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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原则ꎬ对该原则的理解与适用关系到国家治理

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ꎮ 然而ꎬ协商作为民主集中制从制度文本向实践机制转型的关键要素ꎬ在现有的学理释义

中却长期被忽视ꎮ 有必要从过程论的角度来探究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及其运作逻辑ꎬ并从中发掘“协商”要

素在民主集中制规范化与具体化中的表现形式ꎬ以补足当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学释义ꎮ 在此基础上ꎬ结合

相关的基本法律法规与制度实践ꎬ探究将协商作为微观机制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施与完善ꎮ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ꎻ协商ꎻ程序民主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６９８.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０３

　 　 国家权力的合理运行是实现人民良善生活

的前提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ꎮ〔１〕 其

中ꎬ依法完善权力组织和运行机制是国家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核心议题ꎮ 那么ꎬ如何完善国家权力

的运行机制? 我国«宪法»规定ꎬ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机构行使民主集中制原则ꎬ〔２〕该原则是

宪法中国家机构的根本原则ꎮ 基于该原则ꎬ我国

国家机构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ꎬ国
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受人大监督、对
人大负责的权力配置模式ꎬ同时也形成了在中央

的统一领导下ꎬ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的央地国家

机构职权划分ꎮ

然而ꎬ作为国家机构之基本原则的民主集中

制却是一个“十分灵活ꎬ难以捉摸的实用主义原

则”ꎬ〔３〕对它的官方解读是“三权分立”之对立

面ꎬ〔４〕学理研究则认为它既可容纳权力制约之

意ꎬ〔５〕 又可被解读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政体体

现ꎮ〔６〕为了使民主集中制的宪法规范体系具体

化ꎬ近些年来法学界展开了对该原则的宪法释义

与规范建构ꎬ〔７〕由此产生了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立法者原意解释、〔８〕功能主义解释〔９〕等多种解释

进路ꎮ 但诸种法学释义少有关注对民主集中制

运作逻辑及其微观机制的探讨ꎮ 民主集中制的

有效运行ꎬ依赖于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有效结

合ꎬ而协商作为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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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有之义ꎮ 但在现有的解释进路中ꎬ却少有研

究探讨“协商”要素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ꎬ尤其

是协商机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范化与具体

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ꎮ 因此ꎬ有必要追本溯

源ꎬ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演进中发掘二者之关

系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宪法中的民主集

中制ꎬ为“构建系统完备ꎬ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１０〕 等实践提供理论指

引ꎬ亦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机构组织及其运

行机制提供解决方案ꎮ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释义学

民主集中制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之一ꎮ〔１１〕近几年来ꎬ为了丰富国家机构的法学理

论ꎬ学者们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出发ꎬ展开了一

系列对国家机构的法释义学研究ꎮ
(一)法释义学的展开:以功能主义解释为

主要例证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ꎬ
成为了法释义学初步展开研究的对象ꎮ 学者们

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ꎬ以不同的解释方法对民

主集中制原则进行补充诠释ꎬ其中包括对民主集

中制的文义解释、功能主义解释、立法者原意解

释、历史解释等ꎬ还有对民主集中制中横向国家

权力配置结构ꎬ〔１２〕 以及民主集中制与议行合一

之关系及优劣〔１３〕的讨论ꎮ 不同的解释路径展现

了民主集中制在国家权力运行的不同面向ꎮ 例

如ꎬ王旭教授主要聚焦于对民主集中制的法律文

本与制度实践的梳理ꎬ主要采用立法者原意解释

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理论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国家

