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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 年中共開始進行改革開放，運用國家權力來主動支配法律的
制訂並決定法律制度變遷的路徑與速度。在全球化的浪潮過程中，為
了堅守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及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藉由提
出「依法治國」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概念，來
加強維繫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以及黨政關係之間的平衡點。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開始進
行相關法規的立法與修正，以符合國際法律框架並與世界接軌。法律
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大陸憲法體系透過法治來規範和限制政府的公
權力，並保護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從政策保障到法律保障，進而到
憲法保障的位階。
然而，為了避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衝擊的挑戰，以及有效維
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毛澤東率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
踐結合起來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到江澤民
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解釋、
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為出發點，對中國大陸現有的各種法律進行經
濟分析即是中國大陸法律體系在地化過程。
在中共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是政府放權讓利和市場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政府又非常積極
有為，干預非常廣泛。從以「先行先試」到「可複製」
、
「可推廣」的
創新立法制度經驗，推動經濟特區、自貿區與 RCEP 的設立，到習近
平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這些措施不僅契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
同時協助推廣中國大陸法治建設、中國模式的「在地全球化」的法治
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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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模式、在地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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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as used state power to
actively make laws and determine the path and speed of changes in the
legal system since the star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n order to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ideology and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proposed concepts such as “Rule of Law” and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Law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enhance the
regime's legitimacy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he PRC created and amended relative laws to conform to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after it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face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he PRC’s
constitutional system regulates and restricts public power through the rule
by law and protects the economic right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It
transform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nomic right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from policy guarantees to legal guarantees, and then to the level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However, there is a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legal system in the PRC.
To avoid the impact of Western capitalist values, and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Mao Zedong took the lead i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alter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establishmen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formation of Jiang Zemin's important thought of “the Theory
of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n Hu Jintao'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III

Development” all try to interpret and solve the PRC's real economic
problems an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laws gover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C'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pushes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transfer of
profit and the market continues to grow.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is very active and intervenes very extensively.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free trade zones, RCEPs, and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pilot policies to replicable
and extendable innovative legislative system. These measures not only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also help build rule
of law in mainland China and develop the strategy of “local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l.

Keywords: Legal Globalization, Legal Localization,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Law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 to
Chinese context, the Chinese model, Local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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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最重要的議題便是全球化浪潮的擴
大。全球化所帶來的科技革新，不僅改變了人們在地理位置上距離
的意義，也促進國際貿易的增長，形成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市場。紀
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對全球化提出這樣的觀點：「全球化並非
僅僅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而是關於我們生活中的時空轉換，距離
遙遠的地區所發生的各種事件，都比過去更為直接、更為迅速的對
我們發生影響。因此，全球化是一個範圍廣闊的進程，他受到政治
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的聯合推動，在建立在國際間新的秩序和力量
對比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1
全球化概念的引入，向人們提出了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即全球化的過程中伴隨著價值變遷、文化滲透、制度引進等因素，
其發展一路從經濟層面擴展至科技、文化、政治與法律，例如，經
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一體化對於國家利益的衝突、現代流行文化
透過資訊傳播迅速的感染全球，其對於傳統文化保存的價值間的抵
觸，以及全球化所引發關於國家主權是否弱化及國界是否消弭的關
係，甚至法律多元主義、世界法律、以及國家作為立法者和法律淵
源的地位如何整合或統合等問題。
然而作為全球化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對法律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國家在與他國進行貿易往來之際，或加入國際經貿組織，如世界貿
易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國際 貨 幣 基 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之類等，必然必須遵守組織的共同法律規則，因此，
須對國內相關經貿法律等規範或制度進行調整與修改，而其他相關

1

Anthony Giddens 著，鄭武國譯，《第三條路》
，台北：聯經，1999 年，頁 36。
1

之法律也必須做出相對應的配套與接軌。而在這樣的互動與法律適
用的過程中，對國內法律規範與制度變遷便會產生有形或無形的影
響。
相反的，若無法律及其規則的運作，經濟全球化便難以形成與
發展，若世界貿易組織沒有組織章程或法律規範，甚或沒有爭端解
決機制，則組織將無法運作（如同國際聯盟的失敗）
，亦無法發揮其
應有的功能，各國面對衝突或利益紛爭時，便只能以武力（權力）
一分高下，此發展將令人難以想像。因此，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複雜
的動態的法律與社會過程，而不僅僅是個「普遍性」（universality）
或「同一性」（homogeneity）的代名詞2。至於法律對經濟全球化能
起多大的作用，則涉及各國的政策選擇，及立法質量和法律機制的
問題。面對這樣的經濟與法律的互動關係，我們可以說在全球化的
過程中，透過技術與經濟層面的發展，必然涉及法律的問題，從而
對法律產生一定的影響，即法律協助全球化的發展，進而促發並加
速了法律全球化展現3。
全球化與在地化是兩種不同的邏輯概念，但本質上並非衝突性
的既存關係，透過有效的轉置，仍有良性互動的可能性4。法律全球
化不會導致全球法律的一體化，但法律之間的融合會在不同地區以
不同程度出現，並且全球範圍內法律的多樣化亦是不可被忽視的。
外來法的本土化過程所產生的衝突表現，可視為現代與傳統在法律
全球化過程中的融合過程。同時，承認存在共同特性，並同時尊重
差異、競爭和偶然性是必要的。

2

留永昭，〈「法律全球化」理論與實踐的初步研究〉，《「法律與全球化」學術討論會論
文集》
，法律與全球化：實踐背後的理論研討會，2003 年 11 月 10～13 日，頁 44。
3
于興中，〈自由主義法律價值與法律全球化〉，《「法律與全球化」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法律與全球化：實踐背後的理論研討會，2003 年 11 月 10～13 日，頁 1。
4
James N. Rosenau, Distant proximities: dynamics beyond globaliza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
2

而中國大陸自 1949 年建政之後，學習了來自於蘇聯的馬列主義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發展出不同於西方社會的規則與教條，且在
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下，這個時期的法律是為政治所服務
的，帶有領導者的思想綱領及政治性。但馬克思認為社會會隨著新
的生產方式的發展而重新改組，思想和行為方式則會隨著生產方式
的變革進行調整，因此政治、經濟環境調整的結果將會反映在法律
制度的變遷5。
1978 年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放棄社會主義中的計劃經濟體
制，採取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為了邁向市場經濟的急迫
性使其決定運用法律作為社會變遷的槓桿，用以驅動並規範對社會
的互動模式，而不是為社會習慣的需求進行再制度化6。因此法律被
視為是維持社會主義政治秩序，與黨的統治地位之工具，不僅用來
成為政策依據以實現制度的變遷，更可說是政治權力的運作和防護
機制7。而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大陸透過「以黨領政」的方式，藉
由法律控制滲透整體社會的全部領域。
在全球化的浪潮過程中，為了堅守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及維
持黨的領導地位，藉由提出「依法治國」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等概念，來加強維繫黨的合法性以及黨政關係之間
的平衡點，並透過法律的制訂，取得法律地位8。同時也因為經濟全
5

張波，
《馬克斯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路徑研究》
，北京：人民，2011 年，頁 89-91。
王文杰，《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第五版）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2017 年，頁
269。
7
Edward J. Epstein, Law and Legiti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n Pitman B.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 1994, p19.
Pitman B. Potter, Riding the Tiger: Legitimacy and legal Culture in Post-Mao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138, 1994, p.325.
張執中，
《中共黨國邊界的設定與延伸：歷史制度論的觀點》
，台北：韋伯，2008 年，
頁 47。
8
八二憲法序言中明白指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具有領導權，其領導地位是唯
一的。2004 年又將「三個代表」理論寫入憲法中，更加確立了黨的法律地位。
6

3

球化帶動的資本跨國界的流動，外資的引進與融入使得中國大陸面
臨各項體制的調整與變化，特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更不
得不進行相關法規的立法與修正，以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框架原
則並與國際接軌。
從全球化的發展來看，正處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大陸受到法律
全球化影響較大。雖然身為學習、引進或借鑑的角色，且處於在外
壓力與內在需求的雙重壓力下，仍找出國家利益之所在，透過法律
在地化的過程，發揮「後發國家」的優勢。法律體系中由於憲法為
國家的根本大法，經濟法則建構出國家經濟的總體方針、步驟與策
略，且憲法條文多為原則性的宣示，有賴於經濟法規的制訂與施行，
因此憲法與經濟法的建構與國家憲政體制的發展及國家整體運行的
走向息息相關，而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發展在黨的指導之下，面對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拉扯，應如何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基於上述動機與問題，本研究將系統性的分析中國大陸的公法
體系，並欲達成以下各項目的：
一、探究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建構基礎與黨的領導角色。
二、分析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法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過程。
三、分析中國大陸如何透過在地全球化推廣具有中國特色的法
制建設與經濟治理理念。
四、歸納出中國大陸在法律變遷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4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制度」一直以來是政治學研究的重心，傳統政治學著重於對
政治制度及典章的探討，並關注法律在政府治理中的地位，研究政
治等同於研究法律，但也因此被批評為一種僅限於靜態的、規範性
的研究。後來的「行為科學革命」，便開始重視個體層面行為的要素，
但卻因此忽略了總體層面制度與結構的影響。自 1970 年代，學界開
始對新興民主國家的穩定與維持展開探究，使得「制度」因素再度
成為分析的焦點，「新制度主義」因此興起。而相較於傳統制度研究
途徑，新制度主義更著重於制度選擇與變遷的過程與主動性角色因
素。
新制度論中的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利益極
大化來作為行動的依據，主張個體偏好是在既定的制度脈絡中產生
的，強調過程的重要性9。且強調制度變遷主要來自於對現行制度的
不滿足，其變遷模式有兩種：一種是由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
在利益的誘使下，自發性的發生；另一種是由上而下的強致性制度
變遷，主要來自於國家透過強制力加以實施10。而在變遷的過程當中，
歷史的進程、制度的選擇與人的行為並非是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
離不開前一段歷史制度以及環境條件的影響與制約11。
歷史制度論同時強調組織與制度的運作所面對的不只是理性利
益，還包括制度結構的強大慣性，此種慣性會使體系達到一種均衡，
而此種均衡正視抗拒制度變遷的主要力量12，而這種慣性被稱為制度

9

蔡相廷，〈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
《台北市立教育
大學學報》
，第 41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57。
10
王躍生，
《新制度主義》
，台北：揚智，1997 年，頁 82-94。
11
Jack A. Goldstone,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3, 1998, pp. 829-845.
12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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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強調微小和隨機的初始選擇會將制度
發展引入特定的路徑，一旦進入該路徑，將會決定未來的歷史軌跡，
同時受到既有制度和環境的制約，行動者在面臨選擇時，便會排除
或受限於路徑選擇的範圍，長期來看，其他路徑或許更為適合、有
效率，但「路徑依賴」的影響下，制度只會在既定的架構中發展或
變遷13。
因此，以歷史制度論中的「路徑依賴」途徑來分析制度，更能
剖析制度建構、發展與變遷的過程，對於制度內容與運作能有更深
一層的瞭解。透過此途徑來分析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法律全球化與
在地化，所要凸顯的是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主要來自於國家權力的
實施，透過法律的修訂與實施來推行既定的政策，但因受到既存的
社會主義思想基礎與堅持黨的領導等模式的影響以及西方價值的繼
受與引進，兩相權衡之下而建立起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憲法體系。也
就是中國大陸憲法體系在變遷的過程當中，受到路徑依賴現象的影
響，而囿限了未來發展的可能路線，並同時產生所謂的「中國特色」
的法律在地化現象。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而經濟法則是國家透過立法實現經濟
政策的結果。在中國大陸國家法規體系中，憲法和經濟法是具有高
度政治性的法律，關係著國家的運行與發展，因此，本研究將同時
採取法學研究途徑中的「分析實證學法」進行分析。「分析實證法學」
是運用法學分析理論，對於實證法規範進行解釋與適用，可分別從
立法論和解釋論兩方面著手。立法論著重於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原則，
解釋論則對於法規進行綜合性和個別性的瞭解，並注意法規間的相
互關係14。即本研究將從中國大陸歷次的憲法法典與八二憲法歷次的

13

曾建元，
〈歷史制度論探原〉，
《世新大學學報》
，第 11 期，2001 年，頁 195-206。
S. D. Krasner, Sovereignt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1, no. 1, 1988, pp.66-9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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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以及經濟法等相關規範切入，就法律規定的意旨及立法內容，
類型化出中國大陸憲法體系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發展。
在研究方法方面，將運用文獻分析法及演繹及歸納法研究方法。
由於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憲法體系，故研究過程是以廣泛蒐集的方
式，將海峽兩岸相關之專書、期刊、學術論文、報紙及政府出版品
等資料，予以整理分析，作為研究基礎，以深入瞭解研究中國大陸
憲法體系的思想基礎、建立歷程；並以演繹歸納研究方法，分別就
憲法與經濟法的法律的制訂與修正進行綜合分析。在兩相對照之下，
找出中國大陸如何透過黨的力量支配法律的制訂並決定法律制度變
遷的路徑，藉以類型化中國大陸憲法體系中哪些是屬於西方價值移
植與繼受的法律全球化路徑而來的，哪些則為堅持中國特色的法律
在地化路徑下的產物，同時佐以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內經濟改革和對
外開放的進程，歸納出中國大陸如何透過在地全球化推廣具有中國
特色的法制建設與經濟治理理念，據以評析中國大陸國家體制的發
展與未來改革的可能方向。
本文除了文獻分析法外，還運用演繹及歸納法，將法學和相關
學科的理論，對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演繹分析，
歸納和總結了法律引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對於法律引進研究，從演繹的邏輯思考，包括：第一，對西方
國家法律制度中某一問題的演繹分析；如果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的法
律制度是相同的，那麼第二個是對這個問題的一般法律制度的演繹
分析，這是從這種演繹發展中衍生出來的；第三個結論是，對這一
法律制度的分析可以解決中國大陸面臨的類似問題。
在本文的最後，在現有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共現狀，運用演
繹的方法，可以看出中共解決法律全球化與國家主權衝突的法律路
徑。筆者認為，中共在以下方面最大限度地解決了法律全球化與國
7

家主權的衝突：一是對主權的重新解釋，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二
是，法律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衝突，通過立法加以建制。本文通過
演繹法分析中共的法制化和全球化。總之，西方法律是在解決西方
問題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中共在發展中也可能出現或已經
面臨的法制困境。本研究採用演繹分析，做為研究中共引進西方法
律以及解決發展問題的一種分析方式。
在全球化的架構下，中共面臨著法律全球化的問題。法律全球
化是各國法律在全球範圍內趨向一致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律
引進現象必然出現在各個相關國家。法律全球化使法律引進成為必
然趨勢，並呈現出法律引進內容的多樣性。中國大陸對法律引進的
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末，時至今日，學者們仍在對法律引進進行不懈
的探索，筆者研究認為，法律自西方引進有著深刻的原因。在全球
化背景下，法律引進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熱點問題，也是法律
實踐中的難題，對中共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有重要的作用。
在此基礎上，筆者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對已有的理論成果進行了歸
納和總結，並進一步對法律引進理論進行了研究。法律引進是開發
中國家迅速建立適應經濟、政治、文化快速發展的法律文化和法律
體系的重要立法工具。
然而，中國大陸學者鄧正來認為，無條件引進西方先進的法律
制度，如果偏離中國文化傳統和習慣太多的制度變革，不僅無法使
引進的法律制度發揮應有的作用，而且會阻礙法制建設的實施。由
此，中國大陸法律引進應該以適合中國國情的方式為依據，以便西
方先進的法律制度、典故和規則能夠自然而然被中國大陸社會所接
受。15本文研究認為，中共要樹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引進理念，充
15

鄧正來，〈認識全球化的「問題化」進路—對中國法學「全球化論辯」中理論問題的
追究與開放〉，
《河北法學》
，2008 年第 2 期，頁 2-17。
鄧正來，〈作為一種「國家法與非國家法多元互動」的全球化進程—對「法律全球化」
爭辯的中立性批判〉，
《河北法學》
，2008 年第 3 期，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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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慮本土資源和民族心理，創造性地將引進的法律轉化為中共法
制建設的組成部分，可以為法律引進提供一個更加開放、全面的法
制環境。
此外，本文從法律引進的研究現狀出發，運用歸納法，分析了
全球化時代法律引進的特點。首先，分析了全球化對中國大陸法律
引進的影響；其次，論述了全球化衝擊下，中國大陸法律引進的取
向。從歸納分析的角度，學界對法律全球化的態度至少可以分為三
類：（1）法律全球化的積極推動者，（2）法律全球化的懷疑者，以
及（3）主張客觀評價、謹慎和積極回應的人。法律全球化的積極推
動者，通常從共同的全球貿易規則、處理全球問題所需的法律以及
世界各地法律的衝突和一體化的角度主張法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
的懷疑論者，則從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國家主權的現實合法
性以及法律是一種解決當地問題的角度，來質疑法律全球化。其他
學者則試圖從相對獨立的立場對法律全球化現象和理論做出相對客
觀的評估。在處理法律全球化問題上，主張審慎分析，反對絕對承
認主義和絕對懷疑主義。所有這些都需要在研究分析中，通過歸納
法進行分析和分類。
本文運用演繹及歸納法，對中共建政後不同歷史時期的法律引
進進行了演繹分析、總結和歸納比較。從縱向歷史上看，演繹分析
建政前後時期和改革開放後時期，重點歸納改革開放以來和中共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立法中的法律引進。本文研究了法律引進前的基
本引進理論，法律引進過程中的具體問題，以及引進後的經驗。.
本文著眼於法律引進的演繹歸納、法律邏輯解釋的演繹方法分
析、對中共政局的演繹分析，進行歸納研究。最後，研究演繹了法
律引進在中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特殊作用和價值，研
究歸納出，中共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9

下，通過規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逐步形成的。運
用演繹歸納的研究分析方法，中共法治建設在全球化背景下，仍面
臨新的挑戰，研究認為，法律引進能為中共法制建設道路，提供一
條有所依循的現代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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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以成文法為主，繼受大陸法系的體制，而
大陸法系在學理上一般將國家法律分為公法、私法兩大體系，其中
公法體系是關於公權力行使與控制的法律，主要包括憲法、行政法、
經濟法、刑法、刑事特別法與各種訴訟程式法；私法體系是關於人
身和財產關係的法律，主要包括民法、民事特別法與國際私法等。
但因中國大陸奉行社會主義制度，經濟上實行生產工具公有制，早
期否定私領域的存在16，所以在法律體系劃分上，與大陸法系的國家
大相逕庭。近年來，中國大陸部分學者逐漸意識到劃分公私法的意
涵，進而在各項研究中，採取公私法兩分的理論17，本研究即採取此
種分類方式分析中國大陸憲法體系。
中共建政以後，在 1954 年制訂了第一部憲法，雖然比較完善，
但學者認為無法反映社會主義改革後的國家狀況18；1975 年制訂的
憲法，則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成為一部極「左」派思想的
憲法，還來不及展開就被擱置。1978 年的憲法，總結了「文化大革
命」的理論與經驗，試圖恢復憲政秩序，但過渡性的特徵，使其一
制訂便面臨修改的命運。
1978 年 12 月，鄧小平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
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的講話，接著中共十一屆三
中全會透過公報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宣言，並提出
16

列寧即曾指出：
「我們不承認任何『私法』
，在我們看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均屬於
公法範圍，而不屬於私法範圍。」參見《列寧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1985 年，
頁 587。
17
周永坤，
《法理學—全球視野》三版，北京：法律，2010 年，頁 76-77。
18
蔡定劍，
《憲法精解》，北京：法律，2006 年，頁 64。
19
鄧小平，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鄧小平紀念網》
，
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531/c69113-300251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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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立法工作提到重要議程上20，而在全會前後制訂的憲法以及各類
公法制度，使得 1978 年成為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發展的起點，也可說
是社會主義邁向中國特色道路的轉折點。
因此，限於研究篇幅與研究能力，本研究中的憲法體系將限縮
於中國大陸歷次憲法修正與經濟法體系，行政法、刑法和刑事訴訟
法只是在個別地方或有涉及。

