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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亦不妨从村民参与村级

预算与村级财务等村民最为关注的经济领域展开。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大陆 13 亿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农业人口即村民人数接近 7千万人，即仍占总人口半数

以上。②我国农业税作为直接税自 2006 年初起全面取消，但是，在我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

农业人口，仍然在各式各样的消费中承担着不菲的间接税与名目繁多的杂费，即他们始终

履行着“纳税人”义务，理应享受“纳税人”权利，其中包含参与预算特别是村级预算与

村级财务的民主权利。虽然村民直接参与国家层面公共预算和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但由

于他们每时每刻受到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直接影响，因此，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

务，是培育公民民主财政理念和养成公民税收法定主义等法治精神与民主意识的直接土壤。

鉴于此，我们依据“宪法财产权”③原理，从经验层面剖析浙江省 A县 H村村民自治“五步

法”机制中“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创新制度，探讨村民“政治嵌入”④村级预算与村

级财务的地方性知识⑤及其民主国家税收法定主义与民主财政理论的本土资源与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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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 A县 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源于村民自治“五
步法”机制，它一是突破了“宪法财产权”关于公民因纳税而参与公共预算

的民主财政理论范畴， 二是突破了“政治嵌入”关于公民从体制外非制度性

“嵌入”政治活动的利益表达理论范畴，三是突破了“正当妥协”关于国家

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宽容妥协的协商民主理论范畴。因此，在照搬

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却无益于中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之困局下，运用“宪法

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等本土化理论资源，拓展了公民参与

公共预算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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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政治安排”⑥下的参与
困境

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等经济事务在本质

上是一个政治范畴，⑦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

村级财务的实质是政治参与。“在现代政

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的钟摆角色，⋯⋯

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⑧

改革开放伊始，大陆农村村民自治取代了

人民公社制度，并主要体现为两套不同的

“政治安排”系统。一是立法系统，《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法（试

行）》经过10年试行，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1998年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村组法》），2010年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

会议又进一步加以修订；村民自治委员会

（以下简称村委会）成为村民政治参与

的主要载体。二是党务系统，村党组织主

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简称《工作条例》），在乡村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

村民自治“政治安排”运行机制存

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即“村两委”两个管

理组织，《工作条例》与《村组法》分别

对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功能与职责作出了

制度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笼统含糊，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村民参

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等重要领域的具体

规定尤为严重缺乏。如，一方面，《村组

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

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

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工作

条例》规定，村党组织“讨论决定本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

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

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

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

定”。虽然村委会是村集体财产的法人代

表，集体财产应由村委会执掌，但是《工

作条例》也明确要求，“村党支部领导支

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协调利益

关系，组织生产服务和集体资源开发，逐

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总之，立法系统

与党务系统关于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

财务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模糊，导致“村两

委”在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等实

际工作中界线不清、职责不明。村民自治

“政治安排”的两套系统不够明晰、不相

“匹配”，影响了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

级财务等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

针对村民自治“村两委”的复杂关系，

中外学界多集中于“选举”或“民主”等

“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⑨一是提出了诸

如“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制度主

义论”、“国家体制论”等理论范式。⑩二是

建构了多种模型：协调型、包揽型、游离

型、对立型、一体型；党支部包办村务型、

村委会“过度自治”型、争权夺利型、相

互扯皮型；协政型、支书独政型、主任揽

政型、两委搁政型等；党支部绝对集权型、

村委会绝对集权型、“顶牛”冲突型；互不

认同型、互不支持型、公开抗争型等。 三

是探讨了村民自治新生事物：如，湖北宜

昌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了“议事恳谈会”制度，

即在乡村采取圆桌会议形式，由“村两委”

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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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和愿意参加议事的村民等不同阶层的