学说中的社会平等自由观ꎬ以及民主集中制对国

家民主正当性及治理有效性的双重追求ꎻ〔１４〕 林

彦教授则主要关注民主集中制中的国家权力横

向配置ꎬ试图通过抽取宪法规范中的共同要素ꎬ
结合立法和个案来重塑我国国家权力的横向配

置结构ꎮ〔１５〕 诸项释义大都力求在宪法规范之下

探寻并阐释出民主集中制原则背后的内涵ꎬ并对

其作出新的解释ꎮ 但规范的宪法教义学解释并

不能完全展现民主集中制在现实中的运作逻辑ꎬ
有时甚至会忽视宪法体制下具体制度变迁对民

主集中制内涵的丰富与发展ꎮ
对民主集中制的功能主义解释是法教义学

方法论范式的一种应用ꎬ该种解释方法由张翔教

授提出ꎮ 张翔教授引入这种解释方法是为了在

两个层面优化对民主集中制的规范释义:一是通

过功能主义解释摆脱意识形态论对权力配置理

论的影响ꎬ寻找权力配置原则的一般性内涵ꎻ二
是探寻一种务实的、技术性的解释方法ꎬ来解决

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规范上的模糊性问题ꎮ〔１６〕

为了论证功能主义进路在解释国家权力配

置原则上的理论优势ꎬ张翔分别从“权力分合问

题的祛魅”“以‘正确性’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

标准”以及“对八二宪法功能主义考量”三方面

对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进行释义ꎮ 对于“权
力分合问题”的探讨ꎬ旨在通过对三权分立与议

行合一两种国家权力配置体制祛魅ꎬ摆脱以意识

形态来区分二者的形式主义分类方法ꎮ 他认为ꎬ
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议行合一ꎬ都以国家权力的

合理分工为核心要旨ꎮ 通过简单的二分法ꎬ既不

能说明孰优孰劣ꎬ也缺乏对政制问题复杂性的理

解ꎮ〔１７〕“以‘正确性’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标

准”是功能主义解释的核心ꎮ 张翔认为ꎬ将民主

集中制原则视为组织原则而非活动原则的解

读〔１８〕并不充分ꎬ有必要通过引入“正确性”要求

来丰富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ꎮ 他将“正确性”
要求概括为“国家的各种决策要在国家目标的指

引下ꎬ尽可能科学、高效”ꎬ并通过对制宪史材料

的梳理ꎬ为正确性找到规范性依据ꎬ其中包含了

“有效性”“科学性”“能力和效力”等内涵ꎮ〔１９〕 对

于八二宪法的功能主义考量ꎬ亦是在证成民主集

中制所体现的功能主义因素ꎮ 在阐释了功能主

义指导下的权力观之后ꎬ张翔教授通过对全国人

大常委会职权与组织的强化、国家主席的恢复设

置、总理负责制与国务院会议制度的发展以及最

高权力机关的兜底职权四个例子来证明我国国

家权力配置中的功能主义考量ꎮ 最后ꎬ他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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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审判独立、法律解释几个实例论述了

功能主义可在日后的法治实践及制度建构中发

挥的规范性指导意义ꎮ〔２０〕

从理论意义上讲ꎬ面对当前民主集中制的内

涵界定较为空洞且模糊的现状ꎬ功能主义解释的

确提供了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思维进路ꎮ 这一

解释进路试图将“重视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
和“国家的权能与效率”纳入对民主集中制原则

的解释中ꎬ以期实现权力分工的积极效果ꎬ即为

政治共同体创造稳定有效的秩序ꎬ实现共同体之

目的ꎮ〔２１〕相对于原有对民主集中制之解释中“民
主” 〔２２〕以及“权力统一”这两重内涵ꎬ“正确性”
标准的引入能够说明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分工

是基于何种功能主义的考量因素ꎬ从而补强宪法

中民主集中制原则内涵的精确性与规范性ꎬ丰富

法学研究关于国家机构配置原则的规范性理论ꎮ
(二)既有解释之不足及其纾解

然而ꎬ功能主义解释仍然有其不足之处ꎮ 例

如ꎬ从内涵界定的清晰度来看ꎬ作为实质标准的

“正确性”的定义仍然是模糊的ꎮ 如何评判何为

“正确”? 张翔教授用“有效性”“科学性”等作为

“正确性” 的规范释义ꎮ 但如何判定何为 “有

效”、何为“科学”ꎬ这些均需要进一步的阐明ꎮ
而且ꎬ功能主义解释着重强调了“正确性”要求

旨在实现国家功能的最优化ꎬ即国家权力行使的

高效能ꎮ〔２３〕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正确性”标准变

成“效能”标准呢? 为什么“正确性”标准相比于

“效能”标准更适合作为权力配置实质标准? 其

优势究竟体现在哪呢? 张文中并未说明ꎮ
另外ꎬ由于功能主义解释进路试图摆脱权力

配置理论所根植的政治及社会背景ꎬ采用抛开意

识形态论的方式来解释民主集中制原则ꎬ依此对

民主集中制的重新诠释也是不充分的ꎮ 因为这种

解释方法产生的仅是作为一般性概念的“权力配置

原则”的内涵ꎬ而并非是“民主集中制”的内涵ꎮ
从理论基础来看ꎬ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