貳、研究架構
制度是「人類生活中人群所公認的、固定的行為模式；在此模
式中包含三種要素，那就是價值、規範及結構。但從政治行為論的
觀點，這三種要素只是制度的靜態性要素；而制度的動態（力）因
素卻被忽略了，這項動力要素就是人們的行為。因此，欲分析制度
的內涵，必須注意四項基本要素，即價值、規範、結構、人員（行
為）
，前三項可視為靜態要素，後一項則稱為動態要素。因此要真正
瞭解一項制度，不能只直接觀察其「形態及靜態面」
，更應該注意其
「時態和動態面」，除了做縱向的歷史考察，更應做橫向的生態或環
境考察，如此才能徹底瞭解一項制度的來龍去脈及其與周圍環境的

20

公報內容：「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
法必嚴，違法必究。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
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忠實於法律和制
度，忠實於人民利益，忠實於事實真相；要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通過）
〉，
《中國共產黨網》
，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64168/64563/65371/44419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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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21。
而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為社會主義法系之國家所發展出一套不同
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法律制度。其不僅承襲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基礎，
徹底發揚了政黨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並在經濟體
制的改革開放下，面臨市場化與私有化的需求，不得不發展出一套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制。因此本研究將同時參酌政治學
與法理學的觀點，以政治學為基礎，輔以法理學的分析，歸納憲法
體系發展，以其研判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依上述概念，本論文研究架構擬藉由伊斯頓（David Easton）提
出的系統理論模型22，具體觀察並分析中國大陸公法體系的法律全球
化與在地化過程，從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著手（input），包括中國大
陸憲法體系的源頭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以及
經濟全球化下的因應，並以歷史發展過程分別敘述黨的理念與角色
決定了法制發展的方向（process），展現在中國大陸憲法與經濟法的
制訂和修改歷程（output），從而剖析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全球化與
在地化的發展（feedback）。
（如圖一）
換言之，本文除了自縱向的歷史考察與理論分析外，對中國大
陸八二憲法歷次修正與經濟法體系不僅作義理靜態分析，亦同時兼
顧實際運作之動態分析。

21

陳德禹，
《中國現行公務人員考選制度的探討》
，台北：五南，1981 年，頁 14-21。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1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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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局勢

路徑選擇的過程
(Process)

推動制度變遷的力量
(Input)

國內情勢

制訂和修改歷程
(Output)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發展
(Feedback)

圖 1-1：論文研究架構圖（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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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核心概念與文獻分析
壹、核心概念
一、法律全球化的概念
法律全球化反應的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法律在精神、原則及程
式上，有著越來越少的差距及越來越多的調和、吸收甚至部分的統
合或整合的現象。但，法律全球化絕不能僅僅理解為法律美國化，
而是不同國家的法律制度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吸收，借鑑對方有效
的制度和成功的經驗，即不同法系間互相的學習、滲透與交融。
法律全球化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切入，包括「法律全球化」的
內容以及國家控制力的大小。
從「法律全球化」的內容來看，主要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呈現：
國內法的國際化和國際法的國內化23。國內法的國際化，即是在一國
或一地區因處於經濟或政治的霸權地位，使其將範圍內通行的法律
制度或法律文化，傳播或流通於全球。首先在私法領域，從十九世
紀中葉以來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編纂法典運動，到二十
一世紀民商法體系的統合；公法領域部分，則是從歐美建立的憲法
法院、憲法委員會或司法審查制度，到行政法體系中各國政府組織
的對應等。
而國際法的國內化，則是國際條約、國際組織的規章轉變為對
內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其轉變的方法就國際層面而言，以加
入、批准或簽署的方式，使其有國內法地位；而在國內層面部分，
則將其內容入憲、或透過憲法解釋、特別法案的模式，使其成為國
內法的一部份24。由於越來越多國家加入某些重要的條約或特定功能
23

朱景文，
《比較法總論》
（第二版）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 年，頁 334-336。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之方法與策略》，台北：行
政院研考會，2003 年，頁 1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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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組織中，從而使該條約或組織的規則成為全球性的規則，如
歐盟的《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透過各會員國的議會的批
准後，將確認《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對各成員國的法律約束力；而《公民及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等更是法律全球化在國際法的國內法
化的最佳例證。
由上述兩種法律全球化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內法的國
際化是個別法律發達國家的向外推廣的法律潮流，是一種較為弱勢
的法律全球化；國際法的國內化在此指的則不僅僅包括傳統所謂的
國際法，還包含新的、公認的，被稱為是世界法或全球法的規則體
系，為一種較為強勢的法律全球化，使各國的國內法必須依照其標
準來加以調整或修正。
而從國家控制力大小來看，則與法律引進的主、被動性有關25。
法律引進是法律全球化的重要途徑之一。主動性的法律引進是一個
獨立主權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法律或國際法的有意識、自覺的、無外
來強制與壓迫的法律引進；且在此情況下，國家可自行控制或決定
欲選擇引進的法律規範、原則與文化或參與的國際條約、組織。而
現今的法律引進多為主動性的，且其借鑑的並不侷限於一個國家，
往往一部法律中，某些部分來自於大陸法系，某些來自英美法系，
某些則來自對於國際法規則的落實與實踐。
被動性的法律引進則是受到外來強制與壓迫，而非自覺性的引
25

同註 6，頁 46-48。
巨克毅、許震宇，〈全球化下的超國界法律治理〉，「第二屆中山學術與社會科學研討
會」
，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5 年 11 月 11 日，頁 11-12。
何勤華主編，
《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頁 115-118，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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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如二十世紀末，共產國家朝向市場經濟的改革或亞洲金融風暴
引發的經濟風波，歐美國家或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透過經濟
方案的提出，要求這類國家改革自己國內的經濟和法律制度，才能
得到相關的援助及貸款。在此情況下，國家對於國際法與國外法的
引進方面，在為求援助及避免受到邊緣化的壓力下不得不全盤接受，
使國家的選擇性與控制力相對較小。
法律全球化最明顯的影響便是對國家的挑戰，包括主權的弱化
與否，以及霸權主義的擴張。
法律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經濟緊密關係，使得各國的法律相
互聯繫的廣度（從民商法擴及行政法、刑法、訴訟法）、深度（從具
體的法律規範到法律的原則、精神）、及速度（法律資訊以網路的方
式迅速傳播）急遽激增，且在相互借鑑、引進、融合日益明顯下，
不同法系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再加上國際法、國家間的條約、協定、
各種國際性、地區性組織的章程、規則越來越多，其作用越來越顯
著，從而使國家法律可以發揮的範圍實際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這樣的限制並非表示就此弱化國家主權或甚或消弭國家的界限。
各國在簽訂國際條約、參與國際組織，甚至引進、借鑑他國法律時，
仍是以「國家」的主權意識進行參與及制訂，並且有自由意志，透
過國際交往，選擇是否參與法律全球化的進程，以尋求國家最大的
利益。因此，這樣的限制，不能就此與主權的弱化或國界的消弭畫
上等號26。
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開發的國家亦透過在國際社
會中的主導地位，鼓吹主權讓渡、弱化的理論，說服發展中的國家
加入全球規範體系，再憑藉經濟援助方案或法律發展運動，參與這

26

巨克毅、許震宇，同前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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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國家的立法和法學教育，並宣稱使其法律體系「與國際接軌」27。
這樣的手段無非是希望更多開發中國家受其控制，並爭取其在全球
經濟體系中的最大獲利。如此所形成的法律引進便是一種透過霸權
主義擴張下的壓迫與侵擾所產生的法律全球化。
然而，面對霸權主義的擴張，國家是否應該固守傳統主權觀念，
而無視於法律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其實不然。法律全球化雖然看
似是對國家主權的一種限制，但國家仍是重要的權力主體，在國際
層面，為國際規則的主要參與者，在國內層面則是法律體系與制度
的制訂者和實施者。因此，法律全球化雖然模糊了國家的界線，並
對國家主權帶來了若干限制，但同時亦在重塑國家的自主性。這樣
的自主性便是在全球化的同質性中，表現出異質性的價值，即法律
在地化。

二、法律在地化的概念
Robertson 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相對自主的過程，其核心動力包括
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此一雙重過程28。就如同 Giddens
認為的，全球化也在「向下滲透」，它創造了新的需求、也創造了重
建地方認同的新的可能性29。因此，在地化必須立基於全球化之下才
能發揮其功效。於是在全球化脈絡下，地域性的思想或行為模式的
發展經常兼具全球與在地的特色，在地轉變（local transformation）
實際上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30。全球化的發生以在地化的形式展現，
而在地化的運作又內含全球化的作用，兩者的關係既依賴又自主，
27

張婷婷，
〈淺談法的全球化與法的本土化〉
，《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
，第 143 期，2008
年，頁 13。
28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177-178.
29
同註 1，頁 36-37。
30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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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一體兩面。在地化藉由全球化的刺激，產生了創新性的抵抗因
數，使得強化了在地化意識的覺醒，透過文化、環境、法律、經濟
消費等方面抵制全球化的影響，以保障「在地」的認同與特色的存
續31。
全球化對國內法律的作用主要在於政策的選擇：包括立法質量
和整個法律機制（包括立法、執法、司法等等之間的各個環節）的
問題。全球化本身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國際性原則與標準、規則規範
為世界各國共同接納和遵守，但各國在接納和遵守這些標準和規範
時，又往往與本國的傳統和特徵結合起來使之在地化。
法律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和一般意識與觀念
的展現，任何國家的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同時也是文化
的一種表現形式，不經過一定的在地化過程，就不容易從一種文化
引進到另一種文化32。我們必須承認法律全球化趨勢的客觀存在，也
不能否認每個國家法律體系的民族性與地方特色。法律全球化不意
味著法律一體化，法律趨同也不代表否認個別國家的法律差異性。
法律全球化也不代表國際間要有一套共同的法律體系和統一的
法典。法律的理想為公平正義，除了經濟因素會對法律產生影響外，
文化、道德等因素亦對法律產生影響。引進或學習他國法律的規範
或文化制度的過程中，進行對本國法律規範或制度的改造，並融合
自身的文化價值與環境需求，進而成為適合本國的法律，即為法律
在地化的過程33。
所以，法律在地化並非原封不動的將傳統價值、規範制訂於法
律之中，而是回應全球化的影響，從而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標準與規
31

莊麗蘭、楊睿雲，〈重要國際組織對全球在地化因應初探〉
，
《研考雙月刊》
，第 31 卷
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87。
32
張執中， 同註 7，頁 57。
33
同註 9，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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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在地化強調的是關注國內需求，並重新型塑原屬於國內層級的
利益、價值與文化，定調在地關懷，維護本國人民權益，屬於強化
在地聯繫與整體性的思維邏輯34。然而，國家在法律在地化的過程中
可能遭遇的困境有三35：
第一，法律在地化並非原封不動的將傳統價值、規範制訂於法
律之中，而是回應全球化的影響，從而發展出因地制宜的標準與規
範。因此，在面臨法律全球化大舉壓境之際，應如何避免被迫全盤
接受，而以自身的權益、內部的需求進行改革。
第二，如何將法律全球化帶來的新的法律文化、原則、體系與
傳統價值、在地權益之間做取捨選擇並保留部分加以重新組合。
第三，這些因全球化引進來的法律，可能出現與在地的傳統法
制精神內涵有所抵觸，而出現抗拒與不適應。因此，除了法律條文、
結構體系與政府組織的改革外，社會結構和人民的思想觀念如何進
一步的更新，亦是法律在地化的過程中一大考驗。

貳、文獻分析
早期中國大陸探討法律體系相關的文獻並不多，一方面受限於
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在以黨領政的情況下，缺
乏依法治國的概念。直至 80 年代後中國大陸因經濟體制的改革，帶
動了法律制度的變遷，才逐漸出現專門研究憲法、行政法方面的論
著；1987 年開始中國大陸行政法因應法律體系的變革跨入現代化的
34

錢怡婷，〈全球在地化：珠三角台商投資策略與佈局〉，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6 年，頁 20。
35
同註 7，頁 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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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36，加上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與影響，使得相關著作的數量
大為增加。而兩岸開放交流後，雙方法律相互聯繫的廣度（從民商
法擴及行政法、刑法、訴訟法）、深度（從具體的法律規範到法律的
原則、精神）
、及速度（法律資訊以網路的方式迅速傳播）急遽激增，
亦吸引著台灣的學者投入相關研究。

因此，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茲就
文獻內容分類整理成表格如下：
一、官方出版品
表 1-1：官方出版品相關文獻
著作

作者

出處

研究內容與貢獻

十一屆三中 中共 中央 專書

收錄自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至

全會以來黨 文獻 研究

十五屆一中全會近 20 年間，中國共

的歷次全國 室編37

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

代表大會中

通過的重要檔，包括中央委員會的

央全會重要

報告、黨章及黨章修正案、決議、

文件選編

決定和公報等。這些文獻，反映了
鄧小平理論、路線、方針形成與發
展的過程。

十二～十七 中共 中央 系 列 本系列叢書收錄從 1982 年 9 月中共
大以來重要 文獻 研究 叢書
文獻選編

室編38

十二大至 2010 年 10 月十七屆五中
全會這段時間的重要文獻，其中包

36

陳新民教授以六項標準來界定中國大陸行政法體系跨入現代化的里程：1.行政訴訟制
度的建立、2.確定依法行政及建立法治國家的大方向、3.《國家賠償法》的公佈、4.行
政罰制度的建立、5.行政復議的更新、6.法規立法制度的更新。陳新民，
《中國行政法
學原理》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2 年，頁 5-6。
3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
文件選編》
，北京：中央文獻，2007 年。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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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發
出的檔案、法律、條例，黨和國家
領導人的文章、報告、講話等。完
整呈現中國共產黨自改革開放以來
的理論、思想、建設的歷史過程。
中華人民共 全國 人大 期刊

本公報主要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

和國全國人 常委 會辦

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

民代表大會 公廳編39

過的法律、決定、決議、報告、人

常務委員會

事任免以及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

公報

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的工作報告和檢查法律執行情況
的報告。可從中觀察到中華人民共
和國立法動態、法律草案的審議以
及法制建設的過程。

中華人民共 全國 人大 系 列 本系列叢書收錄自第六屆起歷屆全
和國歷屆全 常委 員會 叢書

國人大各次會議中的政府各項工作

國人民大會 辦公 廳編

報告，法律、條例修正決議等。

會議文件匯

40

編
中華人民共 全國 人大 專書

收錄從 1949 年至 1990 年這段時間

和國人民代 常委 會辦

歷屆人民代表大會的重要文獻。

表大會文獻 公廳 研究
資 料 匯 編 室編41
1949-1990
中華人民共 全國 人大 專書

本書收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部

2011 年。
39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
（期刊）
，北京：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1957 年40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文件匯編》，
北京：人民，1984 年-。
41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匯編
1949-1990》
，北京：中國民主法制，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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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憲法及 常委 會辦

憲法、共同綱領以及各個憲法的修

有關資料匯 公廳 聯絡

正案、憲法修改報告以及相關檔及

編

局編42

論文。完整呈現了中國大陸憲法的
演進過程及原貌。

中國特色社 全國 人大 專書

系統性的整理、說明具有中國特色

會主義法律 常委 會法

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過程、

體系讀本

制工 作委

特徵以及構成，並摘錄了重要領導

員會 研究

人在各項會議或研討會式的講話。

室編著43

本書雖然為學習式的法律讀本，但
仍可藉此瞭解中國大陸重要領導人
對於法制建設的相關理念與論述。

二、中國大陸法制變遷部分：
表 1-2：中國大陸法制變遷相關文獻
研究著作

研究者

出處

研究內容與貢獻

嬗 變 中 的 中 王文杰44 專書

本書認為中國大陸法律制度的變遷

國大陸法制

歷程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前
進，而以時間作為階段劃分，輔以
法制發展因素交錯檢視，全面性的
探討中國大陸從計畫走向市場的法
律制度變遷歷程。本書並隨著中國
大陸法制的變革幾度進行增刪，叩
緊兩岸互動關係以及中國大陸法律
體系的變化做了補充跟分析。堪稱
是國內研究中國大陸法治變遷最與

42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聯絡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有關資料匯編》，北京：
中國民主法制，1990 年。
43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讀本》，
北京：中國法制，2011 年。
44
王文杰，
《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
（第五版）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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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俱進的專書。
公 法 的 制 度 韓大元45 專書

本書主要以中國大陸公法領域修憲

變遷

（1982 年憲法和以後的四次修憲）
和重大法律的制訂為主軸，揭示中
國大陸公法制度在過去三十年的變
革。

改 革 開 放 後 何福居46 學 位 本文以時間序列方式，藉由大陸經
大陸法制之

論文

濟體制的轉型與法制改革軌跡的路

變 遷—經 濟

線，探討大陸經濟體制轉型時法律

體制轉型與

制度與之進行相適應之調整歷程。

法制接軌之

本文的主要發現為中國大陸經濟改

互動

革與法制變遷的互動模式有三：先
改革後立法、先立法後改革以及立
法改革同步進行。

從 馬 克 斯 社 雷武君47 學 位 本文不同於其他法制變遷的研究，
會衝突論論

論文

以馬克斯社會衝突論為評量工具，

中國大陸地

探討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變遷及法

區法制變革

制變革的內、外在衝突所在，進一

之影響

步探討從法制變革的所引發中國大
陸基本意識型態問題。

中 共 法 律 體 王 泰 銓 期 刊 本文說明中國大陸法律體系不同於
系之探討

謝英吉48 論文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處，並就法律
體系的劃分分別介紹說明中國大陸
法律體系的構成部門。

中 國 大 陸 改 蔡盈慈49 學 位 本文主要針對中國大陸八二憲法的
45

韓大元，
《公法的制度變遷》，北京：北京大學，2009 年。
何福居，《改革開放後大陸法制之變遷—經濟體制轉型與法制接軌之互動》，東華大
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47
雷武君，《從馬克斯社會衝突論論中國大陸地區法制變革之影響》，中山大學大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48
王泰銓、謝英吉，〈中共法律體系之探討〉
，《萬國法律》
，91 期，1997 年，頁 46-64。
49
蔡盈慈，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憲法修改之研究（1988-2004）
》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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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後憲

論文

四次修改之過程與內容進行分析探

法修改之研

討，發現中國大陸的修憲過程中，

究

主導者即為中國共產黨，即以黨的

（1988-

2004)

決策作為重要的憲法修改方向，可
稱其為一種獨特的「黨主立憲」模
式，而憲法的修改內容在於反映改
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社會政經體制的
轉型。

海 峽 兩 岸 憲 陳彥希50 學 位 本論文以中國大陸的八二憲法與其
政改革之比

論文

較研究

後的四次修憲、以及台灣自 1991 年
以來的七次修憲進行比較分析，目
的在於窺探兩岸在憲政體制改革上
所呈現出之不同樣貌與差異，並就
兩岸對於憲政改革的走向分別探討
說明。

三、法律全球化與在地化部分：
表 1-3：法律全球化與在地化相關文獻
研究著作

研究者

出處

研究內容與貢獻

法 的 全 球 化 李 炳 南 專書

本書從法學的觀點來看全球化，也

和 全 球 化 的 主編51

從全球化的視角來看法學，分別以

法

法學之公法及私法領域，及其全球
化中之哲學、財經、政治、社會及
女性主義等學門之理論與實務進行
跨領域結合與交叉研究

50

陳彥希，《海峽兩岸憲政改革之比較研究》，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
51
李炳南主編，《法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法》
，台北：揚智，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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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移 植 與 何勤華52 專書

本文為中國大陸全國外國法制研究

法的本土化

會第十三屆年會論文集，主題為：
「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透過
討論進一步瞭解法律移植的內涵、
必要性和與國家主權等的關聯性。

從 全 球 化 觀 賴琬妮53 學 位 本論文以融資租賃法制較完備之國
點論國際融

論文

資租賃法

家為研究對象，比較探討融資租賃
議題上有關法律、會計、租稅及監
管等相關法制之規範，參酌現行國
際法規範，進以分析國際融資租賃
法制是否已存在全球化之趨勢，甚
或有共同法之出現。

超 國 界 法 律 許震宇54 學 位 本文認為全球化的發展，將使得法
治理與全球

論文

秩序建構

律體系面對調整和挑戰，法律全球
化 便成 為 必 然 的 趨 勢 。 因 此 提 出
「超國界的法律治理」概念，跳脫
出以往「法治」（ruleoflaw）或「法
制 」（rulebylaw）的 論 點 ， 建 構 法
律和法律秩序的多元化。