人士组成谈判议事，一方面听取群众意见、

评议村组干部；另一方面讨论决定村级财

务，特别是村民迫切关心的公共事务。 又

如，南京市六合区赵坝村村民，在村庄合

并后所形成的新型村庄里自我建构了村民

自治组织——农民议会。 这些都充分反映

了当下中国村民“政治嵌入”乡村政治生

活的迫切要求。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关于村民自

治研究领域，对时刻影响村民生计的村级

预算与村级财务等方面讨论，目前仍不

多见，成果尚不成熟。村民政治参与之

主要目的，一般是切身利益特别是经济

利益的表达与聚合。因此，村民“政治

嵌入”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理论与实

践，应当成为当前村民政治参与的核心

内容。村民政治参与研究过分沉迷于脱

离经济基础的纯粹政治性活动中，故难

以走出村民自治“政治安排”下两套系

统相冲突之困境。

“政治嵌入”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

村民自治在本质上是基层民主政治建

设，是执政党和国家立法机构重构村民政

治参与的“政治安排”；这一制度设计因

为两套系统不能充分“匹配”而出现冲突

时，村民在利益表达与利益聚合驱动下，

必然会寻找政治参与其他路径。“村民

（财务）监督委员会”产生于村民民主决

策“五步法”运行机制，这是村民参与村

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制度创新，也是破除

村民自治困局的实践探索。

民主决策“五步法”与村民“政治

嵌入”。村民自治“五步法”是指村民按照

提案、议案、表决、承诺、监督等五个程序

来民主决策，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源于 A

县 H 村。A 县多山少地，人口有 56 万，在

外经商务工的多达17万人。H村地属A县B镇，

时有 425 户，1280 人口中 300 多人在本县城

内经商务工，还有 400 多人到县域以外经商

务工，即一半以上人口、绝大部分劳力不在本

村“发展”。H村“Z”姓人口居多，Z姓村民

有 1000 多人，L姓有 200 多人，C姓只有 C支

书一家。H村有村民代表 36 人，党员 60 名；

村党支部委员 5人，村委会委员 6人，其中有

两人“交叉”任职，故“村干部”计 9人。

显然，H村是“Z”氏“天下”，然而，村党

支部书记 C偏偏当选了（1994 年），且连

选连任多届；“五步法”就是他带领一班

人酝酿而生。

H 村 支 部 书 记 C （ 以 下 简 称
“C”）：我这个村庄十几年之前，县里
面还没有“五步法”，但在文件出台前，我

们就在搞“五步法”了，那个时候的“五步

法”我们不叫“五步法”，就叫民主。05年

以后我们自己一起讨论“该怎么叫”，后来

县里面领导就叫“五步法”。“五步法”修

改了一次，早的时候村党支部这一块没有

“归”进去，现在把村党支部也“归”进去

了。

村党组织“归”进了民主决策“五步

法”，村党支部书记是“五步法”的召集

人。这就解决了村民自治党务系统与立法系

统等两个“政治安排”系统相冲突的困局。H

村遇到村中“大事”，村党组织C支书就召集

村民会议，或者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委员会

（以下简称“村两委”）联席会议，或者

村民小组长会议（在没有村民代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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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村民小组四五个人或者拥护村里工

作的几个“积极分子”一起开会）进行

民主讨论。经过10多年的探索，这些做法

基本上成形。H村将近一半以上人口和2∕3

以上青壮劳力在外经商务工，相当一部分

人流动在本县甚至本县以外，这样村内有

公务活动他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表决，这会

影响到办事决策的民主和公平。一方面，H

村讨论议决村级公共事务特别是有关村级

预算与村级财务事情时就采取比较特殊

的方法处理。如村民大会，则选择在春

节或清明前后，这时在外村民都回家探

亲，大家把一年打算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会

议上基本上定下来。另一方面，村民在公

选村民代表的时候都会尽可能选择在家

从业的人，或稳重可靠之人，这样能够

代表他们的意愿；村民代表多数在家从

事农业，或在本地A县城务工；村民代表

会议一般都会在晚上召开，这样人员会

比较齐全，能最大程度地听取村民代表

的意见。无论是村民代表会议，还是村

民会议，整个讨论过程按照“五步法”的

提案、议案、表决、承诺、监督等五个程

序来进行。但是，即使这样精细安排，

也并不是任何时候村民代表以及“村两

委”的讨论的结果意见能够达到一致；

这个时候就按照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

会议的讨论的最终决定来执行。这一

点，在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安

排等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C：不能表决的时候，就退一步了，
退一步以后就是开村民代表大会，村民