主义解释继承了现代公法之功能主义理论的精

髓ꎮ 功能主义是近代以来公法思想发展的一大

趋势ꎬ其将公法的关注点从控制和权力转向了功

能和效率ꎮ〔２４〕功能主义理论者大都致力于用“科
学”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和法律中的难题ꎬ其目标

是为政府的有效运行提供一个公正的结构基础

来促进公共福祉ꎮ〔２５〕 例如ꎬ格里菲斯主张ꎬ抵御

权力滥用的最佳方法是强化传统宪法模式中的

政治责任机制ꎬ通过调整政治责任机制的改革以

及专业发展ꎬ培育一种公共服务精神ꎮ〔２６〕 近代以

来ꎬ功能主义进路逐渐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
工具主义的法律观ꎬ即试图归纳出现有法律理论

中的一般性概念ꎮ 因此ꎬ借用功能主义对民主集

中制原则进行释义ꎬ其优势在于能够在民主集中

制作为“权力配置原则”的概念意义上实现中西

方权力配置理论的共通性ꎮ〔２７〕 但是ꎬ这也决定了

功能主义解释不可能完整阐释出民主集中制在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权力运行中的基础性作

用ꎮ 功能主义解释试图抛开法外因素对权力组

织所产生的影响来谈原则的具体内涵ꎬ其结果就

是用一般性的“功能适当原则”代替了“民主集

中制原则”ꎮ
但实际上ꎬ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在特性不可

忽略ꎮ 该宪法原则如何发挥其统摄国家机构条

款的作用ꎬ如何被基本法律具体化以及如何指导

日常国家机构运行实现等问题的探究ꎬ都有助于

丰富民主集中制的内涵ꎮ 从民主集中制产生与

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ꎬ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
“法制化”过程展现出了独特的运作逻辑ꎬ而其

中“协商”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运作的关键要素之

一ꎮ 如果说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反映了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逻辑ꎬ那
么协商机制则是民主集中制沟通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的重要媒介ꎮ 对民主集中制的功能

主义解释论中ꎬ张翔教授也提及了应当将民主集

中制视为组织原则与活动原则的统合ꎬ〔２８〕 但其

没有进一步从过程论的角度对民主集中制作为组

织活动原则的运作逻辑加以阐释ꎬ亦没有在过程

论中发掘民主集中制规范内涵的其他要素ꎮ
基于此ꎬ笔者认为有必要探究民主集中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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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纳入法规范的“中国化”过程ꎬ并从中发掘“协
商”机制在民主集中制演进和运作实施中的作

用ꎬ这既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宪法中的民主

集中制ꎬ也更能清晰地展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我

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法治化的深层意义ꎮ

二、协商作为民主集中制的运作逻辑

(一)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与“法制化”
民主集中制最初是以无产阶级建党原则为

样态在我国生根发芽的ꎮ 在引入我国之前ꎬ作为

无产阶级建党原则的民主集中制首先经历了从

“集中制”“自我集中制”到“工人民主制”等多种

样态的发展ꎬ逐渐产生了丰富的党组原则内

涵ꎮ〔２９〕在进入我国之后ꎬ民主集中制又经历了从

“党组原则”到“国家机构原则” 〔３０〕 的中国化过

程ꎬ最终才形成了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ꎮ 在

整个进化的过程中ꎬ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内涵与性

质的全面转型ꎮ
民主集中制可被用以“治国”的思想最早产

生于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
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概念ꎮ〔３１〕 在十月

革命胜利之后ꎬ列宁将这一治国思想运用到了苏

维埃政权的建设之中ꎬ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和构想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ꎮ〔３２〕 不过ꎬ列宁

时期并没有将民主集中制规定在宪法之中ꎮ 民

主集中制首次被纳入宪法且成为一项国家权力

配置原则ꎬ源于 １９５４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ꎮ 自此ꎬ民主集中制从一种治国理念转变成

了一项法律规范ꎮ
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ꎬ民主集中制逐渐形

成了涵盖横向与纵向权力配置关系的法律规范

体系ꎮ〔３３〕在八二宪法中ꎬ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

主集中制被赋予了新的规范意义ꎮ «宪法»的第

３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ꎮ (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ꎬ对人民

负责ꎬ受人民监督ꎮ (２)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ꎬ

对它负责ꎬ受它监督ꎮ (３)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

构职权的划分ꎬ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ꎬ充分

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ꎮ”三条子原则

的加入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ꎬ其分别从

国家与人民、国家机关之关系以及央地关系三个

维度说明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组织应用ꎮ 这与

五四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区别甚大:一方面ꎬ删
掉了“一律”而采用“原则”来规范我国的国家机