中 國 大 陸 意 黃清賢55 專書

本書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探討中國

識 型 態—全

大陸歷任領導者的意識型態，透過

球化與在地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闡述中國

化的辯證

大陸意識型態的發展與未來。

誰 的 中 國 ？ 李梅玲56 學 位 本論文探討中國模式的存在與否，
誰的模式？

論文

以及能否對外輸出。 作者認為「中

52

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
賴琬妮，《從全球化觀點論國際融資租賃法》，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54
許震宇，《超國界法律治理與全球秩序建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
55
黃清賢，
《中國大陸意識型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辯證》
，台北：新文京，2008 年。
56
李梅玲，《誰的中國？誰的模式？普遍性與特殊性之辯》，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3 年。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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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與特

國模式」是主觀認知的結果，反映

殊性之辯

出中西方學者各自的情感傾向及預
設認知。「中國模式」既是一種特
殊的發展存在，也可以是含括具有
普世性質的中國價值。

中 共 意 識 形 蕭衡鍾57 學 位 本論文探討「社會主義中國化」以
態的政權建

論文

及 「社 會 主 義 現 代 化 」 下 ， 對 於

構：經濟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建設之

礎與專政理

實踐經驗。

論之探討

此外，中國大陸關於上述後三個部分的期刊論文如過江之鯽，
在此不一一羅列，論點特殊者將在後續研究中分別引述之。

而從上述的文獻整理可發現，大部分的研究皆是以法理學的觀
點切入，以歷史發展的脈絡進行探討，且多以原則、原理的方式，
單純就法律方面，分析、比較中國大陸法制（或個別法律）的發展。
但中國大陸對於法律的制訂以及決定法律制度變遷的路徑與速度其
實主要是透過「以黨領政」的方式，即運用國家權力來主動支配。
自 1978 年歷次憲法的修正以及各個法律體系的建立，都是先以中國
共產黨的決議通過後，再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討論與修正。
因此，在研究中國大陸法律制度變遷的過程中，不能忽略中國共產
黨的角色及其相關文獻。因此本研究將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以官
方出版品為主，結合上述文獻之精華，從政治學與法律學的觀點出
發，以系統理論的架構，探討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變遷與發展，梳

57

蕭衡鍾，《中共意識形態的政權建構：經濟基礎與專政理論之探討》，中國文化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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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憲法和經濟法體系，歸納、類型化中國大陸憲法體系在法律全球
化與在地化的發展；進而分析中國大陸如何透過在地全球化推廣具
有中國特色的法制建設與經濟治理理念，以期研判中國大陸國家體
制發展與未來可能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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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發展進程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撰寫的《美國與中國》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書，於 1948 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回顧這本
書，主要是對中國歷史的通俗介紹，但在當時對於美國讀者來說仍然
是難得一見研究中國的書籍。費正清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表示失
望，並對中國共產黨寄予厚望。費正清對毛澤東的評論：「一個 28 歲
的男人和其他十幾個人組成共產黨並在接下來的 50 年掌權，組織和
改革了中國大陸和社會人民，改變了山河，這項成就的歷史是前所未
有的。」1費認為中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似乎是有其特殊性的。費正清
的學生班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改寫博士論文，在 1951
年出版了後來頗具盛名的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文中他率先使用了「毛
（澤東）主義」（Maoism）以作為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的區別。

第一節 憲法體系的建構基礎
壹、意識形態與特殊性
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階段論：
馬克思與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是根源
於資本主義並從其發展出來的。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不
是在自己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是來自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發展出
來的。
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有個大前提要件的，該要
件就是：社會主義是在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生產社會化程度極高的
1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54-56.
29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的。因此社會主義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方
面，仍然具有資本主義社會原始痕跡。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共產
主義並不是狹隘地域性的，它必須建立在生產力和對外交往的普遍
發展的基礎上2。然而現實社會主義不能簡單套用馬克思、恩格斯所
設想的理想社會的特徵。對中國大陸而言，應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
預見未來社會的科學方法，科學分析所處的歷史方位與時代環境，結
合中國特色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道路上，首先，中國大陸社會主義誕
生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和工業化初期、
沒有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中國大陸所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正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屬於馬克思講的過渡時期。正如鄧
小平所說：「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
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才能說真正搞了社會主義，
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
上走。」3
其次，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處在資本主義陣營的包圍下，處在西
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掌握話語權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的浪
潮，可以加速累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物質基礎，但同時也
存在著可能西化的風險。
從過去到現在，中國大陸當局一直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
主義建設道路。故在 1982 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
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他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
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
國經驗。但是，照搬照抄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1995 年，頁 86-87。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1994 年，頁 2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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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同我國的具體
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
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

二、國家與社會的特殊性：
（一）經濟的特殊性
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特殊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
是因為它產生在特殊的經濟條件之下，有著特殊的歷史前提作為背
景，面對的是特殊的基本矛盾，而中國大陸現階段所要完成的則是特
殊的歷史任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其特殊的經濟條件和歷史前提。
它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藉以產生的經濟條件不同。科學社會主
義產生的條件，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滅亡的條件，而且是世界性的。
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和限制已經嚴重束縛、阻礙、
破壞了生產力，使其在全球經濟危機後無法重生；另一方面，共產主
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內部矛盾
中創造出來的。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歷史發展現實中並不具備這樣的
條件。
中國共產黨認為在建政以前的中國，非常落後的小農經濟和自
然經濟是中國大陸的主體，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現代工業產值不足
10%。因此，中國大陸開始朝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要件，並不是資
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是生產力的承擔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身，不是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
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占主導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馬克
思將人類社會畫分為三大社會形態的理論，中國大陸是屬於還未完

4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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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歷史任務、不具備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階
段。而所謂第二階段就是物的依賴關係階段，其任務是透過普遍化的
商品生產和雇傭勞動方式發展生產力5。
中共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特殊基本矛盾的產物。人類社會
的基本矛盾，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
之間的矛盾。由於經濟條件的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科
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也不相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
基本矛盾，是生產目的和實現手段的矛盾。生產的目的是剩餘價值，
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是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充資本規模。這
就一方面導致了生產能力過剩和消費能力不足的矛盾，從而導致週
期性的經濟危機；另一方面，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
矛盾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佔有關係之間不相容，要解決這個矛
盾必然會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但是，中國大陸之所以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是因為這樣的
基本矛盾促使而成，而是基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有的基本矛盾。
儘管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立，存在於一定的範圍內，但並不是主
要矛盾。這個特有的基本矛盾導致了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而民主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大陸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過去許多人沒
有搞清楚甚至混淆了基本矛盾的區別，以為中國大陸走上社會主義
道路也是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
矛盾。正是由於對基本矛盾判斷的失誤，導致了中國大陸以消滅私有
制和雇傭勞動為宗旨的激進社會主義革命。

5

陳文通，
〈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性〉
，
《科學社會主義學刊》
，2009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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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的特殊性
中共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面臨的是特殊的歷史任務。中國
大陸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後的初級階段，所面臨的歷史任務與共產
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任務不同。這個階段的歷史任務不是立即徹底
消滅剝削和階級，也不是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成就的基礎上，更進
一步的實現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而是實現發達資本主義
國家已經完成的任務。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
是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產力水準遠遠落後於發達的資本
主義國家，這就決定我們必須經歷一個很長的初級階段，去實現別的
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
現代化。」6
這就是說，中國大陸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後所必須要面臨的問
題，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問題，而是原本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
現的任務；不是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面臨的任務，而是落後國家沿
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中共認為社會主義的
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問題是，中國大陸現階段發展生產力的任
務，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任務，而是建設出具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任務。

（三）制度的特殊性
從政治體制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共產黨的領導、人民
當家做主、依法治國結合起來的建設。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主要組成元素，又是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必要條件。

6

《經典的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原著選編》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13
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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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第一，中國是一
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實行聯邦制，而是在單一制下實行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這個制度把國家的集中統一與少數民族的地方區域
自治結合起來，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結合起來。
第二，要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
的政治制度，其優勢和特點在於把民主和效率結合起來，同時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也是人民當家做主、行使國家權力的根本途徑和形式，
透過推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
基礎。但是，中國大陸人治色彩過於濃厚，這個主要問題，就間接說
明中國大陸要走向真正的法治道路還有一段距離，現實層面上，中
國大陸缺乏完整的監督機制，所以法制觀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
展過程中需要加強的。
第三，在政黨制度上，則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
政治協商制度，而不運用西方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中國大陸的多黨
合作制度，雖然也使用了多黨的提法，卻與西方的多黨制有著根本
上的差異。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
發展的動力，無產階級政黨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始終代表廣大人
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過去的一切運
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牟利的運動。」7
因此，中國大陸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
堅持其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點。共產黨的領
導是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條件，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
本方略。三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內涵所在，也是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2009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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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觀的基礎，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制觀展現出其與西方不同的特殊性。

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法律體系
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黨認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宗旨，是始終
堅持保障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實現共同富裕的宗旨。
這不僅突顯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唯一宗旨，也突顯了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根本目的。馬克思曾經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
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
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
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9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使每個人獲得
自由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理念，也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
的思想。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
絕無私利可圖。」10鄧小平將黨員的任務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
服務，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做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11這些論述
都闡述了中國共產黨所欲展現出來的本質特徵是代表中國大陸人民
的根本利益。同時，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各項確立，
說明人民當家作主的概念，為中國大陸人民的自由發展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激發了中國大陸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實現共同富裕的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2009 年，3 頁。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2009 年，666 頁。
10
《毛澤東選集》第 3 卷，北京：人民，1991 年，809 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 1 卷，北京：人民，1994 年，257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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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邁進了一大步，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它繼承了社會主義制度
的優勢，又因為符合實際而具有靈活性，具有其他社會制度沒有的優
勢。
一是有利於做出長遠規劃，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當局的重大決策
因為不受選舉政治的影響，從而能夠為人民的長遠利益和國家長期
發展做出規劃。二是決策高效，沒有反對黨的杯葛，沒有西方國家議
而不決的情形，可以迅速做出決策。三是集中力量，統籌規劃。四是
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不會因為政黨鬥爭
而四分五裂。五是開放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借鑑其他各種
社會制度的益處，並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實現自我發展與完善12。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環境與特點。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大陸實行的特殊
性不在於其獨特的民族特色，而在於是一種特殊歷史形態的社會主
義，走了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傳統社會主義道路、
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相比較，在社會主義形態、經濟條件和歷史任
務、發展道路和轉變過程、發展階段和社會形態、經濟形式和經濟關
係以及政治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它以特殊的
方式擺脫資本的絕對統治，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它以獨
特的經濟形式和經濟關係完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歷史任務13。
而從社會主義屬性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性表現
在以下幾點：

12

同上註，頁 9。
張婷婷，
〈淺談法的全球化與法的本土化〉
，
《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
，第 143 期，
2008 年，頁 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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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公有制為基礎。公有制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徵，
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
第二，具有廣泛的民主性。經濟上的公有制為實現真正的人民
民主創造基本條件，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
實現人民民主。
第三，自我發展及完善。公有制在根本上解決了生產力和生產
關係的相互矛盾，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透過改革進而
從中實現自我發展及自我完善。
中國大陸學者肖貴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由根本
制度、基本制度、具體制度和體制機制相統一的制度體系。根本和基
本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處於一個主導地位，規範了
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象徵著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
和宏觀結構，決定著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屬性。具體制度則在制度體
系中規範著社會的發展階段和運行方式，象徵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的基本形勢和中觀結構。體制機制是制度的具體化和實現方式，是微
觀領域的組織制度及組織運行，是制度體系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的各個組成部分，在目標上、邏輯上是
一致的，同時又以靈活的適應性保持著制度體系與社會現實的互動，
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整體上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性質，又
充分適應了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要求14。
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形成的發展核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包括經濟、政治、文
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一系列綜合制度體系，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
完善和發展，具體表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

14

肖貴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問題研究》
，北京：人民，2013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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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也強調：「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正是新的社會生活的基本
因素，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1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由中國大陸人民創造出來的，所以由人民
當家作主，才能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
含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
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一系列基本
政治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等的一系列具體制度。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完
善的重要基礎，從它的價值來看，勢必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有著相容性，也具有相同的理論基礎。馬克斯列寧主義是一種科學
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大陸的國
情和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就是中國共產黨認為最為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及長期堅持的指導
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都建立
在這些共同的理論基礎之上。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伴隨著中國共產黨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而逐漸產生的。一方面，
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展，為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構，提供了實踐基礎和實踐經驗。改革開放、現
代化建設越向前邁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就越深刻，對健全和完善

15

《列寧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1985 年，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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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制度的要求也就越迫切，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所
依賴的基礎也就越紮實。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構圍繞於改革開放
的整個過程，「沒有全社會的安定團結，經濟建設搞不成，經濟體制
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搞不成。」1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
的過程當中，中國大陸應該妥善的處理法律穩定性和改革之後產生
的變動性之間的關係，為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的開展提供法制環境，並積極發揮進步、規範、指引和保障的作
用，鞏固已取得的成果，同時又以完善的法制基礎開創新局。
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反映出中國大陸的整體利益和人
民利益，透過憲法和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大陸的根本制度和任
務，明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性。2004 年中
國大陸的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納入其憲法。該
憲法明確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國
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上開規定的
可以做這樣的解讀，就是中國大陸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長期發展的成果和選
擇，是中國大陸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從制度上、法律上為中國大陸朝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前進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及法制根基。同時，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具有彰顯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共同利
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其本質上的要求，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
人民，國家的一切管理行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
尤其是 1999 年中國大陸憲法修正案規定的「實行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政策，表現出了社會主義法制的理念價
16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人民，1991 年，46 頁。
39

值觀，這個政策有利於促進中國大陸當局各項工作逐步的進入法制
化軌道，有利於保證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依照憲法和法
律的規定，透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
業，管理社會事務。」17有利於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
律化，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17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北京：中央文獻，2002 年，3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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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體制與黨的領導角色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西方學者逐漸認識了關於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的知識和概念，並逐漸形成了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觀點，那就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不意味著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也可以
將此普遍性原則應用於一個國家的特殊歷史條件和文化環境。」18在
此期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式逐漸萌芽出現。
目前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國共產黨提出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是五位一
體、戰略佈局是「四個全面」，強調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則是
指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指引下，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經濟、
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的佈局。
在堅持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要特徵，是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堅持以人為本，
全面協調持續發展；堅持社會公平正義，以保社會的和諧穩定；保障
人民的民主權利19。中國共產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
基本內涵，主要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方向，並根據中國大陸的
實際情況和時代特徵，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道路。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把中國大陸建設成為富強民主
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是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所要全面實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

18

Nick Knight, Imagining Globalization in China: Debates on Ideology, Politics, and Culture,
Edward Elgar Pub, 2008, p241.
1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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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含
四個基本內涵：一是共產黨的領導；二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
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四是把中國大陸建設
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20。

壹、國家與社會制度
國家制度建立了國家階級統治關係的基本制度，包括國家制度
和政府體系。其中最基本的是國家的國家制度和階級屬性。通常，該
國憲法、法律和其他特殊規則中規定了一個國家每個階級的地位。然
而，西方國家通常不使用「國家制度」一詞，而僅使用「政治制度」，
以政治組織形式迴避階級實質21。研究中國共產黨堅持黨的領導和國
家制度的重要性，對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最好
的國家形式是中國共產黨制止階級鬥爭中的社會矛盾，公開矛盾並
加以解決就是最好的國家形式22。
這些具體制度涵蓋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
領域，是相互聯繫、有機的，且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所包圍。
制度體系形成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結
合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具體面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
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共同的實踐基礎，所以這也說明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得到了確立。改革開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律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實踐的基

20
21
22

徐崇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頁 62。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2006 年，頁 25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1958 年，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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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彼此融合，具體明確化了中國大陸的時代特徵。
在中國大陸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社會主義初
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作為發展基礎，同時又根植在改革開放和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上，和解放以及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
根本任務協調一致。恩格斯稱讚馬克思的偉大發現，認同法律應該以
社會為基礎的觀點，因為「法的關係正向國家形式一樣，既不能從他
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的，
他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23
馬克思將國家社會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是「人們在自己生活
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及
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
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樹
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24不同的
社會制度，反映著不同的社會屬性，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生產力之上的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這種統一是有利是淵源、具體而又複雜
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是指具體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
制度及其構成的制度體系。通常人們單獨使用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
來指出國家政治或經濟方面的價值取向及其體制安排，同時也包含
著對各項制度之間構成的制度體系及其整體性內在邏輯關係。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
與 1954 年憲法確立了新中國的國家制度與國家政權。1949 年 2 月，
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
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同年 4 月，華北人民政府則頒發了《廢除

23
24

同註 7，頁 59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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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六法全書及一切反動的法律的訓令》，從此時起，人民民主
法制建設的方向已經轉變，同時也因此鞏固了中國大陸「無產階級領
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1949 年 2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並通
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之後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
會上則通過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報告，其中提出政治綱領制度
化、法律化，確認了新民主主義憲政體制，明確指出新中國的國體即
國家政權的性質是：
「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政治基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
義的國家，實行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
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25
中國共產黨所建構的政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
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
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
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同時中
國大陸當局規定了多種法律和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制度與政策，確
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共同綱領》亦確立了新中國的各項制度，
規劃了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其不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達到了臨時
憲法的作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礎，並且
為中國大陸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合法性基礎26。
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觀的內容而言，於 20 世紀 50 年代中
國大陸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的建構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

25

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
》
（第 14 卷）
，北京：
人民，2013 年，頁 731-732。
2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
》
（第二卷）
，北京：中共黨史出
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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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
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
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
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27包括有三層意義與內容：
第一，是指當前中國大陸的國家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28。堅持科
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基礎；
第二， 是指中國大陸當前的社會制度體系，在堅持科學社會主
義原則基礎上，不斷改革創新的、具體的、現實的、符合國情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中國大陸現實生產力基礎上的經濟基
礎和上層建築的統一，是當代中國大陸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三， 是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形成
的具體法律制度之間的有效連接、整體運行，具有內在動力的法制體
系。

貳、法律體系發展進程
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毛
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社會主義
的重新改造與建設，逐步的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

27

胡錦濤，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北京：人民，2011 年，
頁 8。
28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中央文獻，2011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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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渡。在這過渡期之下，中國大陸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
憲法，將國家體制及政治、經濟等各項制度確立下來，並以指導、推
動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作為一項迫切需要實現的任務。
1954 年 9 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
制定並通過了第一部憲法，即「五四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一切
權力屬於人民」
。可看出該憲法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人民
權力至上的制度，一切國家機關由它產生並向它負責；同時也確立了
中國特色的檢察監督體制、法院獨立審判原則、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
等、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
同年，中國大陸還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
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
法》、《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這些法律確立
了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架構，為中國大陸邁向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奠定了基礎。也就是初步確立以憲法、法律的形式規範中
國大陸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社
會主義原則和人民民主原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各種形式、公民的基
本權利和義務等29。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
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30這一時期，中
國大陸在人民民主憲政思想的引領之下，新中國的法制建設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掀起第一次的立法高潮，制定了工會法、婚姻法、土地
改革法、法院暫行組織條例、民族區域自治和公私企業管理等法律法

29

趙惜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展歷程的全景回顧〉
，
《中國人大網》
，2011
年 2 月 17 日，
http://www.npc.gov.cn/npc/c221/201102/918192491f0743f1b051a26fd3056c7b.shtml。
30
同註 3，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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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不僅初步構成中國大陸的法律體
系，而且為今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1954 年憲法的指
導思想，是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體規劃。因此，「這個憲法，是社
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還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憲法，它是一個過渡時
期的憲法。」31到 1956 年 9 月，「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大陸
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32這既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
了前提條件，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
重要制度基礎。
然而，1957 年中國大陸的整風運動、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大躍
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卻暫停了新中國成立後法制建設發展的歷程。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將左傾錯誤推向極端，將社會主義法
律體系破壞殆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法制建設遭受重
大打擊的情形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陷入停滯不前，甚
至大幅倒退的困境中。
1978 年 12 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大
陸長期忽視民主法制建設的悲慘經驗，並根據鄧小平在會前召開的
中央工作會議上「必須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33的論述，提出了發
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歷史性任務，確立了「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方針。
同時，會議總結了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在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的問
題。鄧小平強調：「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
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
31

《毛澤東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1999 年，頁 32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 1949 年 10 月-2009 年 9 月》
，北
京：人民，2009 年，頁 90。
33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1994 年，頁 146。
32

