织，作为合法性权力

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监督组织运行机构即执行机构的合法性及其绩效。”〔７〕同

理，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在属性上归于政治共同体，其组织合法性在根本

上来源于政党成员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实现途径很多，但最为重要者是通过竞

争选举党的代表并由党的代表逐级选举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直至党的领袖。另

一方面，现代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组织也必须遵循组织治理〔８〕的法治原则基

础———“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利益相关者原则”“问责原

则”，其中“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是组织治理的内部契约原

则，“利益相关者原则”是组织治理的外部协商原则，“问责原则”是组织治理的

奖惩保障原则。由此可见，政党组织与组织治理具有共同的核心内涵即“委

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两者据此有机融合成为“政党治理”范

畴，建构起现代政党组织特别是执政党建设与发展的新思维与新路径。

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的文化政治基础突出表现为民主

契约精神：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

事某些活动，并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与执行权。这种民主契约关系远

非只存在于经济组织中，相反，民主契约精神存在于一切合法组织中，以及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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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之上。

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学者就从“Ｊ－Ｍ模型”中揭示出委托—代理原则
所内嵌的民主契约精神：“一个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

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９〕正如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分析的那样，以民主契约精神为本质特征的委托—代理原则

是指，“委托人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代理人）为

委托人的利益行动。”〔１０〕

综上所述，英语中的治理一词虽然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

导和操纵，但长期以来它与统治（ｒｕｌｅ）、管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甚至行政（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等词交叉使用，确立了以民主契约精神为内核的权力制衡等基本原则与基
本目标。治理从而跃出原有经济领域等狭窄空间，已经深入到人类一切政治性

活动特别是执政党活动的广袤空间，“成功地使权力成为责任”〔１１〕。

包括政党治理在内的组织治理，其最高境界是法人治理结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１２〕；组织所有权与组织控制权的分离是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和
前提。组织治理在政党组织上具体体现为：政党组织所有权（党员主体）与控制

权（领导权）相对分离，以及政党组织所有权（党员主体）、控制权（领导权）以及

监督权的权力制衡，就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１３〕抑

或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天才的作

品，而是把权力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说话。”〔１４〕而“制度的

笼子”当属组织治理特别是政党治理所必备的权力制衡及其运行机制，包括现

代政党组织在内的所有现代政治组织，其治理结构应该同样是基于组织所有权

与组织控制权之间的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以及基于组织所

有权与组织控制权之间的相对法律地位所导致的权力制衡机制。

二、“常任制”：政党治理的中国探索

１．党建传统的法理与治理空间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笔者以“党代会常任制”（以下简称“常任制”）为关键词在

中国知网上搜索，期刊论文达到４４５０多篇，关于这一类型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成
果林林总总，略加梳理，大致如下。一是党内民主建设视角。如，“党的生命”的

制度保障〔１５〕，党内民主的关键载体〔１６〕，健全党内民主〔１７〕，党内民主的重大改革

制度〔１８〕。二是代议制民主视角。如，代表任期制和年会制的完美结合，〔１９〕中国

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强调要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

作〔２０〕，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十八大政治报告

提出“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三是政治功能与领导作用视角。如，建议恢复

１９５６年八大规定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２１〕，特别是恢复中国共产党“八大”

的传统〔２２〕，党的代表大会应有的职能和作用难以得到发挥〔２３〕，党的权力中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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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了不恰当的偏差位移〔２４〕。四是党内权力运行视角。如，党内权力授受关

系紊乱〔２５〕，“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民主政治目标需要确立〔２６〕，党内法规制

度需要贯彻落实〔２７〕，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制度设计〔２８〕，明确“常任制”改革

两个基本内容〔２９〕，等等。但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就党的建设来讲党的建

设，这一研究视角似乎形成了一种学习传统、教育传统、研究传统，尽管这些传统

优势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作用，但在“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今

天，明显存在着需要充实完善的空间。

（１）党建传统下“常任制”研究，法理成分不充足。尽管东西方社会在理论
上对于宪法的政治属性以及政党执政的法治目标有着相似的理解，但近代以来

的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于西方套路，两者有着极大的本质上的区

别。〔３０〕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一般是先确立了立宪框架，然后政党政治再依

宪跟进，这种政治妥协的演进历史事实使政党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才能具备执政

合法性。然而，在类似中国这样的政治现代化后发外生型国家中，一般是由政党

特别是执政党先行一步，并在政党领导下建立宪法框架，寻求符合政党自身利益

的政治纲领。由此产生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先于宪法框架和法治目标等不同于欧

美国家政党政治的特殊路径。简言之，类似中国政党政治现代化后发外生型国

家的法治框架和法治路径，首先需要妥善处理执政党领导与宪法实施等冲突矛

盾，也就是常人眼中所谓“党大”与“法大”等悖论。“政党的主要目标是赢得权

力，它意味着掌握并控制国家的权力机构。在民主政体下，只有一种掌握并改变

权力的途径：通过选举过程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转移到拥有多数选民的手

中，而少数人的利益则由法律原则来保证。”〔３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执

政党，始终推崇法理与法治至上性，并严格自觉置于宪法尊严之下；特别是“十

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率先提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３２〕，成为当下国家治理