代表大会表决，举手表决。

作者（以下简称“T”）：那村民代
表大会要表决的话，也有表决的结果与

村干部意愿不同的地方吧？

C：有啊，就是修这个村路，开会开
了许多次，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时候，我

们就问钱怎么解决？大家表示一人一百

块钱，钱都凑好了，又重新开了一次会议，

有的修路地方有人不同意，我们就是采取

了村民代表表决，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最后表决了还是不同意的多一票。表决

以后不同意的，最后都不做了。

2005年，A县根据民主恳谈会、村民

提案、村务大事民主表决、村干部创业承

诺、村民廉情监督站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经验，创立了民主提案、民主议案、民主

表决、创业承诺、监督实施为主要内容的

村级事务民主决策“五步法”，其中最后

一个程序“监督实施”逐步演化成为较为

独立自主的“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制度创新，着重展示出村民参与村级预算

和村级财务的政治参与倾向。

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等改革

办法，主要由村党组织负责人召集村民召

开村民会议或经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

会议议决，这是村中民意机构与党务系统

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村民自治等代议制民主方式，而是由村党

组织主导，采取商谈讨论和民主推选等协

商民主范式来推行。村民民主决策“五步

法”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一个程序就是

“监督实施”，开始成立了村民参与村级

预算与村级财务的实体机构——“廉情监

督站”——负责对“五步法”全程公开、

年中汇报、年底述评等内容进行监督。刚

开始，“廉情监督站”的主要功能，不仅

仅只是村民对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等经济

事务的监督，而且还对村民自治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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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中事务实施全面监督。随着村民参

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政治参与热情

不断高涨，“廉情监督站”终于发展成

为相对独立自主的“村民（财务）监督

委员会”。

“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与村

民“政治嵌入”。2003年之前，H村就开

始了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民主

理财探索，但那时候形式还较简单。从

2004年始，这一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

了让更多村民民主参与村级事务，H村成立

了提案委员会，村支部书记任主任。村民

有大小事情都可以找村民提案委员会进行

提案，提案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

的，然后交给村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再

由“村两委”组织实施。村民提案主要

涉及村级预算和村级财务等，如：村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村庄建设

规划，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

案，集体资金的使用，集体举债，集体

资产处置，以及集体企业的改制方案，

修建办公场所等公共设施，农房改造、

道路、水利、电力、自来水、排污、公共

卫生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以及建

设承包方案，村集体土地、房屋等集体资

产的承包和租赁，宅基地的安排和使用，

征用土地各项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领取

村干部误工补偿的人数及标准，等等。

A县纪委根据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

中“廉情监督站”经验做法，以及村务

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的工作实

践，探索出了“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制度创新。它一方面直接接受党委

纪检部门的指导，另一方面有党员直接

参与其间工作，这样就把村民民主决策

与坚持党的领导两个方面充分融为一体，

实际上解决了村民自治党务系统与立法系

统等两个“政治安排”系统相冲突之困

局。如，“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由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选“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候选人，

报乡镇纪委（纪工委）审核，经村民会

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差额选举产生。“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由3至7名监督

员组成，其中有1名中共党员。委员会设

主任1名，经监督会议推选产生。监督

员与“村两委”干部任期相同，可连选

连任。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

成员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从“村民

（财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中推选产生。

当然，“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的主要功能是保障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