47

定性和長期性。」34葉劍英也指出：「林彪、四人幫從反面給了我們
血的教訓，使中國大陸深刻瞭解到，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
這種法律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35
到了 2007 年 10 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中國共產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要
「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豎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
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
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為黨和國家長
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36此後，立法機關除進一步加強
立法工作外，還專門成立了小組，開始了大規模的法律清理工作。
經過多年努力， 2011 年 3 月，中國大陸的吳邦國委員長在第十
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宣佈：「由法律、行政法規、地
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已經形成。」37同年，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宣佈：「經過九十年
的奮鬥、創造、積累，黨和人民必須備加珍惜、長期堅持、不斷發展
的成就是：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38
2011 年 10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白皮書，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
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經過各方
面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 2010 年底，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

34

同上註，頁 333。
《葉劍英選集》
，北京：人民，1996 年，頁 499。
36
《十七大報告輔導讀本》
，北京：人民，2007 年，頁 28。
37
吳邦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
《中國政府網》
，2011 年 3 月 11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2010lh/content_1557653.htm。
38
胡錦濤，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
《中國政府網》
，2011 年 7
月 2 日，http://www.gov.cn/ldhd/2011-07/01/content_1897720.htm。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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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和
中國人民意志，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
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法律
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
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
可依。」39由此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為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提供了法制保障，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也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而持續完善與發展。

參、堅持共產黨領導
有關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很多中國大陸學者專家的論述認為，在
革命時代若是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根據馬列主義革命理論所建立
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
階級和人民打敗了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贏得革命的勝利。在建
設和改革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極為複雜的任務，一切成功
都是取決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處
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
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畫。」40並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大
陸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必須立足
於基本國情的基礎上，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大陸
還處於社會主義起步階段，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39
40

參閱附錄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
同註 3，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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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國共產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和堅持改
革開放做為兩個基本點。
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和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具體成果綜合起來的產物，其產生
的根本源頭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的實踐。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符合中國大陸的國
情，順應了中國大陸的時代發展，為他們的發展進步提供了制度性的
保障。如同鄧小平所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
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
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
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
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41這就間接說明，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而不斷改善。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社會凝聚了許多變革的力量，各
種不同的因素衝擊著以往的漸進改革模式，所以中國大陸正面臨著
國家層面上制度規範供不應求的問題。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
深化，仍舊會不斷的出現新的問題意識，這就需要中國大陸結合改
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各層面的法
律制度規範來不斷完善與發展。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
系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作為其發展的理
念，實現中國共產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具體表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僅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又
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既推動了經濟基礎的變革，又
推動了政治體制的改革；促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充分發揮
41

同註 36，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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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的意志和依法治國
的理念，是共產黨的主張、人民意志和依法治國的理念綜合。其中，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政治保證，
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其形成的指導思想。
八二憲法序言中明白指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具有領
導權，其領導地位是唯一的。2000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
提出了「三個代表」
，其內容為：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
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22004 年又將
「三個代表」理論寫入憲法中，則更加確立了黨的法律地位。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的各階段法律改革包括：
第一，1978 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加
強法制，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提出「應當把立法工
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來」
。1979 年，
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便審議通過《選舉法》、《地方組織法》、
《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人民法院
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七部法律；1982 年底全國人大
第五次會議頒佈新的憲法，俗稱「八二憲法」43。
第二，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黨要領導人民
繼續制訂和完備各種法律，要把更多的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的準則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法律成為調節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的重
要手段」；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出「應興應革的事
情要盡可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確」。1987 年全國人大常委

42

〈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粵提出〉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http://cpc.people.com.cn/BIG5/85037/8405407.html。
43
參閱附錄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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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展開法律清理工作，將中國大陸建政以後到 1978 年底以前頒佈的
法律進行清理；1988 年進行首次憲法修改，確定了非公有制經濟的
法律地位，隨後並制訂了一批關於經濟管理、國家組織及人民權益
相關的法律。
第三，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全國代
表大會提出「抓緊制訂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
範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法規」，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治來規範和保障」。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依循黨的要求下，加快經濟立法，首先於 1993
年進行憲法的第二次修訂，其次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求，
制訂一批相關的經濟法律，並修訂刑法，以維護經濟市場的秩序。
第四，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並要求「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
質量，到 2010 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因此，1999
年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第三次的修正，同時通過此階段經濟發展之
相關經濟法律與刑法修正案。
第五，2002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設小
康社會的奮鬥目標，要求把「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
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並重申「到 2010 年
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03 年國務院為了貫徹實施行
政許可法，而對行政法規中不符合行政許可法進行清理；2004 年全
國人大便對憲法進行了第四次的修改，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
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權利列入，並制訂和修改了一大批
重要的法律。
第六，200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全面落
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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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全
國人大及其常委在此階段採取「兩手抓」策略，一方面制訂並修改法
律體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法律，另一方面自 2009 年起展開法律清理，
針對 1990 年代以前制定且沒有作過系統修改的法律，明顯有不一致、
不協調或不適合等問題者進行清理與修正44。
中國共產黨從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在落實依法治國上
主要有兩個成果：
第一，是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了促進經
濟社會健康發展，中國大陸在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強立法工作，提
高立法品質，到了 2010 年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
立法任務45。為此，第十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五年立法規劃。
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逐步建立，各個法
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及配套規定也陸續制定46。到了 2007
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國家經濟、政治、文化、
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上都是有法可依的狀態。
第二，是初步解決了中國大陸政府依法行政的問題。繼 2002 年
的《立法法》實施後，2003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也
頒布實施了，這是繼之前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
《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覆議法》之後又一部規範中國大陸政府行為
的重要法律。它的頒佈施行，對於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
權益以及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具有重要的指標
性意義。為了進一步改革中國大陸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規範行政
44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編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讀本》
，北
京：中國法制，2011 年，頁 1-11。
45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中央文獻，2011 年，頁 26。
46
吳邦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08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 中 國 政 府 網 》， 2008 年 3 月 24 日 ，
http://www.npc.gov.cn/zgrdw/huiyi/dbdh/11/2008-03/24/content_14232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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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的行政行為，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在 2004 年又頒布了《全面推進
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未來十年將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及
其實現的主要措施。這個綱要的頒布實施，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
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總而言之，從各改革階段便可看出中國大陸透過「以黨領政」的
方式，運用國家權力來主動支配法律的制訂並決定法律制度變遷的路
徑與速度，以期達到來自各方的需要、要求、期待或壓力，並藉由法
律控制並滲透整體社會的全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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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治建設與經濟法體系的變革

1979 年在紀念建政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葉劍英再次強調中國
大陸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並承認中國大陸的制度「還處在
幼年時期，還不成熟，不完善。」47這些談話內容對於中國共產黨在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改
革與創新有了重要意義。

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1978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長達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這次全會上，中國共產黨作了兩個重要決定：一是
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從階級鬥爭為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
發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號召，並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針。自此，中國大陸開始修
改憲法和制定新的法律，重建法制建設。

一、從「法制」到「法治」
中國大陸學者董必武認為「法制」
，就是法律和制度48。為適應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要求，鄧小平分析了中國大陸法制
建設的經驗教訓。他認為，法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密不可分：
「我
們還是要靠法律制度。」 49鄧小平並強調：「我們今天所做的是反對
屬於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政治和經濟權利的特權。廢除特權的方法是堅
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黨章和黨紀

47
48
49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人民，1982 年，頁 220-221。
董必武，
《董必武選集》
，北京：人民，1985 年，頁 450。
同註 3，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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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全體黨員一律平等。」50為加快中國大陸的法制進程與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鄧小平針對中國大陸的法律不完善，提出制定刑法、民
法、訴訟法等各種必要的法律，並首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違法必究」51的十六字方針。
而「法治」一般不涉及改革的具體內容，只是在程序上將制度因
素與非制度因素、官方因素與非官方因素結合成一個法律改革的思維
過程。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雖然表面上只有一個詞的區別，但其涵義
卻不相同。
「依法治國」展現了實行法治、摒棄人治。與法制相比，
「依法治國」不僅意味著擁有完整的法律體系，更意味著確立法律的
權威，確保法律得到認真執行，國家和社會必須依法治國。法制是靜
態的，而法治是動態的，法治涵蓋法律體系的法制，涵蓋範圍更全面
52

。
法制體系包括整個國家以法律為核心的區域法律上層建築體系，

由現行法律規範體系、法律實踐和法律意識構成。法治則不僅是一個
國家的根本，也是治國理政的總體方略，包括政治民主和普遍守法的
現實。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從內容上看，法治是法制的升華，法制與
國家法律相輔相成，有國家就有法制。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一
個國家有法律制度，不一定有法治。沒有民主，沒有法制，沒有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就沒有法治。法制強調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法
規，而法治則強調法律與民主的維護，更注重對公權力的有效約束和
合理運用。
從中國大陸發展的實務上分析，從法制到法治的過程，法制整頓
50

楊景宇，
〈學習鄧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
研究院網》，2012 年 07 月 09 日，http://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73030912896.html。
51
同註 3，頁 147。
52
張文顯，
〈中國法治 40 年：歷程、軌跡和經驗〉
，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8 年
第 5 期，頁 5-25。
56

主要涉及人治與法治的關係。對此，鄧小平透過總結中共建政成立以
來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特別是「文革」動亂和毛澤東晚年個人迷信
崇拜的深刻教訓而發起的，鄧小平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
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一貫方針53。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最流行的概念是「法制」和「法
制建設」
。從 1978 年改革開放初期，面對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中國大
陸做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決定。 1982 年修改憲法時，繼續使
用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一詞。此後，中國大陸更頻繁地使用「法
制」一詞，例如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完善社會主義法制。1986 年 1 月，
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兩手」策略，認為四個現代化必須有兩手，一
手是不夠的。即指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54。這在中共歷史上首次
將法制建設與經濟建設直接掛鉤。
1986 年 6 月，鄧小平明確提出法制是全面思維，從黨的工作來
看，重點是糾正黨風，但從全面來看，是加強法制建設55。以鄧小平
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班子對法制明確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
圍內辦事」的思想56。就法律制度的現實而言，它顯然擴大了法律控
制的主體範圍，將法律控制的主體從原來的一般性主體擴展到了黨、
政府等主體。
直到 1996 年，重點還放在「法制」
，提到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然至 1997 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式開始提出依法
治國，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開始用法治代替法制57。即
中共十五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核心概念轉變為「法治」
、
53

同註 33，頁 322。
同註 11，頁 10。
55
同註 11，頁 12。同註 3，頁 196-197。
56
同註 3，頁 379。
57
江澤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
一世紀》
，北京：人民，1997 年，頁 28。
54

57

「依法治國」和「全面依法治國」。
2005 年 2 月 19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提出構建社會
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充
分發揮法治在促進、實現、保障社會和諧方面的重要作用58。上述意
義上的法治是指真正或完全和諧的社會，從這個角度看，在「社會主
義法制」和「社會主義法治」之間，法制是手段，法治是目的59。
2018 年，現行憲法第五次修改將原序言「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改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即在憲法上從法制到法治的明顯轉變60。
至於什麼是法律全面的完善與實現？在中國大陸學界，法制與法
治是兩個歧異中又走向趨同的概念。以法制為標準來衡量、規範，就
是法治61。中國大陸學者張文顯認為，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法制」
和「法治」不是孤立的兩個概念62。習近平曾表示：
「制度是事關黨和
國家發展的根本。」63因此制度是法律規則的整合，制度治理是法治
的高級形式，是國家法治和政黨法治的優勢。

58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參見胡
錦濤，
〈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講話全文〉，
《中國政府網》，2005 年 2 月 19 日，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ldhd/2005-06/27/content_9700.htm。
59
肖萍，馬榮春，
〈論法制、法治與和諧社會〉
，《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
2007 年第 3 期，頁 38-42。
60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的說明（摘要）
〉
，
《人民網》
，2018 年
03 月 07 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8npc/n1/2018/0307/c417507-29852054.html。
6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2014 年 10 月 23 日），
《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
，北京：中央文獻，2015
年，頁 8-9。
62
張文顯，
〈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論體系〉
，
《法制與社會發展》
，2021 年第 1 期，頁 554。
63
習近平，
〈在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
《新華網》
，2018 年 12 月 1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18/c_1123872025.htm。
58

二、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階段
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經歷了三
個歷史階段：
（一）恢復法制（1978-1997）
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法制建設主要包括恢復重建、全面修憲和
大規模立法，主要有以下歷程64：
1.撥亂反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席時，雖然形式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
但中國大陸仍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國家法制幾乎一片空白。1978 年
12 月 13 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時表示：「現在的問題是法律
，
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
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
就跟著改變。所以，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
種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廠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環境保
護法、勞動法、外國人投資法等等，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討論，並且
加強檢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
法必究。」65
據此，1979 年 7 月 1 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天之內通過
了 7 部法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
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選舉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
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

64

同註 52。

65

同註 33，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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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中國大陸法制史上的「一日七法」。在「一日七法」的前導下，
接續制定了《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法律，初具法律體系的
雛形。
1979 年 9 月 9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
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即著名的中發（1979）64 號文件（以下簡
稱〈64 號文件〉）66：「在我們黨內，由於建國以來對建立和健全社
會主義法制長期沒有重視，否定法律、輕視法律；以黨代政、以言代
法、有法不依，在很多同志身上已經成為習慣；認為法律可有可無，
法律束手束腳，政策就是法律，有了政策可以不要法律等思想，在黨
員幹部中相當流行。」「各級黨委要堅決改變過去那種以黨代政、以
言代法、不按法律規定辦事，包攬司法行政事務的習慣和作法。」即
〈64 號文件〉要求各級黨委確保法律的落實，充分發揮司法作用，確
保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和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使其不受
其他行政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擾。
2.全面修憲與補強
中共在建政前，就曾在 1931 年頒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
綱》，1941 年頒佈《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1946 年頒佈《陝甘寧
邊區憲法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次全國委員會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
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級政權機構的建立提供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基
礎。
建政初期，中央由毛澤東親自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並親
自參與憲法文本的擬訂。1954 年 9 月 20 日，中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然而，各種因素的介入，這部
66

〈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切實實施的指示（1979 年 9 月 9 日）
〉
，
《中國改
革開放數據庫》，http://www.reformdata.org/1979/0909/7597.shtml。
60

憲法從 50 年代後期作用逐漸被削弱，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加以廢
棄。
因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此時期中國大陸的國家體制處於紛亂狀態，
1975 年制定的《憲法》被認為是一部有瑕疵的憲法。1978 年《憲法》
雖然恢復部分「五四憲法」內容與精神，刪除「七五憲法」中部分錯
誤的條款，但由於政治上是非對錯的問題尚未釐清，因而還是保留了
「七五憲法」中部分具有嚴重錯誤的規定。歷經 1979 年和 1980 年全
國人大兩次修憲，但是仍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七八憲法」的問題。1980
年 8 月 18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
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 講話」）67，向全國人大提出全面
修憲建議。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全面
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俗稱的「八二憲法」）。該次
修正被稱為堅持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

（二）依法治國（1997-2012）
1997 年中共召開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
家」，進入依法治國新階段，帶來了中國大陸法制建設的質變。
1.確立依法治國
1997 年 9 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依法治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68。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將依法治國作

67

同註 33，頁 322。
江澤民指出:「依法治國，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客觀要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
〈高舉
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
，
《江澤
民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2006 年，頁 28。
68

61

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 12-17 條），將「依法治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顯示中國大陸邁向了社會主
義法治建設新階段。2002 年，中共十六大進一步把「依法治國，建設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升到政治文明的境界。2007 年，中共十七大宣
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2
年，中共十八大則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根據中共十五大的規劃，1999 年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依
法行政的決定》；2004 年，發佈《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然
而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推進司法改革。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推進司
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2002 年，中共十六大則提出「司法體制改革」，要求「推進司法體制
改革，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2007 年，
中共十七大進一步強調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2.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到 2010 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2011 年 3 月 10 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時任全國
「一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宣佈：
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
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商法等
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
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69
2011 年 10 月中共國務院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

69

2011 年 3 月 10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時任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http://www.npc.gov.cn/zgrdw/npc//dbdhhy/11_4/2011-03/10/content_1640327.htm。
62

皮書，全面介紹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內涵。白皮書
中指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
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保證國家
和社會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前提和
基礎，是中國發展進步的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
實踐的法制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法制保障。它的形
成，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體現了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
歷史意義。」
白皮書中強調：「社會實踐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實踐經驗的總
結、提煉。社會實踐永無止境，法律體系也要與時俱進。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同樣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必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
發展不斷向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
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對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提出了更
為突出、更加緊迫的要求。中國將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憲法
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加快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
程。」70

（三）建設法治中國（2012-）
中共十八大是重要的歷史轉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中國法治也跨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全力推進依法治國、
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70

參閱附錄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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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實依法治國
2012 年，由習近平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進程」。中國大陸法學界稱之為「法治新十六字方針」，不
同於「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十六字
方針」。在新十六字方針中，科學立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前提，
嚴格執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公正司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的重點，全民守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建設法治中國，
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71
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在完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之後提出
了「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
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
舉措，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一個都不能缺。」「沒有全
面依法治國，我們就治不好國、理不好政，我們的戰略佈局就會落空。」
72

。2014 年 10 月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歷史

上第一次以法治為主題的全會，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
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提到：「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
本方式，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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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共產黨
第 十 八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全 體 會 議 通 過 ）〉，《 中 國 政 府 網 》，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72
習近平，
〈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
，北京：中央文獻，
2015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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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73
2.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
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重點包括：「堅
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
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
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
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74
1997 年，中共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
家的基本方略，十七大指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
要求」75，十八大把法治明確為治國理政的基本途徑，十九大進一步
把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提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基本方略，明確了從 2017 年到 2020 年、從 2020 年到 2035 年、從
2035 年到 21 世紀中葉，一個時段、兩個階段的法治建設目標。
2021 年 1 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印發了《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
2025 年）》，並發出通知。其重點包括：「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治道路，奮力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全面貫徹實施憲法，
堅定維護憲法尊嚴和權威；建設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以良法促進發
展、保障善治；建設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深入推進嚴格執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建設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切實加強對立法、執法、
73

習近平，
〈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
《中
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4 年 10 月 28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1028/c6409425926150.html。
74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國共
產 黨 第 十 八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全 體 會 議 通 過 ）〉，《 中 國 共 產 黨 網 》，
http://www.gov.cn/zhengce/2014-10/28/content_2771946.htm。
75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中央文獻，2009 年，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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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工作的監督；建設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築牢法治中國建設的堅
實後盾；建設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定不移推進依規治黨；緊緊圍
繞新時代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加強黨對法治中國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域、協調
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76
這個建設規劃的內容，可看出是以 2014 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全
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基礎，貫徹法治保障，依規
治黨，並強化黨的統一領導角色，以確保依法治國建設的落實。