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然而，迄今为止直接从法理角度与法治精神来谈党建工作特别是“常任制”

改革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等领域

仍缺乏思想共识，或许这也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在“最后一刻”才能写

进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３３〕的

一种理由。法治理念的革新适用于现代任何组织，学界已有共识，法人（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制度虽然起先于中世纪非营利组织———这些个体间有组织有目的的联合
是当时抵抗专制力量的有力形式———但近现代以来，法人制度适用于一切合法

组织，更遑论具有最高合法性地位的执政党组织。简言之，出于中国人民的历史

性选择，中国共产党无需所谓“法人”〔３４〕登记之形式即自动获取了“法人”所有

的功能与特征，但任何一个包括政党在内的合法组织，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其自

身组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与每一个行动，无疑都凝练着遵循法理原则与法治精

神的逻辑思维。

（２）法治精神视阈下“常任制”研究，治理成分不丰富。政党组织是社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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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型的具有特殊形态和特殊功能的政治社会组织，在法理上当然享有现代法

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强制作用，因此符合现代法人

治理的宪法地位与法治要求。有关“常任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虽然

倾注了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大量心血，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显著成果，推进

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与发展。但是，以上传统仍缺乏从政党组织形态方面来展开

更深层次的思考，特别是，政党组织本质上是政治化的社会组织，是基于政治认

同之上的政治共同体，即任何政党组织均具有法人治理本质内涵，作为中国唯一

合法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一是政党是具有法人地位的政治团体，适

用于治理框架，但治理原则与政党关系在该领域仍缺乏成熟成果。政党治理关

键是制衡权力以保障其服务于公共利益，但以往研究流于柔性制衡即主观性、道

德性等“自律”，而缺乏刚性制衡即客观性、制度性、法治性等“他律”。二是政党

治理要害在于制衡权力，而制衡权力似乎往往导致“西化”趋势，难以符合政党

治理的中国国情。三是中国特色政党治理无需也不能在“西化”理论框架中寻

找“对应”答案，中国本土文化早就浸润着不同于“西化”理论但同样具有中国特

色制衡权力的地方性知识———中国文化政治自觉———能够产生符合中国国情制

衡权力的文化政治元素。〔３５〕

我们不必更不能到“西化”思想与体制中去寻章摘句、抱残守缺，而应该在

中国主流儒家文化之外丰富多彩的地方性知识中，发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

的制衡权力等文化政治元素，即中国文化政治自觉视野下的政党治理路径。

２．“常任制”中的政党治理维度
以委托—代理为基本原则、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目标的组织治理理论虽然源

于西方语境，但绝不会止于西方话语；任何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的政党组织特别是

执政党组织，都会以符合其自身民族习性、文化传统等方式彰显出权力制衡———

实现委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的政党治理途径———等组织治理

原则及其文化政治基础。换言之，组织治理特别是政党治理的外在形式与表现

方式纷繁复杂各有千秋，并由其所产生运行的制度环境而呈现出不同文化差异

性；如，有学者认为，结合制度环境因素的差异，“可将治理模式分为市场导向型

体制（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和网络导向型体制（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前者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典型代表，后者以日本和德国等大部分

欧洲国家为代表。”〔３６〕又有学者认为，宜将治理模式分为英美为代表的外部监管

模式、韩国为代表的家族监管模式和德日为代表的内部监管模式，属于宏观层面

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等等。〔３７〕

中国革命、建设等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已经清楚地印

证，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执政地位的全国性政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深

厚的治党成功经验与建党创新实践，其中台州椒江〔３８〕近３０年党的代表大会常
任制试点工作就是突出一例。１９８８年末以来的２０多年时间内，“椒江区党的代
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就全国而言，开展时间最早，坚持最长，搞得最认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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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比较好。”〔３９〕台州椒江地区探索实行“常任制”改革的地方性知识，绝不仅仅

是一例孤案，相反，它包含并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在转变中

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在巩固与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探索中国特色政党治理

大变局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真理性知识。“中国共产主义者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

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４０〕因此，在全党探索“常任制”进程中，椒江近３０年
来所积累的若干重要经验特别是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大会（会议）等一系列探

索性制度，证明能够较有成效地理顺党员权利—执政权力关系，并在委托—代理

关系的民主契约精神下，更加有效制衡约束过度集中的党的委员会直至党的常

委会的专断权力，有效制衡约束严重膨胀的领导干部权力直至党的主要负责人

的领导权力，等等。椒江这些宝贵的政党治理的地方性经验，经由“民主集中

制”的根本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先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第十七届、第十