级财务。一是监督村级公共事务决策是否

按“五步法”来实施进行，重点监督村集

体预算和财务活动，审核财务账目，有权

否决不合理的开支。二是监督村务公开各

项内容是否全面、真实，公开事件是否及时，

公开形式是否科学，公开程序是否规范等。

三是在乡镇牵头指导下，组织召开村干部

向广大村民或村民代表述职测评会议，对

违背廉洁承诺和创业承诺、群众反映强烈

的村干部，要求作出解释、重新承诺或主

动辞职。四是根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

议授权，在乡镇政府帮助指导下，对于村

民依法提出罢免村委会成员，而村委会未

在法定时间内启动罢免程序的，主持召开

罢免会议。五是还具有保障有力的“尚方

宝剑”措施，即当“村两委”不接受“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或在答复提

案建议、意见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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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答复等现象的，可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

表会议反映、报告，同时可通过“直通热线”

向乡镇纪委（纪工委）反映，乡镇纪委（纪

工委）在 15 日内调查了解，并督促“村两委”

限时办理；当“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反映干部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时，乡镇纪委

（纪工委）应及时处理，当无法解决时，则

报县农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查办联席会议

办公室处理；联席会议一般应在 10 日内召

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责任单位或组织调

查组调查。

T：你们“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有几个人？

A县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Q主任（以下简称“Q”）：5个
人，我一个，其他60（岁）一个，63

（岁）一个，还有55（岁）一个，还有

一个党员。

C：就是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以后，
选了他们五个人吧，选好以后分工，他

（指Q）是主任，当时就给他证书，有一
个红本子的。

T：咱们这个村村民代表会议有多少人？
C：村民代表有36个。
T：那扩大以后的村民代表以上人员

的人数多少？

Q：56个人。
T：56个人，扩大将近20个人，然

后这些选举产生就是您这一届的“村民

（财务）监督委员会”？

C：是的，无记名投票选的。我们“村
两委”，推荐“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候选人，然后再差额选举。当时是 2个人

落选。我们这个“监督委员会”，每次都

列席会议，村里的每次会议都参加，大

小会议我们都参加。列席会议就晓得了

开什么会，做什么决定，但主要是管管

财务和预算的事。

Q：村务财务和预算，比如说那个
“和谐园”（指H村“村两委”与H村Z
氏宗祠“合署办公”的大院），这个装

修费用我们都全程监督。

T：这些钱都哪里来的呢，有没有集
体经济？

C：我们自己出资。凑齐了以后，今
年装修，5月份结束了。

Q：花了22万！还有装修16万多哩。
C：外出经商务工的村民支持我们；

村里工作做得好，也有上头奖励来的钱。

Q：全部的财务由我们“监督委员
会”签字以后要盖章的，盖章以后才可

以报销。没有这个“监督站”的时候，

财务主要是由村主任一个人管的。

C：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人，再是两个
人，一个党员一个村民代表，两个人合

着干，后来叫做村民“廉情监督站”，

现在是“村民（财务）监督委会”，人

员扩大了，给他们一个办公室，那边最

大的会议室，最好的办公室给了他们。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公室。比方说（财

务与预算）签字之前他（Q主任）都要
知道，他（Q主任）知道开支多少；比方
说这个“和谐园”预案建设的时候，他

们要知道。500块以下的村委会主任（说

了算），经手人还是“村民（财务）监

督委员会”；500块钱以上的我们有“两

支笔”（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和村

委会主任），再大的开支的话就由“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和“村委会”

全体共同讨论，1000元以上的要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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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委”知道的。但不管多少，1分钱（的

开支）也要签字！500元以上的他们两人

（指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主任Q和村委员
会主任Z）签，（开支）再多了他们全体
讨论了。