貳、改革開放建構市場經濟法治體系
法律是制度的文本解讀，而憲法則是制度的最高詮釋。1982 年
12 月，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
四部憲法，即現行的「八二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
機關，由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有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選舉和罷免國家主席和
國務院總理等領導人、審查和批准社會發展計畫和國家預算等十五
項職權。於此之後，中國大陸開始走上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道
路。
1992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
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77，並指出「再經過二十年的
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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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治 中 國 建 設 規 劃 （ 2020—2025 年 ）〉，《 中 國 共 產 黨 網 》，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111/c64036-31995083.html。
77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人民，1996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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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定型的制度。」78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初步建立，
帶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整體發展。
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也確立和發展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價值。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的不斷發展，為了應付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新
的難題，對法制建設和立法工作也持續提出了新的任務以及要求。
1993 年憲法修正案正式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入憲法，使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
制度得以法律化。另外，此次憲法修正案還明確要「發展社會主義民
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並宣告「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正由於這些法制層面的落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得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
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各種法律制度，特別是經濟立
法的建立。1993 年，中國共產黨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新時期
的立法任務是「遵循憲法規定的原則，加快經濟立法，進一步完善民
商法律、刑事法律、有關國家機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二十世
紀末初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79
1997 年，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各層面
的民主法制建設不斷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明
確提出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 2010 年形成有中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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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頁 47。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全 體 會 議 1993 年 11 月 14 日 通 過 ）〉，《 人 民 網 》，
http://www.people.com.cn/item/20years/newfiles/b1080.html。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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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80根據此一目標，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繼續深入的發展，中國大陸開始加快各級立法工作。
1999 年中國大陸的憲法修正案一方面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寫入序言，另一方面在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至此，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的兩大支柱，即發展市場經濟和實行依法治國，正式在中國
大陸的根本大法中確立了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另外，1999 年中國大陸憲法修正案還明確規定：「國家在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分配制度」；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內容規範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要求，從憲法層級型塑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
大陸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從 1993 年到 2007 年，為了從法律層面規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發展，中國大陸先後制定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
票據法、擔保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證劵法、合同法、個人獨資
企業法、信託法、農村土地承包法、企業破產法、物權法等經濟立法。
另外，這一期間還先後定出了國家賠償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公務
員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立法法、反分裂國家法、行政許可法等法
律制度，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中國大陸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
制度、檢察制度。
至此，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也與中國共
產黨歷史發展的脈絡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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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北京：人民，2003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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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弘
揚社會主義民主、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進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也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了堅實的法制基礎。從理論上來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規範化、法
律化的文本展現和規範表達，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
制度、文化制度等納入法制化軌道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得到確認、得以鞏固、充實和提高的制度保障。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確認、鞏固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有的基本
制度就無法在施行的過程中穩固其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文明提供了價值取向、制度設計和法律
基礎，同時也為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實踐探索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提供全面性的法制保障。如「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保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
實踐的法制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法制保障。它的形
成，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體現了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
的歷史意義。」81
在經濟層面上，中國大陸為了推動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其頒行
的公司法、外商投資企業法、反壟斷法、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
法、稅法等民商事法律及經濟立法，保護了企業和個人的各項生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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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北京：人民，
2011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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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活動，拓展市場交易的廣度，推動以公有制為發展主體的多種所有
制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連續進程，為了使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更加健全，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2007 年，中國大陸當
局頒行的物權法確立了中國大陸人民的所有權人地位，不僅有利於
實現產權明晰、平等保護物權，有利於形成各種所有制平等競爭、相
互促進，有利於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有利於維護人民利益，更有利於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財產
權制度。
中國大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展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的現實要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以經
濟發展為中心，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了從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由封閉半封閉到全面改革開放的大幅度轉變，大大
激起人民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的實踐經驗提升為法律層面。針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新
問題，實行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建設、
發展完善社會主義文化等等。同時制定了相對應的法律制度，以發揮
法律的規範、引導、保障和促進的作用。
總的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發展過程就是完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提出和
形成，透過循序漸進的過程，伴隨社會主義民主的加強與健全社會主
義法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大陸當局執政規律的科學認識與總結，也
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涵要求和必然結果，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中國大陸仍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國家的體制改
革和社會轉型還有很大一段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
70

不斷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必
然具有穩定性與變動性、階段性與連續性、現實性與前瞻性相統一的
特點，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必然是動態的、開放的、發
展的，而不是靜止的、封閉的、固定的，必將伴隨中國大陸經濟社會
發展和法制國家建設的實踐而不斷發展完善。」82並不斷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使其更加的完備。
民商法建立了婚姻、收養、繼承、物權、合同、公司、保險、破
產等法律制度，調整民事主體的人身關係的和財產關係；行政法確立
了行政主體、行政行為、行政處罰、行政監督等法律制度；刑法規定
犯罪和刑罰，維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秩序等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的建立，從國家最高層級為社會中各個領域的行為提供了相當
的法律基礎和制度保護，也從中保障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
善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一方面延續著改革開放
的時代步伐不斷推進，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
成，有利於從法律制度上保障中國大陸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實
現更加開放、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為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繼續改善。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有助於把中國共產黨和各項事業的
發展納入法制化軌道，這就「從制度上、法律上解決了國家發展過程
中帶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的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
化的日益繁榮、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建構，確定了明確的價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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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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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展方向和根本路徑」83。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發展
的道路上少走一點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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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11 年 3 月 10 日在第十一屆全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四 次 會 議 上 〉，《 中 國 政 府 網 》， 2011 年 3 月 18 日 ，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71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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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法律全球化

全球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的標誌性特徵，西方法律學者提出並討論
了全球化問題後，全球化問題很快成為國際學界普遍關注和研究的領
域，在全球化時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正在發生迅速的變
化。世界正在經歷巨大變化，全球化將一個充滿著不同價值觀和文化
觀的世界，變成一個有共同願望的有組織的整體，對於各國憲法的價
值也在改變。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各國家權力呈現不
同程度被削弱的現象，參與全球化國度之公民權利的保護得到進一步
加強，規範國家人民與社會關係的憲法變化將不同程度的出現變化與
發展。全球化帶來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加速，政治勢力的擴張以及生
態環境受到衝擊，導致各國憲法出現改變。這種變化不僅是對全球經
貿趨勢變化的被動適應，而且還要求各國進行法律、制度的調整。全
球化時代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衝擊較其他東亞國家甚巨，經濟、貿易、
政治和社會轉型的相應要求，也對中國大陸的體制改革，提出了排入
日程的要求。

第一節

法律全球化的趨勢

壹、全球化
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對「什麼是全球化」問題有自己的理解，目
前對於定義尚無共識，專家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了解釋：

一、全球化進程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全球化的變遷分為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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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發源於航海大發現
在西方國家向海外擴張之前，人們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狀態。當時，
由於生產力落後等原因，即使人們本能地進行外部探索，他們也無法
探索外部世界。當時，人們生活在相對偏僻的地區。古埃及文明、美
索不達米亞文明、東亞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和瑪雅文明在世界上彼
此獨立存在。當時的歷史學家只記錄了他們知道的世界，並相信這就
是整個世界1。
直到地理大發現，人類才開始逐漸瞭解外部世界。1492 年，哥倫
布發現並到達美國。1498 年，達伽馬（Da Gama）繞開了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尋找通往東方的新途徑。1519 年，麥哲倫和他的
艦隊完成了穿越太平洋和環遊世界的壯舉。這些事件標誌著歐洲從世
界某個角落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張的開始。這些擴展使人類之間的聯繫
越來越緊密，並逐漸導致了全球聯動效應。隨著世界資源的利用，世
界的擴大以及勞動分工的完善，歐洲經濟開始迅速增長。地理大發現
的意義在於，這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而且是全球化歷史
進程的正式開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
樣：「美洲的發現和非洲的航行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視野。
東印度和中國大陸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以及與殖民地的貿易交換，
交換和一般商品的手段的增加導致商業，航行和工業的空前增長，從
而導致了迅速的發展。封建社會內部革命因素的發展。」這意味著全
球化破壞了封建社會，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形成2。

（二）全球化的第二次浪潮使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
19 世紀末，資產階級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和更多的財富，積極發
1

譚學秋，
〈全球化：進程、趨勢及其多維影響〉
，碩士論文，山東大學，2003 年。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1995 年，頁 273。

2

74

展生產力，推動科學技術革命的創新，並進一步加強了國際勞動分工，
以爭取更大的貿易市場。並獲得更豐富，更便宜的原材料。這種全球
殖民擴張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形成的條件。結果，全球化的高峰出現
了，國際經濟關係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關於國際分工，在工業革命
之後，隨著蒸汽機的發明，生產規模的擴大以及產品產量的增加，生
產逐漸擺脫了自己的國家，並迅速擴展到國際領域。所有國家的生產
都包括在國際勞動分工中。
在國際貿易方面，在資本主義擴張和再生產過程中，原材料的購
銷都是跨國的。在國際金融方面，黃金已逐漸成為世界貨幣，世界上
大多數國家都已實施了金本位制。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各國的生產、
流通、消費和分配已開始融合。在國際勞動分工的完美體系下，第二
波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的環境中逐步形成。列寧稱這
種全球化的結果為：建立統治，完成世界領土劃分的帝國主義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評價了這一時期生產力的發展及其所帶來的經濟變化
的深刻歷史意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
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
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
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
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
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3

（三）戰後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了全球化第三次浪潮
20 世紀初的全球化高潮是自資本主義形成以來的最大高潮。生
產力的空前發展，社會財富就像滾雪球一樣。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制
度還沒有迅速改變和創新，它無法應對這種巨大的發展，因此出現了
3

同上註，第 2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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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矛盾和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儘管歐美經濟在復甦後得到
了重新發展，但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
爆發了一場重大的經濟危機，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民族解
放運動風起雲湧，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國家開始發展社會主
義。
1970 年代，民族國家相繼獨立，國際分工得到了擴展。隨著科學
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1948 年制定
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進一步促進了成員國之間商品的流通。1957
年建立的歐洲共同體，不僅促進了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而且還刺激
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在此期間，產業分工加深，發達國家繼續出現新
產業，傳統產業開始向外轉移。發展中國家則陸續成功地加入了全球
經濟分工行列，經濟全球化變得越來越明顯。此時，全球化已進入生
產和管理跨國化，訊息傳播全球化以及技術與產業分工的發展階段。

（四）全球化第四次浪潮於「冷戰」結束後到來
20 世紀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和東歐的急劇變
化使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關注經濟發展。以資訊技術為中心的第四波
科學技術浪潮為全球貿易和投資提供了更快的進展。與此同時，越來
越多原本為社會主義路線的開發中國家也向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前
進，形成了真正的資本跨國化生態系統，從而使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一
個新的境界。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催生了工
業經濟，而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的第四次以資訊技術為中心的技
術革命則創造了資訊經濟。資訊技術的巨大進步帶動經濟跨國的發展，
並形成以國際分工為基礎的資訊、生產、技術和貿易全球化趨勢。
資訊產品國際貿易的發展，加深了各國經濟之間的依存度，促進
了區域合作和互補優勢，加速了經濟一體化進程。資訊技術的發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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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縮短了時間和空間之間的距離，跨境貿易也變得更加容易。一方面，
冷戰的結束使一些國家逐漸放棄了計劃經濟模式，選擇了市場經濟體
制，擴大了對外開放，調整了發展戰略，並充分利用外部條件來有效
地發揮作用。市場和生產要素在全球化發展中，從而融入世界經濟制
度的發展；另一方面，許多國家將注意力從軍備競賽轉移到經濟發展
上，而這些都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化4。

二、全球化特徵
（一）經濟全球化
1.國際貿易迅速發展：
二戰以後，國際貿易發展迅速，貿易自由度越來越大，一方面，
技術進步促進運輸，通信和計算的便捷，成本考量下企業可將不同的
生產環節分散到不同的國家。但另一個方面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
（地區）的政府透過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例如進口配額，出口限
制和法律禁令）來保護自己的經濟上的優勢產業。因此，二戰後國際
間建立了許多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WBG），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和《關稅與貿
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及
後 來 在 1995 年 取 代 關 貿 總 協 定 的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在促進自由貿易和消除貿易保護主義方面發
揮了重要作用。
2.國際金融市場化和全球化發展：
自 1970 年代以來，全球金融自由化蓬勃發展，包括已開發國家
的金融放鬆管制，開發中國家以金融深化和金融發展為目標的金融體
4

中國大陸、越南、蘇聯解體後及相關的東歐和非洲社會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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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改革，都有助於消除阻礙跨境資本流動的政策和體制障礙，大大釋
放金融活動的市場空間，並消除金融全球化的體制障礙。網路和電子
產品的發展使資本回報的形成更加透明和高效，這些都加速了國際直
接投資的發展。金融全球化迅速發展，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也不斷擴大。
3.跨國公司的全球發展：
隨著跨國公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國家的部分主權在政
策和外交干預下，逐步被跨國經濟所取代。在跨國經濟中，跨國公司
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並可能取代國家的某些職能，目前全球前
100 大經濟實體中，跨國公司就佔了三分之二以上。跨國公司不僅發
展了全球生產，而且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體。它在國際技術轉讓，商
品流通和資本流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跨
國公司進行了新的戰略調整和兼併。它大大提高了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並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主導全球市場的新局面，改變了全球市場競爭
與合作的格局和方式。
4.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明顯：
區域經濟一體化涉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根據世界銀行的
統計，世界上只有 12 個國家未參加任何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5。同時，有 174 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一項或多項
地區貿易協定（其中多達 29 項）。世界上大約有 150 個國家和地區，
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多邊貿易體系的「雙重資格」。大多數發展中
國家已經與發達國家簽署了雙邊互惠協議。在區域協議中，內部成員
國實施生產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從而加速了資本和商品的相互融
5

依據 WTO 規範，RTA 共包括「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 CU）
」
、
「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
、「部分範圍協定（Partial Scope Agreement, PSA）
」
、
「經濟整合
協定（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 EIA）
」等 4 種協定類型。全球已簽署之 RTA 中，
幾個較廣為人知的協定包括歐盟（EU）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
定（NAFTA）
、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
、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東非及南非
共同市場（COME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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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滲透，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

（二）政治全球化
1.全球政治民主化大發展：
20 世紀人類社會發生的最重要變化不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是
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國的政治體制將不可避免地
受到影響和挑戰。政治全球化也意味著國家之間的政治制度認同趨向
於民主政治。
2.全球化對政治主權的影響：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獨立主權，每個國家都有不被剝奪其主權的
權利。一個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人民的意願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政治，
社會和文化體系，同時在選擇自己的經濟體系時，不受任何外部形式
的干擾，壓制和威脅。但是，全球化浪潮可以直接影響一個國家的政
治，也可以透過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而間接影響政治。最
後，削弱了該國主權機制，並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構成了挑戰。
這一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全球化進程中，一些強國制
訂了外交政策，在這些政策中，人權高於主權，並以人道主義的名義
強行干預了其他國家，例如北約對南斯拉夫發動空襲。在這一事件中，
一直定位為「防禦」組織的北約對一個主權國家進行了武裝干預。另
一方面，透過主權轉移。主權國家基於國家主權原則，並將其部分主
權移交給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歐洲政治一體化要求成員國將司法和
外交等政治主權移交給歐盟。例如，《歐盟條約》要求成員國執行公
共外交和安全政策。同時，它要求成員國建立司法和民事合作機制以
及歐洲公民身份。
3.區域政治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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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使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進入了國際政治和經濟一體化
的進程。區域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不僅需要指導生產要素在區域之
間的合理流動，還需要政治資源的合理配置。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區
域公共治理的整合水準，才能全面促進區域發展6。歐盟是人類社會一
體化的典範和縮影。展望未來，隨著東擴計劃的完成，歐洲將建立一
個由至少 27 個國家和近 4.8 億人口組成的區域一體化組織。
4.國際因素已經成為制約國內政治發展的基本力量：
全球化使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進入了國際政治和經濟與全球
互動網絡的融合過程。「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交往、聯繫以及
相互依賴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增加，一個遙遠地方發生的事件往往對其
他地方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形成巨大的全球效應。」7在作出重大
內政決策時，任何國家都必須充分考慮國際環境對這些決策的可能制
約或規範，甚至是對其他國家可能產生的影響。

（三）文化全球化
在當今世界，文化的全球化越來越明顯。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
各個國家和民族地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種適應的壓力：即各個民族
和地區的文化將朝著一定的方向發展，從而促使各國文化向突破民族
界限，形成文化全球化。透過交流，融合和互補，每種民族文化不斷
突破民族文化並獲得認可，從而將地區文化轉變為世界共用的資源。
在政治價值上，民主政治已越來越成為所有國家的共同價值追求。以
尊重人民，人民的主權，法治，自由和平等為中心的憲政價值已成為
人類追求的共同政治價值。它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維護世界
6

臧乃康，
〈區域公共治理一體化中政治資源配置的理論借鑒與回應路徑〉
，載《社會
科學》2010 年第 12 期，頁 57-63。
7
俞可平，
《全球化與國家主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 年，頁 42。
80

和平與安全已成為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在生活方式上，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們越來越重視文化的生存。2005 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文化內容和藝術表現形式國際公約》
將文化多樣性作為國際社會應遵守的一項道德守則8。
然而迄今為止，人類文化還沒有趨向完全統一，它具有明顯的內
部分化。各國民族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結果又伴隨著文化的多樣化；文
化之間的差異，矛盾和衝突使它們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四）法律全球化
羅馬法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濫觴，具有普遍的法律全球化開端。
經過數百年法制演進，發展成了具有全球化特色的西方民主法制體系，
形成了以遵守憲法為中心的西方法制體系，如英國權利法案、美國聯
邦憲法、法國人權宣言、拿破崙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是重要的法律
文件，對現代西方法律體系的建設，具有重要指標涵義，使西方法律
制度得以確立。
不同的法制文明也許存在差異，但不同法律之間往往有相似的法
治精神或規範。不同社會人群遭遇不同的問題，但是解決的方案也許
相同。提供解決的規定也許不相似，但是累積的解決經驗，卻相似的
呈現出相同規律9。
隨著人類公共傳播領域日益超越國界，法律全球化也已成為當今
世界法律發展的基本趨勢。法律全球化的特徵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方
面，法律超越了國家限制，形成了全球普通法。另一方面，它指的是
國內法的趨同，這意味著各國的國內法在原則和制度方面趨於一致。

8
9

武媛媛，
〈全球化與憲法發展〉，碩士論文，中南民族大學，2010 年。
萬斌，
《法理學》
，杭州：杭州，2004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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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發展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將導致法律一致性程度的提高。社會
經濟文化的逐步發展和國際間交流的程度增加，法制文化的區隔將逐
漸弱化。在法律文化的傳播過程中，各個國家或社會的法律制度相互
交流，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協調密切的法律結構10。
法律適用與執行機制的相似之處，如執法和司法機構的設置、適
用法律的程式、法律解釋的方法、確定法律效力範圍的依據、適用機
制、等恢復法律效力。法律與法律職業的分離等；法律的發展趨勢主
要表現在立法技術、法律語言、法律規範的要素和分類、法律淵源及
其表述、法律的結構和形式等法律創設程式和技術的相似性，這是當
今世界法制全球化的客觀趨勢。當代法制現代化日益呈現出法律文化
相互協調、相互合作的發展趨勢。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交流在民法、商
法和經濟領域趨同性較多。
而在第一章緒論的核心概念中，作者已對法律全球化的概念有所
論述，在此便不再重複。

然綜上所述，全球化給人類社會文明雖帶來了許多便利和好處，
但同時，全球化也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造成了負面影響。負面內容
不僅包括環境污染，核威脅和現代技術發展帶來的其他負面影響，還
包括跨國犯罪，跨毒品販運，非法移民，瘟疫傳播，能源危機，土地
沙漠化，恐怖主義，人權保護等，造成現代文明的許多消極後果。

10

李雙元、孫勁、蔣新苗，〈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法律發展基本走勢的展望〉
，
《湖南師
範大學學報》，1995 年第 1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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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認知的全球化
世界資本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分佈，市場
成為全球市場。具體而言，它指的是世界範圍內生產和資本的大規模
擴張，超越國界，使世界經濟成為一個緊密聯繫的機構，國家和地區
的經濟已成為全球一體化的一部分。正如中國大陸學者俞可平所說：
「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生產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範
圍內流動。國際經濟的不斷變化導致一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融合，最
終向全球化進程的轉變。」11
中國大陸的學者普遍認為全球化就是全球資本主義化，如同伊曼
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世界體系的本質是資本主
義世界經濟，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認為的全球化是「晚期資
本主義」狀態12。
語言，知識，飲食習慣，風俗，宗教和藝術等世界各地的文化（包
括思想，表現和生活方式三大類）正在傳播，相互交流，影響甚至在
世界範圍內傳播，這是一個全球過程。基於不同地區對外國文化的接
受程度不同，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結果可能產生：文化取代、文化排斥
或文化共融13。因此中國大陸學者鄒廣文認為：「全球化是文化或文
明的全球融合，其中存在文化衝突和文化融合。一個共性與個性統一，
各種文化多維度展開的過程。」14
從威脅人類命運的全球問題的角度來看，全球化被視為人類在環

11

俞可平，
《全球化悖論》
，北京：中央編譯，1998 年，第 233-234 頁。
李惠國主編，《重寫現代性—當代西方學術話語》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 年，
頁 132。
13
侯才，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和哲學〉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
2001 年第 4 期，頁 11-17。
14
鄒廣文，
〈全球化、文化個性與文化主權〉
，
《貴州社會科學》
，2010 年第 1 期，頁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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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人口膨脹，核威脅和恐怖主義的共同威脅下達成的共識15。
作為世界文明發展的大國，中國大陸認為全球化不是一個概念問題，
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於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
同需要，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的發展關係，世界各國
和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相互依存。這種發展關
係不僅要求世界上所有國家從全球範圍內解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問
題，而且還要求世界上所有國家克服國家、民族、社會政治經濟的侷
限性，並利用世界的整體性和發展的全球性，追求自己的生存與發展。
因此，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妥協，相互協調與合作已經成為全球化時
代的主題和全球化的基本精神。