构及其权力运行ꎬ这意味着民主集中制下的国家

治理体系逐渐从依赖党组原则的制度经验以及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治国理念ꎬ发展成依照法

律来规范国家机构权力运行的相对独立体制ꎻ另
一方面ꎬ增加有关央地关系的规定ꎬ明确了未来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ꎬ即充分发挥地

方机关的组织能力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高效

运行ꎮ
从“党组原则”到“国家机构原则”ꎬ民主集

中制的两种内涵随着时代更迭在规范层面的内

涵差别逐渐扩大ꎮ 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由于组

织目的不完全相同ꎬ两种类型的民主集中制在规

范层面的表述有所差别ꎮ〔３４〕 二者在规范层面的

不一致部分是由于组织规模的不同而产生的ꎮ
从理念到规范ꎬ从党到国家ꎬ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适用涉及到一个“规模”变量ꎮ 从组织学角度来

讲ꎬ规模作为关键变量将会引发组织程度、组织

方式和组织成本等一系列问题ꎮ〔３５〕 因此ꎬ作为国

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实施ꎬ与党组原则不

同ꎬ将依赖于大规模的整合机制才能得以完成ꎮ
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所要适用的范

围大至全国ꎬ而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宗教、生活

方式等各方面差异极大ꎬ因而也增加了治理的难

度与复杂性ꎮ 另外ꎬ从规范意义上来讲ꎬ作为«党
章»一部分的党组原则与作为法规范的国家机构

原则类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ꎬ二者在规范属性、
调整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不相同ꎮ 尽管近些年产

生了诸多关于党规与国法之关联性的研究ꎬ但其

中大都也承认两种规范的影响需要转化与衔接ꎬ
不存在直接适用的情况ꎮ〔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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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

义革命与改革时期ꎬ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

中制内涵不断地丰富与发展ꎬ这主要得益于以下

两方面:一是吸收作为党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近

几十年来的组织经验ꎬ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

向法治化进程中公共权力合法化运行所积累的

组织经验ꎮ 正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在“执政” 与

“法治”两方面的组织制度安排ꎬ该原则被视为

党的领导体制与国家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间的

桥梁ꎮ〔３７〕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双重内涵”ꎬ我国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一方面ꎬ党
章中的民主集中制是党民主执政的制度载体ꎬ通
过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调整党内关系ꎬ以集中指

导下的民主实现党组织意志的集中和统一ꎬ以党

团结人民实现民主执政ꎻ另一方面ꎬ宪法中的民

主集中制是依法治国的制度载体ꎬ依照民主集中

制ꎬ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ꎬ构建合

理分工又相互协调的国家权力配置模式ꎬ维护宪

法的基本结构以实现依法治国ꎮ
(二)民主集中制中的“协商”要素

从过程论的角度来讲ꎬ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基

本法律中的具体化及其在制度实践中的运用也

是该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民主集中制的立法

者原意解释、历史解释与功能主义解释都曾从不

同角度阐述了该宪法原则的具体化所产生的新

内涵ꎮ 但诸项解释都没有从活动原则及决策原

则角度来探讨民主集中制ꎬ而“协商”要素便是

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活动与决策原则的重

要表现形式之一ꎬ其应当被作为民主集中制具体

化与规范化的有益经验保留下来ꎮ
在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中ꎬ并没有直接体

现“协商”之义ꎬ但“协商”作为民主决策的重要

环节ꎬ无不体现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运行之

中ꎮ 关于如何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ꎬ最初的完整

阐释来自于毛泽东关于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的

讲话中ꎮ 他认为:“没有民主ꎬ不可能有正确的集

中ꎬ因为大家意见分歧ꎬ没有统一的认识ꎬ集中制

就建立不起来ꎮ 什么叫集中? 首先是要集中正

确的意见ꎮ 没有民主ꎬ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

经验ꎮ 我们的集中制ꎬ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

中制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

制如果不是这样ꎬ就是一人称霸ꎮ 这样的第

一书记ꎬ应当叫做霸王ꎬ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
长’ꎮ” 〔３８〕这是对民主集中制决策机制最经典的