A县H村“村两委”与Z氏宗祠“合

署办公”，简称为“和谐园”，体现了

“家国同构”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谐

园”建设资金共将近22万，另外装修费

用16万，这些建设资金主要由村民凑

钱捐助。“和谐园”建设的公共预算每

一笔开支都要“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盖章签字，即凡涉及到村级预算与村

级财务的所有开支都需经“村民（财务）

监督委员会会”审核盖章才有效。村民民

主决策“五步法”召集人是村党组织负

责人，体现了村民自治党务系统与立法

系统的整合与协调；与此相对应，“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一

方面，该委员会必须有一名中共党员且

接受地方纪检委直接领导等制度设计，

有利于破除村民自治党务系统与立法系

统等两个“政治安排”系统相冲突的困

局；更为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的政治功

能在于从政治经济学维度突出了民众权

利对于公权力的有效制衡作用，其发展

前景必然会引向权力制衡为主要特征的

法治民主。这一点，时任A县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Y，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A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Y（以下简
称“Y”）：每个村除了党组织、村民代表
会议和村委会之外，还有个“村民（财务）

监督委员会”，这就是“四驾马车”，使村

里事务特别是财务安全运行。这个事浙

江省是全省推广的，在我们这儿开了“现

场会”。这个就体现了党组织的这个领导

权，村民代表大会一个决策权，村委会

一个执行权，“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一个监督权；这四个权力分的是很清楚

的：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具体在村级事务上，就是所有的财务报

销他“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都要

把关，你这个事有没有落实？有没有公

平？“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要给

大家把关的！现在有了这个东西，村里

面的财务理顺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信

访事件了。

“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及其

全体监督员的权力，自身也受到有效制

约——他们接受A县县纪委、乡镇纪委（纪工

委）领导；年终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

要对“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监督

员”进行述职测评，信任度低于50%的，取消

“监督员”资格。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

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监督

员”进行信任度投票，信任度低于50%的，取

消“监督员”资格：一是“监督员”违法违

纪被查出的；二是本村1／3以上村民代表

要求取消“监督员”资格的；三是本村1／

3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要求取消“监督

员”资格的，等等。 这个所谓“四驾马车”

式的权力制衡框架，一是体现了执政党的政

治领导权，即“五步法”召集人是村党组织

负责人，“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有党

员参与且置身于地方党委纪检委的直接领导

下；二是“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体现

了主权在民的法治原则——村民自治最后的

决定权，甚至包括废立“村民（财务）监

督委员会”成员的决定权仍牢牢把握在村

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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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财政理论悖论与权力制衡重构

A 县 H 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制度创新，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

的财政立宪主义法理、利益表达聚合政治

参与法则和合作共赢协商民主范式等理论

基础，分别是“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

和“正当妥协”等三个范畴。然而，以上

三个民主财政理论范畴仍不能充分诠释“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实践创新，需

要结合类似 A县 H 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

财务的地方性知识加以补充、完善与重构。

这是从微观经验分析个性案例时可以引出

共性原则与一般逻辑的认识论。

“宪法财产权”范畴悖论与重构。

首先，扩大了“宪法财产权”的逻辑内

涵。“宪法财产权”主要是指公民创造的

全部财产不得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

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物权权

利（即当下我国于2007年10月起实施的

《物权法》中所指的“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财产” ）两个部分组成。

2006年起，中国大陆居住在乡村地区

的农业人口不再交纳农业税，虽然村民

也以消费者身份贡献着其他类别的间接

税，但村民实际上无需向村级组织支付

法定的税额。换言之，村级组织，无论是

党组织，还是自治组织村委会，甚至是A县

“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都不会

向辖区村民收取类似税收的费用。若依西

方财政民主理论，村民似乎没有参与村级

预算与村级财务的法理依据，这与“宪法

财产权”范畴的一般性规定相左，即形成

了适用悖论。

H村没有自己的集体经济。C支书1994

年曾尝试过，但是由于业务、资金、技术

等缺乏，集体经济最后都倒闭了；一半以

上村民选择到外地经商务工，村里所剩多

为老幼人口。由于H村没有集体经济，村里

建设资金与流动资金主要有三方面来源：

一是上级单位的资金扶持与奖励，二是村

干部与村里党员的捐款捐物，三是村里外

出经商务工者的无偿捐献，特别是一些入

党积极分子和“优秀村民”的捐助占较大

比例。同时，H村主要集体资产是土地和

一般性公共设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在村一级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预算与