而中國大陸面對法律全球化的趨勢，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
面：
1.法律的「非國家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前，越來越多的
法律規範是由各種經濟組織，知識產權組織，環境保護組織和其他「非
國家」機構著手制定的。例如，「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由國際商
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編寫16。
2.法律的「標準化」。聯合國，國際組織和經濟組織已經制定了
一些法律範本，並將它們提供給各個國家作為立法參考。
3.法律的「一致化」。不同國家調整同一類型社會關係的法律規
範和法律體系趨於一致，包括不同國家的國內法趨於一致，以及國內

15

潘弘祥，
《憲法的社會理論分析》，北京：人民，2009 年，頁 159。
「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
（The Incoterms rules 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erms，簡
稱 Incoterms）的宗旨是為國際貿易中最普遍使用的貿易術語提供一套解釋的國際規則，
以避免因各國不同解釋而出現的不確定性，或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減少這種不確定性。 合
同雙方當事人之間互不瞭解對方國家的貿易習慣的情況時常出現。 這就會引起誤解、
爭議、和訴訟，從而浪費時間和費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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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國際法一致化。法律全球化的趨勢首先體現在民法或商法領域。
在商業，金融和知識產權領域，法律融合的迅速和高度已經超出了人
們的期望和想像。
4.法律的「整合」或法律的「全球化」。所謂法律整合是指全球
範圍內法律規範的相互聯繫。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模
糊。實現這種全球化的聯繫在於相信國際法優於國內法被得到認可17。
目前，法律全球化仍是一種趨勢。法律全球化不是所有法律的全
球化。法律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國家主權概念的過時或消失，而是主權
概念的新發展，國家之間的法律仍然存在。

貳、WTO 時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全球化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
代表，以經濟全球化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帶動了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並觸及了法律的全球化。
一、法律全球化與全球化的互動關係
自 1990 年代以來，法律全球化現象也開始出現：除了日趨完善
的全球經濟法律規範外，WTO 規則在經濟領域的觸角還在不斷滲透。
1993 年歐洲共同體《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和 1998 年
《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的簽訂使法律地位在區域
範圍強化18；聯合國的地位和重要聯合國法案的地位和效力的改善，
17

車丕照，
〈法律全球化—是現實？還是幻想？〉
，
《國際經濟法論叢》
，北京：法律，2001
年，頁 32-33。
18
《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即《歐洲聯盟條約》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於 1991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在荷蘭的馬斯垂克舉行的第 46 屆歐洲共同體首
腦會議中經過兩天的辯論，最終通過並草簽了《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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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院的復興，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有效工作以及國際社會在共
同制裁隔離制度方面的成功。所有這些事實都表明，法律正在逐步規
範國際行為。
法律的全球化對國際法具有最深遠的影響。1990 年代，國際法得
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除了條約的增加和覆蓋範圍的不斷擴大以外，
國際法還產生了：國際經濟法、國際環境法、國際人權法和國際發展
法、國際刑法等。以國際環境法和國際刑法為例，在傳統法律中，環
境問題屬於國家管轄的範圍。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工業全球化的
發展，工業污染日益破壞了生態環境，許多生態環境問題已不再僅僅
涉及一個國家的利益。諸如減少熱帶雨林和破壞導致全球變暖的臭氧
層之類的問題已演變為全球環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全球法
律。
正如美國學者沃爾夫（Richard David Wolff）所言：「在這個工
業產值視為國家政治權力中一項重大要素的世界體系中，不應期望政
府自願地限制本國的生產率，除非本國的公民大規模地中毒，或者本
國領土資源枯竭威脅迫在眉睫。如果說全球性問題確實能刺激建立全
球制度的話，那麼，這種趨勢有可能向更多的調整方向發展。」19
相反，法律全球化也對全球化具有驅動作用。法律的全球化使全球
聯盟條約》
，合稱《歐洲聯盟條約》
，正式條約於 1992 年 2 月 7 日簽訂。這一條約是對
《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修訂，它為歐共體建立政治聯盟和經濟與貨幣聯盟確立了目標與步
驟，是《羅馬條約》成立的基礎。
《馬斯垂克條約》於 1993 年 11 月 1 日生效。
《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全稱為《修正歐洲聯盟條約、建立歐洲共同
體的各項條約和若干有關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條約》
（Treaty of Amsterdam amending the
Treaty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i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certain related acts），針對馬斯垂克條約等相關條約進行了修訂，並將民主、尊重人
權、自由與法治等原則作為條約的基礎。
19
理察‧沃爾夫（Richard David Wolff）
，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以其在經濟方法論
和階級分析方面的工作而聞名。參見《社會科學報》
，第 1570 期，第 7 版，
http://www.shekeb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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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更加規範，使世界充滿了平等和自由的氣氛，
並促進了世界大家庭的融合。在國際貿易領域，國際經濟法律法規的
擴散無疑對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發揮了作用。假設沒有世貿組織，沒
有世貿組織日益完善的法律機制，很難想像今天的中國大陸國際貿易
可以如此自由蓬勃地發展。

二、全球化國際法地位的提高及其與國內法的整合
自國際法發展以來，其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特別是世界經濟
一體化的發展，國際組織的增多，國際社會逐漸從純粹的國家體制過
渡到國際組織和國家體制在國際社會共存的雙重制度。未來國際法的
結構將逐步向全球融合發展。
在國際法方面，首先，國際法的立法體系已經發展，強制性規範
的數量有所增加。儘管目前沒有全球共同政府，但國際法在全球化進
程中產生了新的特徵。立法條約的通過和國際組織活動的某些方面表
明，正在形成立法程式或至少是相關的國際程式。儘管立法條約不一
定會立即約束那些尚未加入的國家，但它們最終並不是要歸因於各個
國家。特別是，國際社會已經有了對所有成員無一例外的強制性規範。
例如，《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對該組織的所有成員國均具有約束
力。
其次，制度保證了國際法的執行。國際法的內容正在變得更加豐
富和規範。聯合國和專門的國際組織進行了大量的編纂工作，以使國
際法更加穩定和明確。在國內法方面，隨著法律文化的交流與傳播，
各國法律之間的交流、滲透和吸收，從法律創立程式，立法技術，從
法律的適用和執行中對法律正義的理性追求，使各國法律具有相似性，
在法律文化中表現出相互承認、協調與合作，然後走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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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關係，國際國內化和國內法國際化的
趨勢越來越明顯。正如凱爾森（Hans Kelsen）所說：「就規範的創建
而言，某些規範具有國際法的性質，因為它們是由國際條約確立的，
但就其內容而言，它們可能是國內法的性質。」例如貿易規則、人權
保護和環境保護都包括在國際法的範圍內，國際法的精神和原則也體
現在國內法中，這在民商法和經濟法領域尤其明顯。例如，中國大陸
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貿易法和有關法規已經按照世貿組織的要求進
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

三、全球化進程中的法律全球化的制約因素及展望
國際法的飛速發展，國內法的國際化以及國際統一法律法規的增
多，使一些學者感到，隨著法律全球化的發展，適用於全球的法律，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但這並不意味著法律全球化是將全球的法律
統一起來，而是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律原則做為基本的共同點。
首先，當代世界法的發展與主權國家的發展密不可分。在當今世
界，所有國家仍然是「最高權力」，沒有超國家權力。為了尋求共同
的政治或經濟利益，各國正在不斷協調和解決問題。不同國家、國家
和地區的法律體系之間存在衝突。法律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
具有不同經濟實力的國家將選擇對自己的發展有利的國際規則，放棄
不利的規則，並在全球化過程中尋求優勢和避免傷害。因此，現代國
際社會對法律的選擇和指定仍然是國家的主體，法律發展的國際化趨
勢並未壓倒主權國家的獨立性。文明的傳播過程顯示，一個國家或社
會積極吸收或內化其他文明的原因在於：吸收可與社會或文明融合的
部分，以及具有普適價值的部分。由此可見，國家對法治文明的吸收
既有客觀需要，又有主觀選擇性。
其次，法律全球化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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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權國家的存在和不同國家利益的差異使不同國家對全球
化的期望不同。由此產生的全球法律規範經歷了合作與鬥爭，並最終
成為各種利益和力量平衡的結果。在制定世貿組織法律規則的過程中，
這一點尤其明顯。
（二）各個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將是在法律全球化過程中不
可忽視的阻礙。法律全球化的最基本社會根源在於社會互動的規則，
特別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共同要求，但是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卻有所不同。
從傳統到現代化，法律發展的起點、過程、條件和主體選擇的差異，
使得世界法律現代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體現和實現程度不同。
（三）文化的巨大差異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全球化過程中對法律的
理解。現有的法律思維方式將成為法律全球化的最大障礙。正如馬克
思和恩格斯所說，現代國家國內法的性質決定了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
的反映：「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的產物，
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
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20因此，在
法律全球化的過程中，全球法律統一趨勢與反映不同階級意志的法律
之間形成了一對矛盾力量和平衡的制約。世界各國仍然很難找到來自
不同國家和不同階級的共同支點。法律所帶有的階級的烙印，使得某
些法律規範很難加入全球化進程。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必然會經歷一
個發展階段，從一個區域內法律的共同發展到跨地區法律的協調發展，
再到法律全球化。
法律作為社會關係和不同觀念的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之一，不僅
反映了物質關係中的社會存在，而物質關係並沒有被人們的意志和意
識所轉移，而是一種人們維持自己的活動的方式，它屬於社會發展的

20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
《共產黨宣言》
18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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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層面。在這方面，它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法律文化承載著
民族精神，展現了民族的價值規範和目標。因此，不同民族會有不同
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和意識也將在很大程度上被型塑與限制法律實
踐的範圍。

四、WTO 背景下法律全球化與中國大陸法律的應對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制定了《個人所得稅法》、《個人所
得稅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等重要法律，並通過授權立法推動稅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
對外開放；同時，還在財政、金融競爭等領域發佈了多部行政法規，
其中融入了大量經濟法規範，從而形成了經濟法體系的基本雛形。在
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許多方面的體制和制度仍然沒有變動，因此經
濟法領域的法律制訂實施的比較少，大量的經濟政策與制定程序相對
簡單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等發揮了重要作用。1993 年
市場經濟入憲以後，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國大陸便加速
推動經濟立法。1993 年至 1995 年間分別開展了的市場法規立法、財
稅立法和金融立法，初步建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應的現代經濟法體系。
2005 年 11 月修訂《公司法》的同時，中國大陸亦修訂了與其有
密切聯繫的《證券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範及法律解釋，使得法律
規範之間實現了較好的配套和銜接，避免了法律資源的重複和浪費。
2006 年的《企業破產法》和新《公司法》，將 WTO 要求的司法獨立、
公平、減少政府干預等原則巧妙地轉化為國內法律條文。按照市場開
放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健全《外商投資法》，中國大陸要大幅度降
低關稅，拓寬外資投資領域，取消外資投資的當地成份和出口實績等
限制性措施，開放銀行、保險、運輸、旅遊、批發零售商業等領域，
讓外資更廣泛地進入第三產業與中國大陸企業競爭。內外資企業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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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進出口權、關稅減免等方面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取消對外商
的優惠待遇。
為了健全中國大陸的對外貿易法律制度，則必須限制和取消進
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簡化規範進出口手續。因此修訂《反補貼條例》
，
取消政府出口補貼政策，制止用補貼的方式進行不公平的競爭。根據
反對傾銷原則，修訂《反傾銷條例》，制止以傾銷的方式進行不公平
競爭。此外根據《關於貿易中技術壁壘協定》的精神，凡有國際標準
和準則的，各國在技術法規、標準、認證和檢驗制度的制定和實施要
優先按照國際標準進行。
然而中國大陸的法律理論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上的。
雖然 1978 之後改變路線，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然而與其他已全球化的社會和法律在法理邏輯上仍有所不同。在全球
化過程中，利益集團經常利益重疊，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全球化時
代的法律制度顯然已經過時了，法律不應再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
必須以一種合作的思維方式來重塑法律。而且，法律代表的階級應該
逐漸被全球共同利益所取代。超國家立法，國際組織立法和全球統一
法律的存在對國家法律構成了強大的挑戰。
此外，全球化的社會問題也需要相應的法律調整。解決這些問題
的辦法必須基於世界的整體利益，堅持國家利益的實踐和國家政策理
論的侷限性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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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權發展與經濟體系的建構

壹、中國大陸國家主權的演變與特徵
主權作為特定的觀念和制度起源於近代的西方。16 世紀，西歐社
會經濟發展，要求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政治權力開始集中。在此背
景下，法國的古典法學家布丹（Jean Bodin）首創系統的主權理論21，
布丹在其《論共和國》書中提出：「主權是國家的重要標誌，是一種
永久的和絕對的權利，除受上帝和自然法律以外，不受任何限制。」
22

可以看出，布丹的理論中，主權是超乎國家法律之上的，而政府權

力則是由法律所賦予的，因此，布丹所闡述的主權本質上是抽象的，
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政府的具體權力23。但這一學說透過將主權解釋為
一種最高的絕對的權力，而為剷除西歐貴族割據勢力，剷除封建教會
普遍權威發揮了積極作用。布丹的理論只著眼於如何以主權重新建構
國家內部權威秩序以及國家與個人之間關係如何界定的問題。並未涉
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該如何處理。
而 17 世紀荷蘭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則提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國際法概念24。國際法概念
的提出，不僅解決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問題，尤其提出了主權對外獨
立的特徵，為「國家主權」這一概念賦予了全新的意義。17 世紀末，
出現了反對布丹、格勞秀斯以及霍布斯絕對主權論的聲音，那就是洛
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洛
克認為主權不是絕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不是屬於君主的，人民
21

布丹（Jean Bodin 1530 年－1596 年）
，是法國的律師、國會議員和法學教授，因他
的主權（sovereignty）理論而被視為政治科學之父。與霍布斯等人同為西方絕對君主制
理論的集大成者。
22
王鐵崖，
《國際法》
，北京：法律，1981 年。
23
王敏，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
，
《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
，2002 年第 3
期 ，頁 27-29。
24
任丙強，
《全球化、國家主權與公共政策》
，北京：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
200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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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主權的真正擁有者，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權利，
主權在於人民。之後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對人民主權做出了
系統的闡釋，盧梭以「公意」（General Will）為橋樑，將人民主權和
國家主權整合在一起。個人既是國家的一個成員，必須遵守國家的法
律，又是主權者的一個成員，透過公意制定法律。這是因為主權不外
乎是公意的運用，意志是不可能轉移的。基於同樣的理由，主權也是
25

不能夠分割的 。洛克和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是主權理論發展的一個
重要轉折。
18 世紀末，正當人民主權理論盛行之時，為了配合西方資本主義
國家向外拓展市場和爭奪殖民地的需要，國際上出現了主權分割論26。
該理論基於主權可以分割的看法，把國家區分為完全主權國家和非完
全主權國家，並認為主權不必然集中於一體27，從而為歐洲列強劃分
勢力範圍提供依據。二戰後，雖然某些學者認為造成戰爭的主要原因
是主權國家過分追逐自身國家的私利，而主張放棄國家主權觀念，代
之以各國普遍遵守的國際法律秩序28。但國家主權原則卻更為普遍地
被絕大多數國家和個人接受，成為國際社會的基本原則，同時，國家
主權作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根本原則已經擴張到了全世界，而不僅僅
是歐洲地區的特殊安排。然而在實踐中，剛擺脫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
家雖然獲得了政治上的主權獨立與自主，但在經濟上，發展中國家與
發達國家的關係並非平等、互惠與互不干涉，而是一種不平等的、依
附的關係。

25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 年，頁 35-39。
26
姜紅池，
〈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主權〉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5
年第 S1 期，頁 188。
27
勞特派特‧奧本海（Lassa Francis Lawrence Oppenheim）著，王鐵崖、陳體強譯，
《國
際法（上）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
28
這些學者包括狄驥（Léon Duguit）
、凱爾森（Hans Kelsen）等，參見程虎、李省
龍，
〈國家主權思潮述略〉
，
《皖西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2 期，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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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日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發展中國家仍然要為了獲得實質上
的主權平等而展開長期不懈的鬥爭，而經濟主權越來越成為民族獨立
和國家主權的重要內涵。
雖然主權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概念和術語，但「主權」一詞在中
國古代就已存在。例如，《管子‧七臣七主》曰：「藏竭則主權衰，法
傷則奸門闓。」不過，中國古代所謂的「主權」僅指君王的權力29。
這時的主權觀是佔有的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19 世紀末，帝國主義紛紛向中國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隨之而來
的是對中國主權的蠶食：包括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租界、領事
裁判權等。從 1840 年英軍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開始，陸續簽訂了超
過一千個不平等條約。根據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享有領
事裁判權，即對其本國的僑民行使司法管理權的特權。據 1925 年的
統計，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共有 23 個國家，25 萬人。其中 98.4%
為日本、美國、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人。帝國主義從中國掠奪的
戰爭賠款和其他款項高達白銀 1000 億兩，侵佔中國領土約 17.39 萬
平方公里30。
此時，西方的主權（sovereignty）概念開始傳入中國。最初，人
們根據它的讀音把它譯成「薩威棱帖」31。例如，康有為在《公車上
書》中就有「大雪國恥，耀我威棱」、「無使外國收我權利」的呼籲。
然而，「薩威棱帖」這一音譯，字多音長，令人望而生畏，後來，有
學者就把 sovereignty 從日文中的漢字「主權」轉譯而來32。1905 年，
國父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宣言》中則在四綱的具體內容中明確的提

29

夏征農，
《辭海（縮印本）》
，上海：上海辭書，2000 年，頁 1452.
錢鎮，
〈中國主權與民主的歷史演變〉
，《WTO 與國家主權》
，北京：人民，2003
年，頁 267。
31
張奚若，
〈主權論〉
，《張奚若文集》
，北京，清華大學，1989 年，頁 72。
32
楊澤偉，
《國際法析論》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 年，頁 29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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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還我主權。」33
較早向國人介紹西方政治學的先驅之一的嚴復先生，在他所譯的
近代法國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的
《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明確使用了「主權」一詞，
如「國中無上主權」，「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國全體之民，操其無上
主權者也。」34此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也已使用了「主權」二
字，該約法第 2 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此後，
西方的「主權」概念，就完整地進入了中國的政治和學術領域，並開
始成為中國政治學和法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是中共所謂主權狀況的第三個
階段，由於有著帝國主義侵略的沉痛記憶，中共在對外政策上首先強
調的，就是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大陸的特權。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以後，為捍衛主權，中共宣佈處理國與國關係的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1978 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大陸進入了改革開
放的新時期，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在與他國日益頻繁深入的交流中獲
得了維護國家主權的新經驗。中共對於主權行使以尊重現實出發，主
動探尋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在主權實現形式上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
尤以鄧小平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創新主張，被中共認為是成功的向
英國、葡萄牙收回香港和澳門主權的主因。

33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223&forepage=1，同盟會宣言的四綱
為：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其中「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
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
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
滿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
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34
王滬寧，
《國家主權》，北京：人民，1987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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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構經濟權利體系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透過（1）制度實驗（2）寫入憲法（3）憲法
實施的過程，使經濟權利逐漸成為中國大陸法治體系中，保障程度較
高的權利，形成了所謂的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
的現代產權制度和產權保護法律框架。但是，從管制經濟到市場經濟
的轉型尚未完成，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仍需進一步推進。
從中國大陸的憲法文本來看，「八二憲法」仍受到計劃經濟的憲
法模式影響較大，雖然經歷了幾次修改，但從整體的憲法框架和法治
秩序來看，經濟權利的保障模式尚未定型。從社會主義憲法發展史來
看，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法，已經
是社會主義憲法類型中的特例。
一、從經濟政策到經濟法治
與西方法治國家法治歷史不同，中國沒有自然權利和自然法傳統，
經濟權利並非先於普通法律制度的自然權，而是在現實政治秩序和秩
35