表述ꎬ虽然其中并没有明确民主与集中的实际运

行机理ꎬ但解释了民主与集中在实施层面上的主

从关系ꎬ将民主决策置于集中之前ꎬ表明了民主

与集中的有机统一关系ꎮ 这一发端于党组原则

的民主决策经验ꎬ在 ２１ 世纪民主集中制入宪及

法制化的过程中被有效吸收和利用ꎬ并有了系统

性的发展ꎮ
随着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

求的不断提升ꎬ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国家重大决策

的必经程序ꎬ公众参与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机制已

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３９〕 其具

体表现为在立法层面ꎬ为实现人大与人民之间的

联结ꎬ实行开门立法ꎬ将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法律法规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ꎻ在行政

执法方面ꎬ国务院等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决策的过

程中引入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机制

等公众参与程序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ꎮ
决策机制的优化使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

内涵得以丰富ꎬ也充分发挥出了民主集中制在提

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指导性作用ꎮ 而在实践

中ꎬ“协商”则是民主决策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

关键ꎮ
从运作机理来讲ꎬ“协商”要素融入民主决

策并作为民主集中制中的运作逻辑ꎬ归因于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协商机制符合民主集中制力图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ꎮ
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机制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ꎬ集
体议事ꎬ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

反映ꎬ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ꎬ集体决策ꎬ使人

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ꎮ 所以ꎬ民主集

中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

有效结合ꎮ 实体意义上ꎬ民主集中制强调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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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行符合“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

下的民主”组织原则ꎬ以权利为基础ꎬ通过民主集

中制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ꎻ而程序意义上ꎬ民主

集中制则依赖于民主过程和集中过程的有机统

一ꎬ通过链条式的民主过程实现权利保障与规范

权力的平衡ꎬ而协商机制则是程序意义上的具体

体现ꎮ 协商的嵌入ꎬ既有助于消解民主集中制在

运行中的过度集中危险ꎬ又能达到充分发扬民

主ꎬ保证正确集中的理想状态ꎮ
二是协商能够在程序民主意义上对民主集

中制加以改进ꎬ有助于民主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

性ꎮ 从程序意义上讲ꎬ协商并不是民主集中制的

唯一要求ꎮ 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的体现不仅要

通过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ꎬ保障公民知情权、
监督权等方式实现ꎬ还要通过选举权和选举过程

来实现ꎬ民主集中制应当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

的结合ꎮ 但协商机制的融入更能有效降低民主

集中制中的决策风险ꎮ 协商以讨论、对话、批评

审议等形式表达诉求ꎬ参与并影响决策ꎬ且能通

过程序民主的完善保障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平等

参与、公民与国家机构的协商对话与平等交流ꎬ
从而使不同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ꎮ

三是协商本质上与民主集中制有着共同的

价值取向ꎮ 以协商作为决策机制的民主形式在

价值层面体现了对人本主义与集体理性的追求ꎮ
人本主义体现在ꎬ协商意在强调公民平等参与政

治生活ꎬ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ꎮ 集体理性

则表现在协商的过程中———协商的过程是反复

商量、交换意见的过程ꎬ最终形成集中的智慧ꎬ为
执政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或建议ꎬ有效

解决实际问题ꎮ 有学者指出ꎬ协商过程的政治合

法性不仅仅出于多数的意愿ꎬ而且还基于集体的

理性反思结果ꎬ这种反思是通过在政治上平等参

与而完成的ꎮ〔４０〕

三、协商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微观机制

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宏观性

结构ꎬ而这一政治制度的生命力需要微观机制来

丰富ꎮ〔４１〕 作为宪法中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

制ꎬ在实践中需要通过多元而有效的民主形式来

健全ꎮ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也指出

了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民主协商制度ꎬ而这一

决定的落实则需要构建从中央到地方、从基层治

理到政府决策等各个维度的协商民主制度ꎮ 将

协商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微观机制ꎬ可以使民主集

中制包容、支持和保护公民足够的政治参与ꎮ
«宪法»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在规范人大与人

民之间、国家各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组

织和运作关系ꎮ 当这些规范需要落实到制度建

构层面ꎬ协商至少能在以下方面促进对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实施与完善:
(一)对选举民主的辅助作用