公共财务方面，主要是如何处置“共有”

财产等问题。虽然，这些“共有”财产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所得，但一旦由公民

自愿捐助与集资后，村民私有财产权，就

如“交纳捐税”一样进入了村级“公共财

政”与“公共资产”；如何合理安排使用

这些村级“公共财政”或“公共资产”，

当然更需要公平、合理和合乎法度。正

因为H村村级“公共财政”与“公共资

产”仍然来源于村民自己的奉献——即

“税”的前身与源头——相当于依据法

定交纳的公民私有财产，因此“宪法财

产权”的内涵从原先的公民私有财产与

依法交纳的税金等两个组成部分，可以

拓展为现在的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公民

留置自己使用的私有财产，二是公民自

愿奉献给社会并用于公共建设的私有财

产，三是依法交纳的其他税金等。

其次，拓宽了“宪法财产权”的逻辑

外延。2006 年，H村推行公推“优秀村民”

活动，许多村民特别是“优秀村民”积极

投资村内建设，村集体资产相对充裕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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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近几年来，H村连续被评为先进单位，

特别是“五步法”推行过程中，来此“取经”

学习者络绎不绝，昔日不见经传的小村落

名声大噪，这反过来又大大激发了上级单

位和本村村民对村里建设投入的积极性；

H村“和谐园”耗资 38 万元终于建成，绝

大部分都是由 H村村民捐资建成，村民依

托“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对“和谐园”

建设资金进行全程监控，体现了村民对于

H村“共有”财产的支配权。因此，“宪法

财产权”外延也从原先的公民依物权法所

享有的私有财产权与依宪法所享有的政治

参与权等两个部分，拓展为现在的三部分：

公民依物权法所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因自

愿捐助或依法“共有”而产生的对特定“公

共财产”的支配权，以及依宪法所享有的

政治参与权，等等。

“正当妥协” 范畴悖论与重构。

首先，健全了“正当妥协”的行为主体。

《村组法》是村民自治“根本大法”，而

源于H村的“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则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创

新，并在A县全境甚至浙江省部分地区推广

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村民参与村级预

算与村级事务等制度创新，得到了A县党委

政府、乃至浙江省委政府的政治认同。显

然，关于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

间宽容妥协的“正当妥协”范畴，其行为

主体已经拓展到基层民主政权与地方党委

政府，即基层民主政权与地方党委政府之

间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在公民参与公共预算

时建构宽容妥协关系。

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仍按照

《村组法》实行村民自治，但是，村民自

治过程中由于“村两委”关系，即基层执

政党组织与民选代议制机构（村民大会或

村民代表大会），以及与民选执政机构即

村委会之间，出现了诸多的矛盾与冲突，

村民无法实现自治，不能有效实现利益表

达与利益聚合，甚至不能有效参与村级预

算与村级财务。“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虽然未经国家法律制度的政治认同，

但已经走出A县，并逐步在浙江全省通行

开来。这说明，乡村基层甚至地方党委政

府，能够在与中央保持政治上高度一致的

前提下，变通甚至悬置一些已经明显不合

时宜的既有刚性制度安排，演绎出类似于

“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具有自

主运行机制的地方性制度，这也是基层地

方与中央之间重构互动关系的某种探索；

双方之间基于执政党纪律与国家法理前提

下的商谈协作关系，也应当属于“正当妥

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当

妥协”范畴的行动主体还应当从基层民主

政权与地方党委政府互动关系进一步扩展

到中央与地方之间互动关系之上。

其次，优化了“正当妥协”民主形

态。“正当妥协”源于协商民主，是相对

于代议制民主s范式的另一种民主范式。但

A县H村的“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

度创新，是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在各

种提案中经过谈判讨论等民主协商，并通

过推选村民代表等代议制民主方式，最终

产生了村民“政治嵌入”村级预算与村级

财务等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混合一起的

新型民主范式。这个“村民（财务）监督

委员会”完全是根据民意推选出来的，一

般由5到7人构成，主要由村里面懂财务的

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有威信的人员组成，具

有一定的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但是5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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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中有1人必须是