序和法律制度變遷中逐漸形成的 。因此，權利保障觀念的生長和保
障制度的完善是在政法一體結構中逐漸發展演變的。改革和發展的過
程，既有自下而上的先行先試，也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但這種改
革過程本身並不是法治化的方式推進，而是以政治化的方式推動，成
熟後中共中央才進行合法化確認。
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36特別是
在改革開放初期，法治不完備的背景下，經濟權利的保障主要透過國
家政策來實現。由於中國大陸特殊的國家治理結構，政治系統可以繞
開法律系統，以黨內文件或者「意見」、「通知」的方式直接對經濟
35

有關憲法權利的自然法理論基礎，參見 Christopher E‧Smith, Constitutional Rights:

Myths and Realities, BlemontCA: Thomson Wadsworth, 2004, p30.
36
《鄧小平文選》第 1 卷，北京：人民，1994 年，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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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進行規劃和設計。這種明顯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治理手段，迄今
依然影響深遠。回顧中國大陸經濟權利發展的歷程，雖然市場管制在
不斷放鬆，權利保障在不斷強化，但並不是純粹採取法治的方式，而
更多是透過政策來調整經濟關係，透過政策來保障經濟權利。這種以
政策保障權利的方式不足以清晰界定經濟的權利義務，也無法提供法
律的剛性保障，其弊端顯而易見。
經濟權利保障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確定經濟的權利義務，當前中國
大陸經濟社會領域的許多問題，包含群體性事件、環境汙染、徵地拆
遷、礦產開採權、舊城改造、山林經營權確定等現實問題，都需要對
特定主體經濟權利的範圍進行清晰界定。然而上述經濟權利保障法治
化過程本身，目前卻是以政治化的方式推進37。這也是中國大陸法治
轉型的一個方式38。

二、從法律保障到憲法保障
一般來說，憲法是根本大法，相比而言，普通立法則具有靈活性，
展現出較強政策屬性。照此原理，憲法保障的力道和程度都應該高於
一般法律。但由於中國大陸憲法本身的高度政治性，在法律與政治保
障的光譜中，憲法具有較強的政策性，中國大陸普通法律的規則屬性
竟要比憲法更高。比如，物權法、公司法等法律規定和憲法規定比較
而言，前者的法律性顯然更強。
中國大陸法治實踐的發展進程和一般法治的理論邏輯正好是反
37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
，2016 年 11 月 4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6-11/27/content_5138533.htm。
38
有關中國法治轉型的比較分析，參見 Stanley B‧Lubman, Bird in a Cage: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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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行，憲法的變遷落後於法律，憲法權利保障機制落後於法律權利
保障機制。因此，一般法律層面的經濟權利保障體系要更加充分，經
濟權利作為憲法權利保障的力道，反而不如一般法律保障力道更大，
呈現中國大陸法治的現實。這種特殊的法治發展歷程，也決定了現實
中經濟權利保障，更多有賴於普通法律層面的保障，而不是憲法層面
的保障。
傳統社會主義憲法觀念認為，憲法上的基本經濟權利不是一種請
求權，而是一種確認國家政策目標和方針的宣示39。因此，只能透過
法律具體化實施來保障，無法直接適用基本權利規範進行保護。在法
律保障模式下，憲法上的權利與其說是一種主觀權利，不如說是一種
客觀規範。作為一種客觀規範，只能透過法律的具體化實施來保障。
中國大陸這種憲法理念可以追溯至史達林：「憲法是根本法，而且僅
僅是根本法。憲法並不排除將來立法機關的日常立法工作，而且要求
有這種工作。憲法給這種機關將來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礎。」40此一
論點可以進一步追溯到近代憲法概念，即絕對信任立法機關的判斷和
決定。在此理念下，印證了中國大陸立法機關在憲法體制內的地位，
透過立法來建構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是當前經濟權利保障的主要方
式。
從法治體系的功能分配角度看，一般法律保障，終究無法代替憲
法層面的保障，不能以法律來取代和架空憲法，否則就違反了依憲治
國的基本規律而陷入「憲法虛無主義」的困境。因此，對於經濟權利
的保障而言，在法律保障基礎上引入憲法保障是法治體系完善的基本
趨勢。
中國大陸的立法機關依據憲法，基本形成了保障經濟權利的法律
39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
黃金榮，〈實現經濟和社會權利可訴性：一種中國的視角〉
利可訴性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8 年。
40
《史達林文選》
，北京：人民，1985 年，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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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但是中國大陸憲法文本中的經濟權利並沒有體系化。一方面，
在理論構建上，需要以憲法經濟權利規範為依據，妥善處理經濟權利
條款的歷史性與現實性、移植性與本土性之間的關係，尋求兩者之間
的平衡，進而建構符合中國大陸實際的理論體系。
從形式上看，中國大陸憲法上經濟權利條款分散規定在總綱和第
二章之中。受社會主義憲法傳統的影響，總綱中有關經濟權利規定的
條款數量反而更多。比如，財產權條款並不是規定在第二章基本權利
部分，而是在總綱中加以規定。從憲法解釋學的視角看，建構經濟權
利的理論體系，需要立足中國大陸特殊的憲法秩序，研究中國大陸憲
法上經濟權利體系的內在結構，對各種經濟權利主體進行類型化處理，
對不同經濟權利的保障範圍進行解釋，對經濟權利的消極保護和積極
保護以及國家保護義務，進行解釋學的理論建構。另一方面，在制度
設計上，需要透過推進合憲性審查和憲法解釋機制來理順憲法規範體
系以及法律體系的內在張力，進而整合憲法層面和法律層面的經濟權
利保障機制。在中國大陸現有的法律體系中，仍然存在違反憲法精神
與規範內涵的現象，如有些法律、法規採取雙重標準對公有制與非公
有制經濟進行差別對待41。

三、經濟權利保障的價值理念選擇
縱觀世界憲法史，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經濟權利法治保障的價
值理念也有所不同。一般法治國家是分階段依次經歷了前述發展過程，
但中國大陸憲法的發展歷程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中共計劃經濟體
制下形成的相對集中的權力格局，在一些體制部門仍然存在，自由市
場體系明顯發育不夠，市場和政府的分界仍不明顯。
41

韓大元，
〈中國憲法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範結構〉
，
《中國法學》
，2019 年，
第 2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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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中國大陸尚未完成憲政改革的進程，中共仍堅持公私二
元劃分，保障「自由權意義」的經濟權利，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仍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也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
社會保障不到位等問題已經顯現出來42。
雖然各國經濟權利發展歷史不同，但從世界範圍來看，伴隨著經
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經濟權利的保障呈現明顯的趨同化之勢43。
中國大陸要融入世界經濟的大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濟權利的
制度保障也需要適當地與國際接軌。如今，國外主要的法治國家大都
已經完成了現代憲法的課題，並有走向「後現代憲法」的趨勢44。因
此在法律全球化浪潮下，如何平衡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憲法課題，是
中國大陸建構經濟權利保障制度模式的價值立場的抉擇問題。

參、中國大陸經濟權利的憲法確認與演變
中共建政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 1954 年憲法。該
憲法的基本定位是過渡憲法，過渡憲法確立了特定時期不同主體的基
本經濟權利，為社會主義改革和民族治理提供了重要基礎。但是，在
1956 年中央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
後，由該憲法確定的過渡時期的權利體系，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去了
實際的法律效力。
從那以後，由於極端的「左派」思想和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中
國大陸的法治受到了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經歷了曲折的道
42

翟國強，
〈經濟權利保障的憲法邏輯〉
，
《中國社會科學》
，2019 年 12 期，頁 100-120。

43

Nico Krisch, Beyo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Pluralist Structure of Post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7-8.
44
林來梵，
《從憲法規範到規範憲法》
，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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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大陸歷史的新紀元。中國大陸開始逐漸擺脫
蘇聯模式的影響，探索和發展符合中國大陸國情的發展道路和體制模
式45。在不同領域的改革中，以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各種改革的先
驅。「八二憲法」頒布實施後，經濟制度和經濟權利的憲法規範不斷
發展和演變，成為憲法規範中最經常改變的重要內容。到目前為止，
經濟權利已經成為基本權利制度中相對較高的保護程度，相應的法律
保護制度也相對成熟和健全。

一、社會主義憲法傳統的影響
傳統的社會主義憲法通常在憲法文本中將公有制作為國家的基
本經濟制度，並規定國家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
建設。國家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其他組織和個人在嚴格意義上不享
有經濟權利。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國家法律的原則，生產資料的社會
主義公有制可以為國家提供領先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可用的經濟
資源，還可以為國家提供公民的基本權利並提供物質基礎。與公有制
相容，傳統的社會主義憲法確認國家計劃是經濟活動的基本組織。在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高度計劃的經濟體制下，國家控制著大部分經濟
資源，經濟活動是高度計劃的。與此相對應，保護公民的經濟權利意
義不大，而且空間有限。
受上述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觀念影響，「八二憲法」所建
立的經濟體系仍然是高度計劃的經濟體系和公共體系。就公民的基本
經濟權利而言，他們僅擁有生存的權利。如果公民超出計劃從事經濟
活動，他們甚至將被追究違反「投機」行為的刑事責任。在農村人民

45

Susan L‧Shirk,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Economic
Reform,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6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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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體制下，集體經濟以外的私人經濟活動受到嚴格限制，通常被稱
為「投機倒把」。儘管中國大陸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但礙於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的規定，私人經濟活動仍屬非法的。無論是在
法律法規層面，還是在權利落實保障上，經濟權利都是被忽略的。
隨著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不斷發展，純社會主義、純公有制、完全
排斥市場的計劃經濟，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因素。在這樣的發展
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不斷發展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
理，並以此基礎重新設計了憲法中的經濟體制，並不斷促進了經濟體
制和實踐創新。儘管中國大陸曾經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但很快就發
現了這種模式的缺點。改革開放後，蘇聯模式對中國大陸經濟體系的
影響逐漸減弱。回顧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歷程，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
從基本概念上打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思想界限。發展和重新
詮釋「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關係，發展具有「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推進經濟體制改革46。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主張計劃和市場都是資源配置機
制，因此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7。發展初期，以社會主義所有制
和分配制度為主體，根據社會主義所有制調整各種所有制和分配形式。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演變的基本理論邏輯，修憲的
思路也反映了這一體制改革的邏輯。

二、憲法的所有制結構調整
經濟權利主體的多元化受到傳統社會主義憲法觀念的影響。「八
二憲法」確認的基本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相應的分配方法
46

，2016 年 2 月 23 日，
，
《人民網》
張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6/0223/c40531-28141572.html。
47
高德步，
〈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曆程〉
，《行政管理改革》
，201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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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勞分配。這種所有權結構和分配模型決定了當時憲法所承認的經
濟權利保護主體和保護方法具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在轉型時期，法律
形式也根據中國大陸政治現實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相應地，經濟所有
權作為實現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也會隨著所有權結構的調整而發生變
化。自憲法頒布實施以來，與所有權結構有關的政治決策已逐步通過
憲法修正程式完成了所有權結構調整的憲法表達。隨著經濟體制改革
的不斷深入，所有權結構的這種調整在憲法中得到的體現即經濟權利
的主體正在逐漸多樣化。
在純粹的公有制和高度計劃經濟的背景下，憲法確認的主要經濟
活動主要限於公有經濟組織。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
的開始，《八二憲法》首次確立了個體經濟的法律地位。除國有經濟
和集體經濟外，個體經濟也享有有限的經濟權利。不同的所有制經濟
體的憲法地位和保護程度不同。《八二憲法》在保護方面給予區別對
待：（1）國家保證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2）國家保護城鄉集體
經濟組織的合法性鼓勵，引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3）進一步
將個體經濟作為經濟權利的主體。
根據 1982 年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國營、集體和個體這
三種經濟，各在一定範圍內有其優越性，雖然它們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但都是不可缺少的。個體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不大，它的
存在並不妨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共經濟制度的基礎和它的順利發
展。中國大陸要在堅持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發展多種形式
的經濟，以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48此外，「八二憲法」還規
定了「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
有權」以及農村家庭和個人對於自留山自留地的有限經營自由。嚴格

48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彭真，〈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說明〉
，1982 年 4 月 22 日，
《中國人大網》
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26/content_50013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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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
「八二憲法」從公民經濟活動的意義上說，並不保護「財產權」
。
因為上述權利規範僅保護公民的「生活材料」，而不包括對經濟活動
所必需的「生產材料」的保護。保護公民的經濟權利並不僅僅是保護
公民的基本生存權。
此時，與「公民」相反，「個人經濟」是「八二憲法」中經濟權
利的主體，這是作為經濟權利主體的個體經濟的進一步合法化。隨著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個體經濟僱用勞工的大量商業活動應運而生，
這在意識形態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當時，中共中央文件明確了「不
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取締」的「三不政策」，鄧小平對此
提出了不爭論「放兩年再看」的主張49。在此期間，許多個體戶繼續
擴大經營規模，形成了事實上的私營經濟50。1987 年，中國共產黨第
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出了鼓勵發展私營經濟的決定。1988 年 4 月，
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 1
條使私營經濟成為經濟權利的主體，並確立了私營經濟的憲法地位。
經濟權利主題的憲法範圍已擴大到「私營經濟」。從保護經濟權利的
角度來看，該修正案還意味著公民享有建立私營企業的憲法自由。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大陸的國內外形勢發生了翻天覆
地的變化。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根本性的制度變遷，這
增強了中國大陸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的決心。在經濟體制方面，中國
大陸放棄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建設成為社會各界的改
革共識。1993 年，在修改憲法時將「國營經濟」改為「國有經濟」。
該修正案展現了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概念，同時有利於在法律上將
經濟權利的內容與經濟權利的主體區分開。
1999 年的憲法修正案進一步將經濟權利的主題擴展到「個體經

49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1993 年，第 91 頁。
吳敬璉，
《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2018 年，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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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私營經濟和其他非公共經濟」，並確認其憲法地位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到目前為止，經濟權利的主體在憲法中
包括兩大類：公有經濟和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和其他非公有經濟。相
比之下，作為財產權的完整主體的個人公民是經濟權利主體的重大發
展。
2002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指出：「應當
保護所有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並明確要求「改善保護私
有財產的法律制度」。從法治保護的角度來看，對經濟權利主體的擴
大而言，更重要的變化是對《憲法》修正案第 22 條關於公民私有財
產權的修正。在憲法中，「公民」從生活材料的擁有者正式成為經濟
權利的主體，這是經濟權利體系的重大突破51。這是因為，人們首次
認識到，作為經濟活動的生產材料可以歸屬於憲法中的個人公民。據
此，經濟權利的主體可以全方位地擴展到普通公民，而不僅限於憲法
規定的各種所有權的經濟組織。

三、憲法保障經濟權利的範圍逐漸擴大
憲法修改確立了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地位後，經濟權利規範
不斷注入新的內涵，經濟權利保護的範圍也不斷擴大。1993 年的憲法
修正案確認了國有企業「獨立經營權」和集體經濟「獨立經濟活動自
主權」的憲法確認，進一步擴大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與體制內公共
經濟的逐漸和不間斷的「放鬆」過程不同，非公共經濟中的權利保護
經歷了從「憲法外」到「憲法內」的合法化過程。經過幾項憲法修正，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其他非公有經濟的憲法地位已從「補充」變為
「重要組成部分」，變為「鼓勵和支援」，其獨立經營權的保護程度
51

在憲法修改之前，1986 年的民法通則就已經率先將「法律允許」的生產資料在內的
公民的個人財產納入民法保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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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到了改變。
財產權是經濟權利的核心。傳統的社會主義憲法，側重於在生活
手段的意義上，保護公民的財產。這種有限的保護，不足以為市場經
濟體系提供堅實的法律基礎。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憲法制度的歷史，
保護經濟活動所需的財產，是中國大陸憲法變化的重要趨勢。在生產
材料上對財產的憲法確認始於土地制度的改革。1988 年憲法修正案
確認了憲法中的「土地使用權」，這對擴大經濟權利保護範圍，具有
重要意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土地是公共擁有的，但憲法將土地的所
有權和使用權分開，土地使用權可以在市場上交易和轉讓以進行憲法
確認，這極大地釋放了經濟活力。
因此，在憲法解釋學的意義上，公民或法人的土地使用權，可以
作為一種財產而受到憲法的保護。財產權的完全確認，是 2004 年私
有財產憲法的修正案。在此之前，憲法只保護了基本生活所需的一種
「財產」，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生活材料」。經修訂
的憲法承認「『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是一項更廣泛的經濟權利，不
僅包括生活所需的私有財產，還包括生產和經營活動所需要的財產，
即公民需要從事經濟活動的生產材料。」52這樣的修改也超出了「所
有權」的範圍，並將財產權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各種財產權。53從憲
法意義上來說，土地使用權，政府特許經營權和污染許可證等經濟權
利都是財產權。從憲法解釋的角度來看，產權規範將經濟權利的內涵
注入了基本權利體系，並強化了許多基本權利的經濟屬性。例如，勞
動還可以用作一種由勞動者自由控制的財產（人力資源），勞動權利

52

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
〉的說明》
，這樣修改進一步明確
國家對全體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都給予保護，保護範圍既包括生活資料，又包括生
產資料。參見王兆國，〈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2004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
，《中國人大》
，2004 年第 6 期，頁
16-20。
53
林來梵，
〈論私人財產權的憲法保障〉
，《法學》
，199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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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經濟權利的屬性。此外，勞動權的用語，還可以從更廣泛的意
義上，解釋控制勞動的權利，即選擇自己的所有權的權利。亦可以將
財產權和勞動權合在一起，以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經營自由」。

四、憲法防禦權結構的確認
相比之下，傳統的社會主義憲法對經濟體制不是中立的。政府以
更加積極的態度介入經濟領域，自然對經濟活動也有更多的限制。受
當時政府高度統一的政治和社會的歷史背景的限制，「八二憲法」確
立的基本憲法概念，並未認識到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適
當分離。由於中國大陸傳統的憲政理論，受到蘇維埃國家法理論的影
響，因此它強調國家計劃經濟體制「政企不分」的憲政原則54。農村
的表現是人民公社體制下的「政與社不分」。國家是經營者也是管理
者，既是公共權力的主體，又是經濟權利的主體。該理論完全符合高
度集中的行政和經濟體制的要求，已成為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施「政
企合一」和「政社合一」以運用行政手段限制經濟權利的理論基礎。
從社會主義憲政傳統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的憲法整體上並不是建立
在西方憲法權利與權力對立的憲政理念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為限制
和經濟管制政策之上。
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後，建立市場經濟首先需要從憲政理念上重
建國家的雙重身份，將國家作為公權力主體與國家所有權主體分開，
將國家管理與市場自治區分開來。隨著上述觀念的變化，公私雙重觀
念逐漸被憲法接受，全權政府的觀念被有限政府的觀念所取代。憲法
修正案區分了所有權和管理權，並合法地從市場上剝奪了國家權力。
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從國家計劃轉變為市場自治，國家和各種所有
制企業成為憲法關係的相應主體。公共權力已逐漸成為市場監管的補
54

李忠主編，《國家高端法治智庫報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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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力量。透過法治來規範和限制政府的公權力，並保護市場主體的經
濟權利，已成為公認的憲法價值共識。相應地，「對國家的經濟權利」
成為重要的權利概念，並得到憲法的確認。
2004 年，《憲法修正案》第 22 條將「國家保護公民的收入、儲
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改為「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
侵犯」。政府採取了國家與公民並列的模式，這種改變意味著中共憲
法將私有財產確立為一種消極的防禦權55。此外，如果將「國家尊重
和保障人權」作為憲法進行系統解釋的基本原則，中國大陸憲法中的
經濟權利具有雙重憲法結構，並具有防禦權和受益權的內涵。基於此，
可以做出進一步的解釋：國家不應對基本經濟權利施加過多的限制，
即「對限制的限制」56。也就是說，在限制政府的市場控制方面，有
必要限制建立國家限制經濟權利補償制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作為公
權力主體的國家，也負有保護經濟權利的積極責任，包括建立健全的
法律制度來保護經濟權利。

55

李忠夏，
〈憲法上的「國家所有權」
：一場美麗的誤會〉
，
《清華法學》
，2015 年第 5
期，頁 63-84。
56
林來梵、季彥敏，〈人權保障：作為原則的意義〉
，
《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4 期，頁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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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立法規範與人權保障