八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被各有侧重地得到吸收与提炼，已经成为全党建党经验

与“常任制”创新思维的重要来源。椒江“常任制”改革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契合

了组织治理特别是政党治理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目标，因此有理由成为组织治理

特别是政党治理的中国探索与中国路径。

在分析“常任制”改革这一重大而严肃的政党治理课题时，须先明确我们对

于组织治理这一本原含义的坚守立场，即以其代议制民主制度基本规范即委

托—代理原则（权利—权力授受关系）为理论主轴；同时中国化的组织治理特别

是政党治理还需要进一步阐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政治基础“民主契约精

神”“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组织治理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话语，但

“民主契约精神”“平等宽容意识”“自由法治观念”等治理文化政治基础并不止

于西方社会。虽然法人治理结构在思想上源于西方政治学的法哲学原理，在理

论上成熟于西方经济学公司治理结构，但是，这并不等于东方社会不可能在长期

社会实践中产生类似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椒江渔民“打硬股”的悠久传统虽

然没有演绎出完备的法人治理结构等理论，但以“民主契约精神”“平等宽容意

识”“自由法治观念”为核心范畴的权力制衡观念与社会实践，同样“嵌入”进了

椒江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行为习惯与传统风俗中，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演化而

成地方性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积淀，酝酿打造出具有“民间法”〔４１〕特色的椒江“常

任制”现象。

笔者试图从椒江流域“铁犀耕海”〔４２〕这一文化象征符号为切入点，着力研究

椒江渔民“打硬股”所嵌入委托—代理理念下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

“儒”“释”“道”“妈祖”等多元崇拜孕育出来的“和合文化”等平等宽容意识，四

海兴商民办私企的生活方式下所形成的崇尚“四民皆本”“义利并重”等自由法

治观念，发掘椒江“常任制”改革所蕴含的文化政治自觉，诠释“常任制”改革中

组织治理特别是执政党治理的中国实践探索与本土理论创新。

—６—

学术界２０１７．５·学术探索



三、政党治理的椒江地方性知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又重新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
任制进行研究，并从８０年代末开始，先后在台州市椒江市等十几个县（市、区）
进行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４３〕椒江探索中国共产党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

制制度创新至今已有近３０年时间。１９８８年底，台州市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发端于椒江市（当时是县级市，１９９４年改为台州市辖区）；自１９９０年起，椒江市
开始在个别乡镇试点党代会常任制，１９９３年１月常任制正式扩大到乡镇、街道
一级；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９日，椒江正式采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称谓。〔４４〕２００３
年，椒江区在党委换届时转为正式实施党代会常任制，黄岩等其他７个县（市、
区）在２００３年党委换届时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台州市本级９个县（市、区）和９３
个乡镇全面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初步形成了市、县、乡镇三级联动的工作机

制；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前，台州市称这一制度为“党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台州市首先提出了实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概念，出台了相应制
度；２００７年，台州市全市所有的街道、乡、镇在２００７年党委换届时全面试行党代
会常任制。

１．党委常委、党委委员、党代表、党员之间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的纵向
维度

（１）从党委常委（书记）到党委委员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重构。椒
江市１９８８年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之始，借鉴椒江党委不设常委的历史经
验〔４５〕，实行了地方党委委员制、全委会票决制等。

（２）从党委委员到党代表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重构。椒江在探索党
委委员制的同时，实行了党代表会议制和党代表任期制。一是代表团的划分与

设立更有利于党代表作用发挥；二是党委委员、纪委委员的差额选举逐步推

广〔４６〕；三是建立通报制度、咨询制度、重大事项民主听证制度、党代表提案制度、

党代表团团长列席区委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委区政府（重要事项决策）联席会议

制度等保障党代表的政治参与权〔４７〕；四是初步形成党代表权利的保障机制〔４８〕。

（３）从党代表到普通党员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重构。加强党代表与
广大普通党员选民的制度联系，一是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活动〔４９〕；二是党员群

众对党代表的监督作用得到强化；三是探索党员直选党代表的新路子。

２．代表大会（年会）、党委会、纪委会之间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的横向
维度

（１）从党代表大会到党代表会议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重构。一是党
代表会议不一定每年召开一次（部分地方在届中召开１－２次）〔５０〕；二是党代表
会议的召集方式与议题方式；三是党代表会议议事内容及其功能作用；四是党代

表会议的议事方式与基本原则。

（２）从党代表会议制到党代表（代表团）任期制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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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重构。建立与完善党代表（代表团）任期制，一是创立党员代表联络办公室等

党代表常设机构〔５１〕；二是从制度上规范代表团活动内容与方式及其功能作用；

三是加大党代表大会与党代表会议对党委的监督力度。

（３）党代表提出提案、议案和建议意见等形式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
重构。借鉴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制度，一是党代表在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

会议议题的议案制度；二是党代表在党代表大会与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提案、在

闭会期间提出建议与意见的制度。

３．政党组织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治理经验
（１）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多维度实现路径
一是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实现路径在客观上存在着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地方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中，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实现路径一般是，从过去传统的过