中共党员，因为“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既是上级党组织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主

管的，这是上级党组织与乡村基层民众商

谈讨论后达成一致的制度创新，显然又是

协商民主范式下的新生事物。

“正当妥协”原意是以非代议制政

治活动影响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参与形

态，是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

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之上的“协商民

主” ，某种程度上是悬置了既有制度的体

制外“非制度性” 政治参与。由于“正

当妥协”行为主体的拓展，“正当妥协”

民主形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A县H村村民

首创的“五步法”与“村民（财务）监督

委员会”，是在A县县委组织部与县纪检委

的直接总结与提炼下形成的——一定程度

上悬置了既有制度《村组法》与《工作条

例》——但仍是在现行体制内制度性政治

参与，这一点绝不同于民间自治组织在体

制外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显然，A县

H村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的制度创

新拓展了“正当妥协”范畴的适用范围。

总之，“正当妥协”范畴的民主形态

需要调整完善，它不仅能够包容国家与社

会之间的互动，而s且能够包容基层与地

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不仅能够以

协商民主范式的形式推进民主，而且能够

以协商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交叉、党内民

主与社会民主相融合的混合民主形态促进

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政治嵌入”范畴悖论与重构。首

先，丰富了“政治嵌入”的民主形式。

“政治嵌入”原义指，基于公民自然法权

与人民主权，民间自治组织在既有政治体

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到地方

性政治活动，符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

主权在民法则。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

来，公民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方式间

接而主动地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成为

当代中国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

重要方式。A县H村村民参与村级预算与村

级财务过程中，虽然“村民（财务）监督

委员会”缺乏《村组法》与《工作条例》

等法理政策的直接支撑——它既不是公民

自由结社组织，也不是从体制外渗透到体

制内的参与活动，而是上级党委纪检委主

导的、在村党组织负责人直接主导下的村

民自治组织——因此完全可以视其为体制

内的制度延伸。总之，A县H村“村民（财

务）监督委员会”，以新型自治组织形式

“嵌入”到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中，具有

一定的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与政治合

法性——尽管尚缺法律合法性的要件。 H

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不同于草

根自治组织，它是由A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导下的体制内的自治性合法组织，具有

更有效的“政治嵌入”功能。当下现实政

治生活中，体制外与体制内都存在变通既

有制度框架桎梏的动机与实践，并藉此改

善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等各

方面互动关系；从深层次来看，这实际上

是某些既有制度安排越来越不适应基层社

会实践的某种征兆；“政治嵌入”只是手

段，最终目的仍需要摧生新的国家政策与

法律，以期建设与完善法治民主。

其次，深化了“政治嵌入”的民主内

容。A县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

以列席到村级各种代议制会议形式，直接

参与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按照村级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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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制度预设，“村民（财务）监督委

员会”有签字批准的权限，可以直接废立

村级公共事务特别是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

的工作安排。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政治参

与效果相当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行了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等代议制民主机

构的经济“立法”功能；这些都是普通民

间自治组织所无法履行的政治功能。从这

个角度来看，“政治嵌入”范畴的民主内

容应当由社会自治组织从传统意义上的体

制外提出建议，进一步延伸到在体制内直

接废立法规或政策等政治内核；这使得社

会自治组织“政治嵌入”的程度与效度更

为深刻有力，因而对于国家权力具有更加

有效的制衡功效。

 