根据«宪法»第 ３ 条第 １ 款ꎬ人民代表大会的

民主选举及人民对人大的监督是民主集中制在

中央层面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规范ꎮ 民主选

举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体现民主、民意的重要方

式ꎬ需要配之以人民的监督才能促进民主集中制

的进一步落实ꎮ 将人民监督这一宏观原则落实

为微观机制ꎬ协商对民主选举的辅助作用则是不

可替代的ꎮ
首先ꎬ运作机制上ꎬ协商可将民主政治发展

的重点从票决引向公平的政治参与ꎬ由注重民主

的结果转向关注民主的过程ꎬ在一定程度上推进

人大工作的全过程民主ꎮ 而且加强人大立法决

策中的协商机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要深入开展立法协商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

立法协商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初ꎬ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的意见»再次强调ꎬ“积极开展立法协商” “深入

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ꎮ〔４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底ꎬ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强
调ꎬ“推动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

体制机制ꎬ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ꎬ加强

立法协商ꎬ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

制”ꎮ〔４３〕这些均反映了协商机制在推进社会主义

—６２—

　 ２０２２. ５学术探索



民主政治及民主集中制贯彻落实中的关键作用

与实施路径ꎮ
其次ꎬ协商与选举民主的结合可增进公民对

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ꎬ以促进民主集中制原

则的实施ꎮ 各级人民代表组织法是民主集中制

原则在基本法律层面的具体实施规范ꎬ其中也包

含了诸项有关“协商”机制的条款ꎮ 例如ꎬ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第 ８ 条和第 ４４ 条规定ꎬ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在不同行政区域内有关政治、经济、教育等

各方面的重大事项的决定ꎬ都需要经过“讨论”
程序ꎻ第 ２２ 条规定ꎬ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ꎬ查核

选举的数量需要主席团提交代表“讨论”后ꎬ进
行预选ꎻ第 ６０、６３ 条规定ꎬ在各级政府制定规章

或处理政府工作的重大问题时ꎬ须经各级政府常

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ꎮ 可见ꎬ讨论与协商

已经成了重大决策作出的必经程序ꎬ这也在某种

程度上丰富了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的概念内

涵ꎬ促进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ꎮ
最后ꎬ协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与决策的重要手段ꎬ其既可以

体现人大的民主属性ꎬ又能体现人大的集中需

求ꎮ 在«立法法»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都能发现对协商机

制的详细规定ꎬ而这些散见于法律法规中的“协
商”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听证、论证调研、审议辩

论等人大立法协商制度ꎬ意见咨询、民意测验等

人大决策和监督协商制度ꎬ正式代表候选人预选

等人大代表选举协商制度ꎬ人大常委会主任接待

日、人大代表述职评议等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等多种制度形式ꎮ〔４４〕另外ꎬ协商机制的运用还体

现在人民对人大的监督之中ꎬ其能够保障在人大

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既能做到尊重多数人的意愿ꎬ
又照顾到少数人的合理意见与要求ꎮ 在实现多

数人民主权利的同时ꎬ少数人的意见可以得到充

分的表达ꎬ使尊重多数和保护少数相统一ꎮ〔４５〕

(二)促进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的良性互动

«宪法»第 ３ 条明确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协

调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ꎬ即“中央和地方的国家

机构职权的划分ꎬ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ꎬ充
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ꎮ 关于如

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民主化ꎬ民主集中制的

基本规定是以中央领导与地方自治相结合ꎬ也有

学者将其解读为“在坚持中央领导的前提下ꎬ建
立地方利益的表达和平衡机制来促进中央决策

民主化”ꎮ〔４６〕而央地关系的民主化需要通过一定

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实现ꎮ 根据«宪法»的规定ꎬ
央地关系的民主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中央集权ꎬ
也不强调地方自治ꎬ而是在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保

障地方的民主参与ꎬ并允许地方对中央决策实施

民主监督ꎮ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协商机制则是推进

地方民主参与的重要手段ꎮ
协商作为一种决策机制ꎬ其在解决央地关系

上能克服民主集中制的实施不当所带来的诸多

风险ꎮ 一是协商能够通过充分的讨论缓和央地

冲突ꎬ以实现中央与地方在利益上的互动ꎬ有效

避免中央在权力组织与职权分配过度集中方面

的风险ꎮ〔４７〕在当下我国的权力机关运作中ꎬ无论

是中央还是地方ꎬ其公共决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着“目标错位”“非市场化”等问题ꎮ〔４８〕 由于对民