分集中在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甚至党委书记那里向着党委全委会实行分权

式过渡，并以此自上而下的分权模式为导向，接着向党代表（代表团）层面，再向

着普通党员层面发展。在这种分权过渡中，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实现程度是有阶

段性的，是有着层次区别的。以“常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党内改革，在实际推行

的过程中，以党委全委会和党代表这两个层次控制权的实现程度就比较突出和

明显；实际上，过去许多过分集中于书记办公会甚至是过分集中于党委一把手身

上的党内权力被分解到现在的党委全委会和党代表这两个层次上了。一方面，

我们看到，“常任制”工作中，关于党委委员与党代表行权方式与规则的制度规

定远远多于其他层次的制度规定，这说明党委委员与党代表的控制权在制度框

架下得到日益保障。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常任制”工作中主要的核心内容

是年会制、党代表任期制以及党委全委会票决制，即所谓的椒江“３＋ｌ”模式：试
行党代表常任制、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

的相关制度；同步健全发挥全委会的有关制度。〔５２〕由此可知，地方党组织控制权

的实践主体是党委全委会与党代表这两个层面。

二是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实现维度具有多样性，而非单向度。政党组织所有

权的根本在于广大党员这个群体，而非代议制条件下的党代表甚至是党委全委

会，中国共产党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中，实现政党组织所有权的源头仍在

于党员群众。因此，政党组织所有权的实现路径是多维度的，一方面，传统上过

分集中于书记办公会甚至是党委一把手的党内权力逐步分权转移到了党委全委

会和党代表这两个层面；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广大党员通过选举

产生党代表，和对于党代表的制度性联系与监督等方式，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对于党代表的政治参与产生有效的影响，继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决策

与领导产生重大作用。

（２）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多维度实现路径
一是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实现路径在功能上存在着差异性。政党组织控制权

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权力与领导权力得到确立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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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没有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期间，即地方党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权力转移

到地方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甚至党委一把手之中，党代表大会通过的重大方

针政策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加以保障，因此政党组织控制权难以得到有效实现。

而实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之后，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决议的

贯彻执行情况，一方面可以通过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的党代表会议直接加以检查、

督促与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党代表任期制与党代表团的经

常性工作间接加以检查、督促，因此政党组织控制权可以在党代表大会闭会之后

持续有效地得到实现。但是，政党组织控制权的这两种实现路径在政治功能上

存在着差异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地方党代表会议的刚性约束力较强，能够通

过会议制度的形式对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实现程度加以监督检查；但是由于党代

表会议的时效性很短，加之会议主导权主要掌握在大会主席团手中，这种监督方

式在总体上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因此具有监督效力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党代

表任期制与党代表团的经常性工作，也能够通过制度规定对政党组织控制权的

实现程度加以监督检查，而且具有自下而上和长期有效的效力；但是，由于党代

表活动时的个体特征较强，而代表团活动时的共同体特征并不明显，因此，这种

监督方式在总体效力上仍缺乏制度的刚性特征。

二是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实现维度具有多样性，而非单向度。从形式上来看，

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实现维度具有从党代表大会到党代表会议再到党代表（代表

团）的单向维度，也即具有从政党整体到政党部分甚至党员个体的单向维度；因

为，人们习惯于从维护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的角度来谈政党特别是执政党

制定的大政方针能否得到有效实施。但是，政党组织控制权的实现维度具有多

样性，因为无论党代表大会还是党代表会议，参与活动的主体仍是代表团与党代

表，他们参与党代表大会与党代表会议，可视为他们在非会议期间履行其政治职

责的延续，也可视作是将非会议期间开展各项相关活动的效果提炼汇总成最终

的预期成果。也就是说，没有党代表团与党代表的有效活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

表会议就难以形成真正表达最广大党员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更难以对会议形成

的政党政策的贯彻落实实施有效监督与检查。

（３）政党组织所有权与政党组织控制权之间权力授受关系实现路径
政党组织所有权与政党所有权的法理关系及其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

维度表现为党内民主与党内监督之间密不可分，并构成“常任制”改革的两大目

标。椒江“常任制”改革经验表明，这两大目标不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而且其

实现程度也是交互影响的。政党组织所有权主要是通过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

议（年会），党委全委会负责制，党代表任期制和代表团经常性活动，最广大党员

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等等一系列要素来实

现的。虽然它在实现的时间上、阶段性上与层次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归

根结底最终是要表达与实现全体党员的共同奋斗目标与利益诉求，因此在本质

上更明显地体现为民主政治参与。政党组织控制权则主要是通过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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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会议（年会）、党委全委会负责制、党委纪委会监督工作、党代表任期制和