公民“政治嵌入”预算的法治价值

“财产权通常就具有经济和法律的两个

方面，这两个方面水乳交融般地相互联系

在一起。” 西方“民主预算理论”范畴中，

制衡公权力是重心，而公民有效参与公共

预算是手段，实现法治民主则是终极目标，

以此形成“公共预算改革——制衡国家公

权力——实现法治民主”的政治文明路径，

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逻辑，也是“民

主预算”理论的核心价值所在。

但是，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任何国

家的独特国情，简单地套用“民主预算理

论”来指导中国法治建设，难以产生预期

的效果。相反，不是从理论预设出发，而

是从鲜活的基层社会实践出发，探索符合

中国实际的本土智识，或许不失为一种具

有科学意义的路径。诚然，个案研究有其

自身的局限性，对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

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

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

设，也可以作为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参

照。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

法。 A县H村村民自治“五步法”中的“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创新在浙

江全省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成为浙江省村

民自治创新实践的响亮“品牌”。

A 县 县 委 X 书 记 （ 以 下 简 称
“X”）：实际上我们这个“五步法”
和“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

创新符合党的要求，也符合更高层次的

政治要求，而且在实践当中又得到了群

众的拥护。就是三者之间，执政党的执

政力、党委政府的执行力、基层老百姓

的创造力都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

的这些创新制度哩，最后被省委写进了

文件——在全省进行了推广——后来还

“上”了《人民日报》 ；一次是在全

省“先进性”教育当中，写进了浙江省

委文件，作为巩固先进性教育成果的四

大机制之一。第二次写进（浙江省委）

文件，就是作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当中

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这个十七届

四中全会，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的

一个重要内容。它两次写进了省委文

件——这是一个“亮点”。特别是“村

民（财务）监督委员会s”，这个实际上
是民主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监督制度，

因为民主决策有四个内容：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民主

决策我们已经有了，那么为了保障决策

的科学性，保证决策当中不受到干扰，

用什么来保证呢，就是我们的“村民

（财务）监督委员会”在基层办起，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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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既参与决策，同时又让群众参与监

督，监督村级预算与村级财务，这样监

督会更准确，更有效。

浙江省A县“村民（财务）监督委员

会”制度创新源于村民自治“五步法”机

制，它在实践中拓展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

的民主政治。一是突破了“宪法财产权”

关于公民因纳税而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财

政理论范畴，即公民超越纳税人地位，对

于由捐献财产与自然资源而形成“共有”

性质财产的公共预算仍具有政治参与权

利；二是突破了“政治嵌入”关于公民从

体制外“非制度性”“嵌入”政治活动的

利益表达理论范畴，即公民能够在体制内

重组政治资源，制度性“嵌入”到公共预算

等政治性活动中；三是突破了“正当妥协”

关于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宽容

妥协的协商民主理论范畴，即地方党委政府

与基层民主政权之间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在

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等政治问题上建构宽容

妥协关系。因此，在直接照搬财政立宪主

义理论不能解决当下中国代议制民主政治

困境下，宜借鉴“宪法财产权”、“政治

嵌入”与“正当妥协”等本土化理论资

源，以建构扩大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地

方性知识，这是浙江省A县H村村民自治

“五步法”过程中“村民（财务）监督

委员会”等制度创新带给政治学界的理论

思考方向。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NCET-11-0621；同时

也是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1JJD8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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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s' "Political Embedding" in Public Budgeti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n-depth Observation of the "Villagers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in a 

Zhejiang Village
Tao Qing  Wang Yang

Abstract:Abstract: The "Villagers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of Village H in County A of 

Zhejiang Province represent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t originated from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mechanism — "The Five Steps". It breaks new grounds in three areas. First, 

it transcends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public finan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of "property rights" concern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budgeting 

because they are taxpayers. Second, it transcend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mbedding" 

according to which citizens express their interests by getting embedd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from outside the system in a non-institutional manner. Third, it transcends the 

theor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which features "legitimate compromise" concerning toleranc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civil social rights. Therefore, 

facing the predicament that mechanically copying the theory of fiscal constitutionalism 

does no goo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 use of domestic 

theories, such as "constitutional property rights", "political embedding" and "legitimate 

compromise", expands democracy by increas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budgeting.

Keywords:Keywords: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Villagers 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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