主与集中的程度把握不清ꎬ在地方政府决策中很

容易出现或是权限受上级制约ꎬ决策权力高度集

中等过度集中的情况ꎬ或是自主决策过于倚重经

济发展ꎬ决策制度不健全等倾向ꎮ〔４９〕 因此ꎬ在央

地关系及其决策中ꎬ协商机制的引入是极为必要

的ꎬ它不仅包含了民主的内在要求ꎬ也能够促进

中央和地方决策的科学化ꎮ
二是协商机制的引入可以平衡央地之间的

利益关系ꎬ通过协商机制灵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

权力界限ꎬ形成央地关系的良性互动ꎮ 多数学者

赞同央地关系法治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央地关系

中的地方自治与垂直管理问题ꎬ而其中赞同拓展

地方自治和分权的不是少数ꎮ〔５０〕 的确ꎬ地方政府

的角色定位及其权限的明确化是央地关系的核

心要素ꎮ 但无论是拓展地方自治还是分权ꎬ都是

将央地关系趋于对立的位置ꎬ这很难促进央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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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协调发展ꎮ 近些年来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化发展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多ꎮ 如

果缺乏良性的协调机制ꎬ地方可能通过非正常的

渠道来追求利益ꎬ这不仅可能损害其他地方的正

当利益ꎬ还可能造成权力寻租ꎬ滋生腐败ꎮ〔５１〕 因

此ꎬ建立一套能有效处理央地行政权限冲突的

“协商”机制ꎬ在央地之间形成协商对话和平等

沟通的渠道势在必行ꎮ 良性统筹协调机制的建

立ꎬ可能是重塑央地关系不可或缺的要件ꎬ也是

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手段ꎮ

四、结　 语

民主集中制作为宪法上的国家机构基本原

则ꎬ尚有理论上和制度上的丰富空间待发掘ꎮ 对

民主集中制“协商”要素的探讨仅是从过程论角

度探究民主集中制运作逻辑及其规范化的路径

之一ꎮ 将协商视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化与微观

机制ꎬ可以充分利用其公众参与的特征ꎬ将协商

广泛渗透到公权力的运行过程中ꎬ形成多元化的

民主治理形式ꎬ消除现有体制在实际运行中的障

碍ꎬ丰富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意涵ꎮ 不过ꎬ民
主集中制原则在基本法律法规中的具体化体现

出更为丰富的逻辑内涵ꎬ其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

应用模式及路径仍需学者们继续探索、发现与诠

释ꎮ 相比于文义解释与立法者原意解释来讲ꎬ从
过程论角度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加

以历史分析、制度建构与未来趋势的考察ꎬ或许

更有利于对其内涵的解读ꎮ 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本身也是动态发展的ꎬ不应拘泥于某种固有的定

义来限制这一原则的应用ꎬ这既不利于国家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ꎬ也无助于民主政治的

法治化进程ꎮ

注释:
〔１〕«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中国

政 府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４４９０２３. ｈｔｍꎮ

〔２〕«宪法»第 ３ 条ꎮ

〔３〕陈端洪:«中央地方关系中的民主集中制»ꎬ«中国—瑞

士“权力的纵向配置与地方治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ꎬ
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４５ 页ꎮ

〔４〕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ꎻ吴邦国:«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ꎮ
〔５〕王惠岩:«论民主与法制»ꎬ«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ꎮ
〔６〕张锡恩:«论民主集中制法制化»ꎬ«政治学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ꎮ
〔７〕主要研究成果详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

中制»ꎬ«中国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ꎻ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

则的功能主义解释»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ꎻ马岭:«我国现

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ꎬ«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还有对该原则是否能作为国家权力配置基本原

则的探讨ꎬ详见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ꎬ
«法学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８〕〔１４〕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ꎬ«中国

法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９〕〔１６〕〔１７〕〔１９〕〔２０〕〔２１〕〔２３〕〔２８〕张翔:«我国国家权

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ꎬ«中外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１０〕«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ꎬ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ꎮ
〔１１〕前期对民主集中制的法学研究主要成果有侯猛:«政

法传统中的民主集中制»ꎬ«法商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ꎻ韩大元: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ꎻ范进学等:«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原则研究»ꎬ北京:东方出版

社ꎬ２０１１ 年ꎻ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ꎬ«云

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２〕〔１５〕〔３３〕林彦:«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ꎬ«法学

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１３〕杜强强:«议行合一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ꎬ«法学

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１８〕刘松山:«运行中的宪法»ꎬ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

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５９ 页ꎻ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

原则»ꎬ«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ꎮ
〔２２〕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属性的讨论ꎬ参见杨光斌、