代表团经常性活动、最广大党员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制定的大政方针给

予监督等一系列要素来实现；它的核心内容在于通过检查、督促、监督党代表大

会和党代表会议制定的大政方针得到忠实彻底的执行贯彻，以体现党代表大会

和党代表会议作为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最高法定权力地位的合法性。

四、政党治理的中国文化政治自觉

椒江“常任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全党范围内产生一鸣惊人、凤毛麟角

的效果，这是与其特有的地方文化分不开的。一方面，椒江在历史上没有被中原

文化中盛行猖獗的中央集权与儒家礼教等所谓“正统”文化同化；另一方面，她

地处东海之滨，海洋习气与海洋贸易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频繁的对外贸易与诸

种交流，带来了外来文化的持续传入，这一切都始终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与中原大

一统的皇权至上集权专制、孔教至上“三纲五常”等有着极大差异的椒江特有地

方文化：“打硬股”所嵌入的委托—代理理念下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及

其衍生而出的共同体组织所有权与组织控制权之间博弈关系等地方文化政治；

“儒”“释”“道”“妈祖”等多神教思想孕育出来的“和合文化”，及其所嵌入的平

等宽容意识等地方文化政治；千百年来崇尚“义利并重”“四民皆本”所形成的四

海兴商民办私企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嵌入的自由法治观念等地方文化政治。椒

江地方文化政治中所内嵌的这些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平等宽容意识与自

由法治观念，正是中国古典治理内涵与精髓在现代政党治理中的“复活”；在当

下治理“内卷化”现象泛化而偏离民主契约原则趋向多元协商等极端严重情形

之下，椒江“常任制”改革所渗透出来的治理“再发现”，无疑对于当代中国政党

治理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索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启示。

１．渔民“打硬股”传统中的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部，是我国东南海域和南北海运的中枢地带；东面是一望

无际的大海，西、南、北面是崇山峻岭，负山枕海。浙江第三大水系———灵江水

系，自西北流向东南，蜿蜒贯穿全境；永安溪、始丰溪、义城江、大田江、澄江等支

流散布各地。〔５３〕内陆面积９４１１平方公里，近海的大小岛屿有５７１个，深水和浅
水港口近４０个。〔５４〕渔民在长期从事渔业过程中积累了不同于中原“农耕文化”
的“海洋文化”重要元素。椒江靠海，长期以来大部分老百姓以打鱼为生，但是

这种生计方式具有很高的风险性。首先，渔民需要远离家门，乘船在大海中捕

鱼，受天气、气候和海洋气象的左右，需要克服大海变幻无常的气候，这就需要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其次，过去渔民比较贫穷，光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备不起

渔船和捕鱼的工具，因此大家需要凝聚在一起，合资打造渔船，合股经营，获得的

收益按劳平分。这就是椒江地区历史悠久的“打硬股”等具有民主契约机制的

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改革开放后不断演化而成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态与

社会组织形态。１９８５年椒江地区在渔业生产中重新“复活”了股份合作制，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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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合股合资筹集资金，大规模改造渔船，打造成近４０００艘能出外海进行捕捞
作业的大马力钢质渔轮船。此外，沿海人民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在滩涂上建塘养

贝类和鱼虾，使得养殖业发展形成一定规模。〔５５〕

椒江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地方，随后这种合作

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椒江各行各业之中。１９８５年台州渔区首先改革渔业体制，打
破集体所有制的框框，把原村级集体所有渔船、网具等生产资料作有偿转让，折

价变卖给渔民个人。同时，引入股份合作制，以渔民资金、技术和船网工具等生

产资料入股，逐步形成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渔

业股份合作制。〔５６〕这种源于“打硬股”的股份合作生产形式具有产权清晰、利益

直接、风险共担、适应性强、机制灵活等特点，其内核就是民主契约（权力授受）

精神与制衡权力；因此，这种生产经营体制既符合当时的生产方式，也深深地塑

造了椒江人以民主契约（权力授受）精神为本质特征的生活习性与性格特征。

２．“和合文化”孕育下的平等宽容意识
在各自特定而复杂的人文地理、风土自然与生活习俗等环境中，不同人群形

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地方性文化，其中自然人文地理、社会风俗两个环境

是最具影响力的动因。文化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椒江人在独特的环境下形成

了多元包容的人文个性和社会习俗，这是其后来演化而生出以“和合文化”而著

称、以包容平等宽容为根本的文化政治之根源，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椒江地区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具有平等宽容意识。俗话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浙江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广志

绎》中，将浙江地区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文化区：“杭、嘉、湖平原水

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

海，是为海滨之民。”〔５７〕这一“泽国”“山谷”“海滨”等人文地理特征，在椒江地区

更为显著。我们知道椒江地区以“水”为主，依“水”而兴，倚“海”而盛；但同时

椒江地区所在的台州也以多山而久负盛名。如，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台州地区
交通仍然十分不便利，是制约台州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温岭的藤岭隧道

的修建，是股份合作参与交通建设的首例，是当时全台州最长的一条隧道。隧道

施工时，由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工具，一切只能依靠手拉车等简单工具，依靠人

力施工建成。而且从施工到通车，全过程无一例伤亡事故，甚至没有向公家报销

过医疗费，这在当前现代化的施工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温岭人民用双手创造

了一个“奇迹”。〔５８〕总之，椒江人民禀赋特有的名山“硬气”和海洋“灵气”，大胆

破除各种陈旧观念和思想禁锢，养成了以平等宽容包容为主要特征的人格魅力。

（２）椒江人民长期以来所养成的生活风俗与历史文化具有平等宽容意识。
椒江地区东部是海滨地带，以海洋文化为主体；西部则是以佛道文化和山水文化

相融的名山文化为主体，加之基督教、天主教的较早传入，长期与当地信仰相交

融，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５９〕的文化

兼容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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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妈祖文化。渔业这一高风险的生计方式，使得椒江人民自古以来就借助

宗教信仰得以心灵的慰藉和内心的鼓舞。信仰妈祖成为渔民的精神生活，为了

祈求平安，各地建妈祖庙。对出海的渔民来说，妈祖是他们的精神信仰和精神慰

藉，给予他们希望、勇气和信心。妈祖精神实质上包括以仁为本、见义勇为、包容

大爱、和平精神等，充分体现了台州所具有的海洋文化特色。妈祖文化教人向

善、求真、慈悲、宽容、和谐、平等、无私等，对人有着极大的道德约束作用，并起到

一定的净化心灵、纯洁政治、遏制腐败的社会作用。妈祖信仰代表着和平和爱，

影响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促进了与海洋文化圈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让

台州的海洋文化朝开放化和多元化趋势发展。

又如，道教文化。最早进入台州的道士数东汉著名道士，道教灵宝派的创始

人葛玄。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台州的道教对台

州人的影响深远。在台州人的生产生活中保留着道教仪式的传统，诸如生活习

俗中的生养礼，下元节等；此外，台州古老的地方戏曲与道教关系紧密，民间主要

通过迎神赛会等活动展现出来，从而使当地老百姓求得“神”的保护性，达到祈

求平安的目的。道教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深深

地影响着台州人的生产生活，促使人们寻求人与自然、人与身心、人与人、人与社

会的和谐。

再如，佛教文化。佛教思想自由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在台州形成了具有特色

的中国佛教，影响深远。佛教大约于东汉末年传入台州，在东汉兴平时期，佛教

在台州已经很普遍了。台州是中国第一个“中国式”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祥地，

天台宗的创立也标志着台州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台州有重点寺院６所，天台有
华顶讲寺和万年寺。天台山文化学者曾其海用现代哲学的概念论述天台宗的学

说，认为天台哲学思想主要包含六个命题：“一念三千”的本体论；“一心三观”的

认识论；“三谛圆通”的真理论；“止观并重”的方法论；“无情有性”的佛性论和

“性具实相”的辩证法。〔６０〕在椒江人民长期形成的日常生活中，佛、道、神相互兼

容，人们采取实用的态度，各取所需。在生产活动中祈求各种神的保护，在日常

生活中信佛祈福，在灾难厄运时求助于道，祈求消灾解难。

还如，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

（６３５年），由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阿罗本从波斯传入。〔６１〕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第
一所天主教堂在椒江栅桥建立了。１９２６年台州教区得以成立，是天主教在中国
浙江东部设立的一个教区。至１９９０年天主教徒增至５２９６人，基督教徒增加到
１３０７７７人〔６２〕。

总之，自古以来，椒江地区妈祖、道教、佛教、基督教等诸种宗教文化各取所

需、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相安无事，这一多元宗教和谐平等宽容的历史文化在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历史积淀甚深的文化中，无疑构成了

一道亮丽奇特的风景线和与众不同的文化秉性。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语

境中，平等宽容是包容他者的个人心态，是多元共存的社会状态，是法治下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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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秩序。〔６３〕在平等宽容意识下，需要容忍异己，多元共存同时依赖于能容纳多

元、控制冲突、规范竞争的秩序。多元共存的秩序，是法治下的自由秩序，对现代

政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平等宽容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观念，要变为现

实，就必须通过制度化由道德观念转化为道德实践。”〔６４〕平等宽容意识的制度化

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民主化转型时期，平等宽容作为容忍公开批判和监督

的意识与行为，有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椒江多元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兼容

并包，和谐共融，彰显出要容乃大的气派，椒江文化政治自觉中的平等宽容意识

对于大一统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正统文化，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有益补充与完善。

３．“义利并重”“四民皆本”演绎而出自由法治观念
负山枕海的椒江地区，山与海构成了人们生存的生态空间与人文精神，兼有

“山的硬气”和“海的大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敢冒险、有硬气、善创

造、不张扬”的椒江人精神，和“四民皆本”“义利并重”等尊崇民营经济、市场经

济的自由法治观念。从椒江地区的历史发展来看，除了渔业外，其他资源非常匮

乏，被形象地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６５〕正是在这种恶劣
的环境下，椒江人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正如一位作家社会调查后所称，台州所属

的皂树村里，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就“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搞起了
分田到户大承包，比安徽小岗村更早、更广泛地进行农村改革试水，成为第一个

“吃螃蟹”的勇士。〔６６〕

（１）自由法治观念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一，表现为崇尚“义利并重”“四
民皆本”。椒江人义利并重的突出表现就是自古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草根经济”经久不衰，并已构成其最大经济特色。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创造了以“民营主导加政府推动”为主要特征的“台州现象”。椒江