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ꎬ«政治学研

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２４〕其代表人物有尼克巴伯ꎬ杰里米沃尔德伦等ꎮ 主

要观点详见 Ｎ. Ｗ. Ｂａｒｂｅｒꎬ“Ｐｒｅｌｕ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６０ꎬ２００１ꎻＪｅｒｅｍｙ Ｗａｌｄｒｏｎꎬ“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４ꎬ２０１３ꎮ

〔２５〕〔２６〕〔英〕 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ꎬ郑戈

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２９０、２８８ 页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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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从功能主义角度看ꎬ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的权力配置

原则与西方的分权原则在注重功能与效率的核心价值上是雷同

的ꎮ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确性”内涵实际上与功能主义分权理

论的“功能适当原则”所体现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ꎬ即保证国家

决策的正确性ꎮ
〔２９〕赵宬斐:«民主集中制:过去、现在与未来»ꎬ«学术月

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ꎮ
〔３０〕对于民主集中制在宪法中的性质与地位ꎬ学界有不同

的观点ꎬ例如张翔教授、林彦教授将其定义为国家权力配置原

则ꎬ王旭教授则将其定义为国家机构原则ꎮ 笔者在此文中更赞

同王旭教授的观点ꎮ 相比于国家权力配置原则ꎬ国家机构原则

更具有包容性ꎬ并更能体现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决策过程以

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内涵ꎮ 因此ꎬ本文以下部分将沿

用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观点进行论述ꎮ
〔３１〕列宁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三重释义:在政体意义上ꎬ建立

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ꎬ较之联邦制能使地方享有更多的

自由和民主ꎻ在制度实施中ꎬ民主集中制要与地方自治、民族自

决等相结合ꎬ发挥民主集中制在民族融合与国家整合上的作用ꎻ
并且ꎬ作为国家机构配置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则亦是“民主集中制

共和国”的应有之义ꎬ列宁认为的民主集中制是处理国家内部中

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ꎬ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原则之意义ꎮ «列

宁选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３４６、３４８、５６４ 页ꎮ
〔３２〕«列宁全集»第 ３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３９ 页ꎮ
〔３４〕作为党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章

程»的总纲和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之中ꎬ成为党章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党章»规定ꎬ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

起来的ꎮ 民主集中制ꎬ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

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ꎬ其主要原则体现为“四个服从”、民主

选举、领导制度和上下级组织互相沟通等ꎮ «党章»中的民主集

中制有着明确而具体的实施细则ꎬ这源于执政党对作为党组原

则的民主集中制几十余年的改造与经验积累ꎮ 作为国家权力配

置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在«宪法»第 ３ 条之中ꎬ成为调整国家

机关权力关系的基本原则ꎮ 与党章相比ꎬ«宪法»对民主集中制

的规定是更加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该条款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具

体规定ꎬ即民主集中制的总原则(第 １ 款)、人大与人民的关系

(第 ２ 款)、中央层面的横向关系(第 ３ 款)和央地之间的纵向关

系(第 ４ 款)ꎮ

〔３５〕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

研究»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１７ 年ꎬ第 １４ 页ꎮ
〔３６〕韩大元:«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论析»ꎬ«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３７〕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ꎬ«法学

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ꎮ
〔３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８１９ － ８２０ 页ꎮ
〔３９〕〔４１〕杨光斌、乔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

制政体»ꎬ«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ꎮ
〔４０〕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ꎬ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９２ 页ꎮ
〔４２〕«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

意见›»ꎬ中国政府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１６７８４. ｈｔｍꎮ

〔４３〕«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实践和思考»ꎬ中国人大

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ｇｒｄｗ / ｎｐｃ / ｌｆｚｔ / ｒｌｙｗ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９７６１４. ｈｔｍꎮ

〔４４〕杨积堂:«立法协商的民主源起与制度建构»ꎬ«北京联

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４５〕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

的作用»ꎬ«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ꎮ
〔４６〕董泽文:«转型时期实现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民主化

的路径»ꎬ«前沿»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４７〕吕成:«协商民主———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的路

径选择»ꎬ«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４８〕戴艳军、赵东霞:«试论我国转型期的公共政策决策模

式»ꎬ«学术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４９〕许才明:«论县级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ꎬ

«理论导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５０〕杨海坤、金亮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

研讨»ꎬ«现代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ꎻ苗连营、王圭宇:«地方“人格

化”、财政分权与央地关系»ꎬ«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５１〕樊继达:«央地关系重塑:从政府职能配置的角度生

发»ꎬ«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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