地区民营经济以工业为主导，逐步向农业、交通、金融、教育、卫生等领域渗透和

延伸。在工业领域，民营经济由于其灵活的机制优势快速发展，经济活力进一步

增强，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６７〕

（２）自由法治观念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二，是个体股权为基础的合作
思想。合作的基础是个体经济主权的确立与尊重，在经济领域就是个体股权的

权责划分与明确，这一点反映在经济主权方面，就是所谓“打硬股”的方法。这

种办法后来被沿用于陆上其他经济活动中，特别是被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植入到

台州人以个私权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观念之中，并由此创造出了股份合作制模式。

（３）自由法治观念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三，是以股权合作为基础的法
人治理思想在全社会的深入影响。以个体经济自由为基础的股权合作，其良性

运行形式无疑正是以制衡权力为特征的法人治理结构之雏形。

五、结语：对政党治理中国探索的再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

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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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飞来峰’。……应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

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６８〕总书记这一讲话虽然是

针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但同时对于我国唯一政治领

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治理及其基础之上的文化政治自觉，也具有极为重

要的方向性与指导性作用。椒江人民的生存方式以及所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价值

观所内嵌的文化政治，充分体现在“常任制”改革全过程。椒江３０多年的“政党
治理”文化政治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与制度框架下，早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就已汇入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之时代潮流中，并以典型个案形
式丰富促进了执政党“常任制”改革的伟大创新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

“十六大”始到“十八大”时，还相继正式地吸收了椒江为代表的全党“常任制”

改革成功经验，在全党逐步推行了全国“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

制等重大改革措施，极大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思想与实践，提升推进了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政党治理文化政治

自觉的新鲜经验与实证科学。

文化是政治之根，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我们这里

称之为文化政治，是人们终日浸润极其平常但又终身携带无法割离的生活方式。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

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６９〕不同的地方文化

孕育着不同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理论界具有惊人的一致

性，形成了共识。总之，所谓文化政治，就是这种持久的、无形的东西。具体说

来，文化政治既不是文化，也不是政治，更不是文化加政治，而是涵盖所有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并且构成所有这些领域的灵魂。文化政治是一个

社会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化政治是指文化与政治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政治体制的

产生和发展以文化作为背景，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文化精神实质相契

合，由此形成一种“文化政治”；正如“文化自觉”〔７０〕是对本土自身文化的再认识

再发掘及其与“他者”文化的再对话一样，“文化政治自觉”也面临着类似的全新

自我挑战与全方位自信回应。

注释：

〔１〕〔１０〕〔英〕约翰·伊特韦尔（ＪｏｈｎＥａｔｗｅｌｌ）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陈岱孙译，北京：经

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３５、１０３５页。

〔２〕〔美〕道夫·伯利（Ｂｅｒｌｅ）、〔美〕加德纳·米恩斯（Ｍｅａｎｓ）：《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

韧、蔡如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０－１３９页。

〔３〕“内部人控制”是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这一命题最早是由青木

昌彦针对转轨经济的企业治理提出来的。青木昌彦认为，“内部人控制”问题是指独立于所有者（外部

人）的经理人员事实上或法律上掌握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在公司经营中充分体现自身利益，甚至与职工

“合谋”谋取各自的利益，从而架空所有者的控制与监督的情形。参见〔日〕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

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页；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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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８６－１９０页；李维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７８页。

〔４〕〔５〕〔１１〕〔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ＴｈｅＬａｗ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Ｈｉｓｔｏｒｙ），王军译，北京：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９７、２９７、２９７页。

〔６〕文化是政治之根，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我们这里称之为“文化政治”；

她如同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即其不同于“他者”的自我特性；及其相对性，即其相对于“自我”的

“他我”特性。

〔７〕Ｐｉｔｋｉｎ，ＨａｎｎａＦｅｎｉｃｈｅ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１３．
〔８〕英语中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

它与统治（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但是，自从９０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

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相去甚远，本文暂不讨论此一“治理内卷化”现象。

〔９〕Ｍ．Ｃ．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Ｗ．Ｈ．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７６，Ｖｏｌ．３，ｐｐ．３０５－３６０．

〔１２〕法人（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ｏｎ）是与自然人相对的概念。系指按照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的组

织机构和独立的（或独立支配的）财产，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的所有合法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是对组织治理中的所有权、控制权与问责权等权力制

约模式的法律术语。

〔１３〕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舆论普遍认为，习总书记的

这一讲话体现了中央高层对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的重视及制度反腐的决心，为我们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载“求是理论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ｑｓｔｈｅｏｒｙ．ｃｎ／ｚｓ／２０１３０１／ｔ２０１３０１２４＿

２０７９３８．ｈｔｍ，参见皇甫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红旗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１４〕〔美〕姚鸿恩：“编者按：‘小布什曾经做过一次演讲’”，《美国民生实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

〔１５〕陶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１６〕易承志：《党内民主与党代会常任制的关系》，《理论视野》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１７〕应克复：《怎样改变党内的集权体制》，《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１８〕《邓小平文选》（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３页。

〔１９〕〔２２〕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６０、４１３页。

〔２０〕《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０页。

〔２１〕金太军：《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２３〕王贵秀：《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十议》，《理论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２４〕淮建利：《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监督机制的构建》，《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２５〕王长江：《党代会常任制理论与实践探索———台州党代会常任制的个案分析》，北京：中国共产

党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５页。

〔２６〕陶庆：《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７期。

〔２７〕蒯正明：《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路径探析》，《探索》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２８〕熊光清：《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创新》，《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２９〕张书林：《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研究综述》，《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３０〕〔３５〕陶庆：《从政治安排到、政治嵌入到“政治妥协”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３１〕〔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北京：新华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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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乎历届党代表大会及其重要专项会议，都表明了执政党与宪法之

间的法理关系与法治精神。择要简称如下：１９７８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党必须

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

的不可侵犯的力量。”１９８２年９月，“十二大”报告指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重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

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

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十八大”报告第五部分再次重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

枉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发表讲话：“依法

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２０１４年９月５日，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３３〕“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深入

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参与《决定》起草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胡

云腾，１１月４日在京接受了包括澎湃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联合专访。”以上参见：澎湃新闻网（上海）

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０７：０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４／１１０６／０７／ＡＡＢＮＨＫ０２０００１４ＳＥＨ．ｈｔｍｌ。

〔３４〕法人是法律意义上虚拟的“人”，是法律赋予所有社会组织的一种人格化的法律定义，用以区别

于自然人，从而行使独立的民事责任。法人的术语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的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就解

释了团体人格。即使一个组织中成员进行了更换但并不影响组织本身的独立存在，团体本身获得了人

格。中世纪开始法人制度才正式形成，起源于教会法人这个掌管着社会慈善事业的组织，因为教会想将

其他组织和个人捐助的财产单独设置，所以就赋予了教会法人资格，除了教会自己别人无法左右财产的

管理。１９世纪西方法典化过程中法人制度确立了下来，１８０４年的《法国民法典》中关于物权和债权的部

分使用了“不属于私人所有的财产”的语言来概括法人概念，之后逐渐演变为法人人格。１８９６年的《德国

民法典》首先确立了法人的独立财产权，以罗马法为基础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

系影响了《苏俄民法典》，后者就进一步影响了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的相关立法，也就使得法人概念在中国

逐渐衍生开来。

〔３６〕Ｍｏｅｒｌａｎｄ，Ｐ．Ｗ．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ｐｐ．１７－３４．

〔３７〕郝晨、李礼：《公司治理模式的多维度比较研究：构建公司治理权变模式》，《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２期。

〔３８〕椒江区系浙江省台州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本研究中的“椒江”，是指“椒江”流域，即在一定意

义上可泛指整个台州市，而非仅指椒江区所辖范畴；以此类推，“椒江‘常任制’改革”涵盖整个台州市范畴。

〔３９〕《椒江模式———台州市椒江区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情况汇报》，台州市委内部资料，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日。

〔４０〕《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０７页。

〔４１〕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载谢晖等主编：《民间法》（第１卷），济南：山东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４２〕笔者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三年期间三次亲赴椒江调研，深深地感受到她与众不同的地方文

化魅力。椒江甚至台州市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人文景观“浙东千里海塘纪念碑”就是一例：它是长达

１０２０公里的标准海塘，直接功能是百年一遇标准的防洪江堤；浙东“千里海塘纪念碑”呈圆柱体，高达２１

米，直径５．３米；碑体由艺术浮雕、雕塑、铜鼎构成，碑顶有一头用青铜铸就的重达４．５吨的铜牛，铜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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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庄严威武，牛头微朝东方，俯视着滔滔大海。碑顶设置铜牛，此系中原文化以“牛”镇“水”传统，因为自

古以来以“牛”镇“水”都是驱邪镇恶保平安的象征。但笔者以为，“铁犀”脚下一望无际的茫茫东海，它并

非完全是在“镇水”，而是中原传统“农耕文化”，与椒江地方性“海洋文化”相汇合的现实写照，其中蕴含

寓意着文化融合、包容万象之象征：“铁犀耕海”的椒江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符号。

〔４３〕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３１９页。

〔４４〕《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委关于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委编：《党代表大

会常任制度资料汇编》续集，１９９４年，第９页。

〔４５〕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椒江市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椒江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２４．春—１９５７．１２），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６页。

〔４６〕中国共产党台州市椒江区委编：《椒江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情况汇报》，２００３年，第１９页。

〔４７〕中国共产党台州市椒江区委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台州市椒江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２００３年，第１１页。

〔４８〕〔５０〕台州市椒江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台州市椒江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

制度汇编》，２００５年３月，第１４、６页。

〔４９〕参见《中国共产党台州市椒江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区党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参见台州

市椒江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台州市椒江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制度汇编》，２００５年

３月，第２５－２７页。

〔５１〕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委编：《中国共产党椒江市党员代表制度（常任制）资料选编》，１９９０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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