壹、中國大陸憲法的立法規範
在法律引進和對待國際標準的問題上，20 世紀 70 年代末、80 年
代初，中國大陸在立法的過程中廣泛地參考外國法律和國際慣例。在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國務院立法的過程中，當立法或修正案提出時，
法律、行政法規起草的部門必須將中國大陸現行的立法情況、關於同
一法律議題其他國家的類似規定，以及目前所存在的問題翔實報告，
而這已成為中國大陸立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中國大陸的憲法也借鑒過國外的相關立法。1982 年彭真在〈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的報告〉中提出，1982 年憲法「充分注
意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豐富經驗，也注意吸收外國的經驗。」57
修憲過程中，中國大陸的法學機構和法律院校的研究人員或學者都曾
翻譯或研究許多國家的憲法，如公民權利條款，八二憲法之前都將此
內容放到了國家機構條款之後，而在八二憲法制訂時，則參考許多國
家的憲法結構，將之放到了國家機構條款之前，展現出對公民權利保
障的重視。不光在結構上，憲法內容的修改上也學習了西方憲法的基
本精神，例如，強調法治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將人權寫入
憲法，平等保障公民私有財產權等，反映民主、法治、人權的世界趨
勢58。
「條約的擬定一部分屬於國際公法問題，一部分屬於憲法問題。」
59

不同國家不同政體，意味著國家權力分配的不同。但不論一國是什

麼政體形式，國際條約的締約權一般由行政機關行使，批准權則在議
57

彭真，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
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人民網》
，
http://www.people.com.cn/item/lianghui/zlhb/rd/5jie/newfiles/e1060.html。
58
朱景文，
《全球化條件下的法治國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年，頁 240。
59
陳洪武等譯，《國際私法總論》，北京：中國對外翻譯，1989 年，頁 41。轉引自袁發
強，
《憲法對衝突法的影響》，北京：法律，2007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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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條約的締結意味著國家對外承擔履行承諾的義務。為了避免國家
遭受不公正條約的束縛或締約機關的輕率行為給國家造成危害，在條
約的簽訂和批准上存在國家對外締約權的分工和制約問題。憲法作為
分配國家權力的根本大法，自然需要對條約的簽訂和批准作出規定。
另一方面，條約的內容常常會涉及國家及其機關在國際交往中職能的
變化或個人權利義務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會與國內已有立法相衝突，
如何化解？又必須靠憲法規定和說明。足見，條約的存在形式和內容
都與憲法密不可分。
在實踐中，條約與憲法和國內一般法律之間的關係也因各國憲政
體制、歷史傳統不同而存在差異。英國的情況非常特殊，君主立憲制
下國家條約在國內的效力和別國區別較大。對於英國參加的歐洲共同
體條約（歐盟條約）和其他的普通條約，英國採取了兩種不同的做法：
對於普通條約，傳統上君主有對外代表國家締結條約的權力，但
國王締結的條約在國內並不當然具有法律效力，只有經議會頒佈的法
律才能在國內貫徹執行，議會批准條約的生效使條約開始對英國產生
國際公法上的約束力。但在英國，國際條約尚不能被作為法律引用，
也不對個人產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在議會通過了相應的立法後，才能
在國內適用。也就是說，一般的國際條約在英國國內法上不具有法律
效力，依據憲法慣例，若條約須經批准或經過相類似程序時，條約締
結機關仍會在條約之外，附上一份簡短解釋備忘錄提交予議會，使其
了解該項條約之具體內容，這些條約在批准和公佈前將在議會保留 21
個開會日（sitting days），而此項憲法慣例又被稱之為龐森比規則
（Ponsonby rule） 60 。2010 年英國頒佈了《憲法改革與治理法》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overnance Act 2010）， 該法的第二部分
題為「條約的批准」，於 2010 年 11 月 11 日生效，其中就對條約簽
60

A. Aust,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0,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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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後由政府呈送議會審查的事項作出了規定。自此，英國議會參與條
約審查的角色才從憲法慣例轉變為成文法。新法的頒佈也為原先的
「龐森比規則」提供了法律的基礎61。
但對於歐洲共同體的基礎條約，英國議會賦予了其高於一般法的
效力。這是因為在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前，歐洲法院在相關判決中，
表示「會員國不能依據憲法所制定的基本權利或國家憲政組織原則，
來對抗共同體法在該國內國法律的效力。」以及「依據《原歐洲經濟
共同體條約》第一八九條，規章的效力使得任何與之相反的國家立法，
即使是後設的，也不得獲得施行。」確立了歐洲共同體的法律在成員
國國內的直接效力，而不受制於國內法律的規定，不論這些法律早於
或晚於歐洲共同體法律頒佈62。英國在加入歐洲共同體後也接受了這
兩項原則。
美國屬於聯邦制國家，私法原則上屬於州的立法權限，聯邦政府
跨州貿易、海商事務以及外交、軍事等國家行為領域享有立法權。美
國政府不能通過條約為美國公民個人設定普通民事關係方面的權利
和義務。如果簽訂了這樣的條約，也需要各州的立法機關通過才具有
國內法上的法律效力。美國憲法第六條規定：「本憲法施行前所欠的
一切債務與所訂立的一切條約，在本憲法上如同在聯邦條例上一樣，
對合眾國仍然有效。本憲法與依照本憲法制定的合眾國法律，以及以
合眾國的名義締結或將要締結的條約，均為國家的最高法律，即使與
任何州的憲法或法律相抵觸，各州法官仍應遵守。」63這樣，美國將
依法簽訂的條約與國內憲法和其他法律一樣具有法律效力。但這並不
意味著國際條約具有和憲法同等的效力。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出現條
約與憲法相衝突的情況，法院的判決往往傾向憲法優先於條約。正如
61

弋浩婕、許昌，
〈從憲法慣例到制定法： 英國議會審查條約的法定化發展（上）
〉
，
《中
國人大》
，2015 年 20 期，頁 53-55。
62
蘇宏達，
〈論歐洲憲法的優位姓〉
，
《歐美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2007 年 6 月，頁 328。
63
參見：美國憲法：https://www.usconstitution.net/con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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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萊克（Hugo Lafayette Black）曾指出：「最高
法院經常一致承認，憲法具有高於條約的最高法律效力。」
此外，在實踐中，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承認國家元首代表國家締
結條約具有法律效力，但在與憲法和國內法關係的作法上卻不完全一
樣。法國憲法嚴格區分條約和協定，條約須經總統議定並批准才能夠
施行，協定無需經總統批准，但應當將一切談判內容都報告總統64。
法國憲法第 54 和第 55 條的規定則體現了條約與憲法的位階問題：
「如果經共和國總統、總理或者議會任何一院議長提請審查，憲法委
員會宣告一個國際約定含有違反憲法的條約時，必須在憲法修改後，
才可以授權批准或者認可該國際約定。」、「依法批准或者認可的條
約或者協定，自公佈後即具有高於各種法律的權威，但就每一個協定
或者條約而言以對方（締約國）予以適用為限。」65由此看來，國際
條約在法國的效力也是以公佈為前提條件的，而且國際條約的效力低
於憲法但高於一般法律。不過這種優先是有條件的，即以條約的另一
方當事人或多邊條約的相對人也遵守為限，即如果對方當事人沒有遵
守條約的規定，該條約就不一定仍然高於一般國內法律。
從目前各國憲法來看，只有荷蘭憲法在關於國際條約效力的問題
上最為激進。荷蘭憲法明確規定條約不僅優於一般國內法，而且也優
於憲法。荷蘭憲法第 120 條規定法院無權裁決議會制定的法律和條約
是否符合憲法，但可以審查法律是否符合條約。這樣實際上就確立了
條約高於憲法的地位。同時荷蘭憲法第 93 條規定：「條約條款及國
際機構決定中就其內容對任何人都有約束力的規定，均在公佈之後生
效。」66也就是說，在條約的適用方面，無須議會制定補充立法，經
過公佈的條約在國內對個人具有直接的約束力。

64
65
66

參見：法國憲法第 52 條，http://www.ldbj.com/falv/faguo_xianfa_quanwen.htm。
同上註。
參見：荷蘭憲法 https://wetten.overheid.nl/BWBR0001840/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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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權關係上，人民代表大會居於最高地位。中國大陸憲法
只規定了國際條約的締結和批准程序，但沒有明確規定國際條約在中
國大陸的效力問題。中國大陸一般法理學說和憲法理論認為，國際條
約的效力低於憲法，是否高於國內相關法律，則往往由該條約的批准
機關以及各相關法律自身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式法》67（以下簡稱《締約法》）對
條約做了如下分類：《締約法》第 2 條規定：「本法適用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同外國締結的雙邊和多邊條約、協定和其他具有條約、協定性
質的文件。」這種分類適用於廣義的「條約」，包括中國大陸政府及
各部門對外締結的各種國際協定；《締約法》第 3 條規定：「中華人
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
要協定的批准和廢除。」這一規定圈定了一個範圍，即「條約和重要
協定」。這一分類表明了條約的效力等級，其效力等級由決定其生效
的機關的地位所決定；《締約法》第 4 條、第 5 條分別規定了以中華
人民共和國名義締結的條約和協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名義締結
的條約和協定以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締結的條約和協
定這三種條約的訂立程式。
根據以上《締約法》所做的三種分類和《憲法》以及其他有關法
律的規定，條約和協定是有不同效力等級的68，其效力由決定其生效
的機關的地位所決定的。
首先，中國大陸所締結和參加的一切條約的效力都在憲法的效力
之下，任何條約的規定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關於這一點中國大陸憲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式法》全文參見：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zcfg/flfg/t70826.shtml。
68
車丕照，
〈論條約在我國的適用〉，
《法學雜誌》
，第 3 期，2005 年 05 月，北京：北
京市法學會，頁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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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並沒有明確做出規定，只是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行
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但在立法程式上，決定批准和廢除外國
締結條約和重要協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而《憲法》的修改
則是全國人大的專屬性權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
全國人大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多數通過，而法律和其他議案則只需由全國人大以全體代表的過
半數通過，或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條約和重要協定」69與全國人大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中國大陸《憲法》規定，
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有權制定和修
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
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有權在全
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
改。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與其批准的條約和協定具有同等的效
力。
第三，中國大陸對外締結的須經國務院批准生效的條約和協定，
與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具有相同的效力。《締約法》第 5 條規定：
「以中國大陸政府名義談判和簽署條約、協定，應當報請國務院審核
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與國務院核准生效的條約和協定，其
效力源自同一立法機關，因此也應具有同等的效力。
最後，以中國大陸政府部門名義對外締結的協定與國務院部委規
章具有同等效力。根據中國大陸憲法第 90 條的規定，國務院各部、
各委員會有權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

69

根據《締約法》第 7 條的規定，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條約和重要協定包括 1.
友好合作條約、和平條約等政治性條約；2.有關領土和劃定邊界的條約、協定；3.有關
司法協助、引渡的條約、協定；4.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條約、協定；5.
締約各方議定須經批准的條約、協定；6.其他須經批准的條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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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可權內，發佈命令、指示和規章。《締約法》第 5 條規定：「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部門名義談判和簽署屬於本部門職權範圍內的
事項的協定，由本部門或者本部門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會商後，報
請國務院決定。」國務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規章與部委對外簽署的協定
具有同等效力，也是因為它們的效力源自同一機關。
中國大陸《憲法》、《立法法》、《締約法》對條約在中國大陸
的適用方面並未做出統一的規定，但透過某些法律的規定仍可見端倪：
首先，對一些條約中國大陸是經過轉化而加以適用的。如中國大陸制
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
濟區與大陸架法》，分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轉化結果，《中
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條約程式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
條例》也是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轉化；同時，許多法律對「併入」方式有明文
規定。《民法通則》第 142 條第 2 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
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
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除外。」除《民法通則》
之外，中國大陸許多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規中也有類似規定。
中國大陸最高人民法院 1987 年制定的《關於處理涉外案件若干
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 1987 年轉發的《對外經濟貿易部<關於
執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第六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作出的《關於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
定》都規定了併入法則70。依據該項決定，中國大陸可根據所締結和
參加的公約的規定，直接就某些犯罪行為行使管轄權，而無另行立法。
可見中國大陸在條約適用問題上的做法並非單一地轉化或併入
70

同註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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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條文中，而是個別立法。換言之，只有當中國大陸立法明確規定
某項或某類條約可在中國大陸直接適用時，才可以直接在中國大陸適
用；否則，只能透過制訂或修改國內法的方式，將條約內容轉化為國
內法。
作為最高法律的憲法，對一國所締結的國際條約的效力和適用以
及條約與國家主權衝突的產生和解決起著根本性的作用。以西方國家
與中國大陸法律在條約的效力和適用進行的對比可以看出，只有極少
數國家規定國際條約具有高於本國憲法的效力。將憲法視為國內法，
將國際條約視為國際法而認為兩者處於平行地位的觀點並沒有得到
各國立法實踐的普遍接受。事實上，缺乏憲法的協調，國際法很難與
國內法統一起來71。也正因為如此，各國憲法普遍對國際條約在國內
的效力和適用進行了立法。
中國大陸雖然履行著條約的國際義務與責任，但不可否認的是，
中國大陸關於條約適用的憲法規定明顯地存在著制度性和結構性的
問題。
（一）條約以及整個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
的憲法性問題。中國大陸條約適用嚴格遵循「條約必須遵守」的國際
義務，但又欠缺憲法制度層面上的宏觀涉及，特別是欠缺憲法法典的
原則性規定與合憲性考慮，使得中國大陸條約的適用帶有強烈的部門
化色彩，並存在各自為政的狀況，該問題又因為中國大陸目前不存在
現代意義上的憲法適用機制而表現得更為突出。
（二）堅持主權獨立與完整是中國大陸處理條約與國內法關係的
最根本的法理基礎，並在中國大陸憲法序言中明確表述，因此中國大
陸在處理涉外法律關係時設置了諸多法律保留條款，但這對履行條約

71

袁發強，
《憲法對衝突法的影響》，北京：法律，2007 年，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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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來說二者又是矛盾的。
（三）檢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作為立法程式的一般法和基
本法，缺乏對條約適用程式的任何明示規定72。
（四）「條約優先條款」只適用於各單行法律法規所涉及的領域
而不具有普適意義，一旦這些優於條款的條約與中國大陸憲法規定發
生抵觸，其效力將發生疑義。
綜上所述，中國大陸的憲法並沒有對國際法的國內化的問題，進
行明示的立法規定。但透過分析中國大陸憲法可以看出：
第一， 從國內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出發，強調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及
其效力的最高性；
第二， 從憲法規範的內容出發，強調憲法對一國最基本的政治制
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的建構意義；
第三， 從社會基本價值觀念出發，強調憲法是各國接受的自由、
民主、法治、人權等現代價值的最新的首要的法律載體；
第四，作為理論邏輯的自然延伸，憲法的實施和保障，特別是違
憲審查制度的完善就成為維護憲法權威性的最後屏障。與立法相比較，
運用外國法和外國判例更可能直接涉及國家主權問題。這是因為立法
機關在制定法律時參考外國有關立法時十分慎重，往往要經過法律案
的提出、討論、通過和頒佈的正式立法程式。

貳、中國大陸憲法的人權保障
當今世界上約有一百六十個國家的憲法中都規定保障人權的相

72

參見附錄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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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條款73。人權保障是憲法關注的核心要點之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
分。現代憲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保障人民權利，使一個人為滿足其
生存和發展需要而應當享有的權利。
中共建政初期，人權概念並沒有被所接受。直到 1978 年文化大
革命後，徐炳公開發表《論「人權」與「公民權」》74，開啟中國大
陸對人權的研究。然因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的對立，中共強烈排斥西
方人權觀點，使得人權議題毫無進展。鄧小平曾表示：「什麼是人權？
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
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
兩回事，觀點不同。」75中國大陸學者王世傑、錢瑞生則認為，應從
三個角度理解人權的內容：首先，人權是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其次，
人權基本上受國內法管轄，有法律上的合法權利。第三，作為一種道
德權利和法律權利，人權必須是一種實質擁有的權利76。
「八二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將人民基本權利大
致羅列進去，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
行、示威、宗教信仰、通信、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秘密通訊、居住等
公民和政治權利；勞動、休息、受教育、社會保障、平等權等經濟、
社會和文化權利以及特殊族群權利等。
在法律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大陸憲法的人權保障制度被認為在
以下幾個方面有待發展和完善：
第一，外國人的人權保障：隨著經濟交往的頻繁，人口的國際交
流越來越普遍，到外國旅行、居住、甚至定居都已習以為常。由於對
73

李龍，
〈憲法新論三則〉
，
《法學研究》
，第 16 卷第 3 期，1994 年，頁 15-18。
徐炳，
〈論人權與公民權〉，
《光明日報》
，1979 年 6 月 19 日。新華社發通稿轉發全
國，各省級以上報紙大多予以轉載。
75
鄧小平，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
人民，1993 年。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9-07/31/c_1119485398_40.htm。
76
王世傑、錢瑞生，《比較憲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7 年，頁 14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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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則是國際法的一個基本原則，那種把人權保障限定在國民的範圍
內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全球交往的頻繁，使得憲法必須確認對外國人
的人權保障。
第二，私人之間的人權保障：傳統憲法重視公權力和私權利之間
的關係，人權保障也側重於保障私權利免受公權力的侵害。而在全球
化時代，隨著資訊技術的發達，網路的發展以及政黨、企業等具有社
會性權力的團體的增多，私權利免受非公權力的侵害，也成為一個重
要課題。
第三，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要堅持永續發展戰略，日益嚴重的環
境破壞威脅人類的生存。現代各國憲法很少正面提到環境權。中國大
陸近年來，已嘗到不重視環境保護的苦果。
第四，知情權：沒有知情權的保障，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實現。
人民只有獲得必要的有關政治資訊，才有可能作出準確的判斷。政府
活動必須有一定的透明度，民主監督才成為可能。法律全球化下的憲
法普遍將知情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予以保護。
第五，社會保障權：1978 年改革開放後，隨著政府經濟體制政
策的改變，市場經濟逐漸抬頭，所帶來的嚴重失業問題使中國大陸的
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且經濟全球
化帶來的失業問題，使中國大陸在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成為迫切解決的項目之一。
因此，1997 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首次將「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
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大會報告之中。2001 年 2 月
28 日，第九屆人大常委會第 20 次會議也作出了批准加入《經濟、社
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2002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重申
「尊重和保障人權」，並將「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
尊重和保障」、「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內容納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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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之中。
2004 年則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修正案。2007 年召開
的中共十七大，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
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寫入大會報告，並將「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
列入《中國共產黨章程》。2009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了第一個以人
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09-2010 年）》77。2017
年，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廣
泛權利和自由」全面推展中國大陸的人權保障78。
2019 年 9 月 22 日，中國國務院發表了《為人民謀幸福：新中
國人權事業發展 70 年》白皮書，回顧了 70 年來人權的發展歷程79 。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最大亮
點就是保障隨著社會發展、適應人格利益發展的需要，所出現的各種
新型人格利益80。2021 年 6 月發佈《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
大實踐》白皮書，回顧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以來，堅持人民至上，將
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
權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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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行動計畫（2016-2020 年）（全文）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網》
，http://www.scio.gov.cn/wz/Document/1492804/1492804.htm。
7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2017 年 10 月 27 日，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79
〈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 70 年白皮書〉
，
《中國政府網》
，2019 年 09 月
22 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9/22/content_5432162.htm。
80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通過）
〉
，
《中國人大網》
，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6/75ba6483b8344591abd07917e1d25cc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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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法律全球化與國家主權
隨著法律全球化的到來，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憲法是國家主權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現。而主權是國家基本的組成
要素，使國家能獨立處理自本國事務的最高權力。81布丹認為主權是
國家的要素每個國家都必須有個對其人民行使最高權力的中心機關。
而這種不受任何人為的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的特質，只受上帝的法律
或自然的法律的限制。布丹之後，學者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盧
梭等也曾相繼論述過主權問題。雖然他們的觀點各有不同，但都以維
護國家獨立，使其權力不受內外限制為目的82。
不過，隨著法律全球化的到來，這種至高無上的國家主權觀念受
到挑戰，表現在兩方面：
（一）國家主權事實上受到了限制：
在法律全球化衝擊下，國家主權被削弱或部分地發生轉移，非國
家行為體（包括國際經濟組織和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參與主權國家
內政就是明證。
諸如，1992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裁定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已不
復存在，而由其分裂的五個共和國繼承前南斯拉夫在該組織的財產和
債務。此一決定有效的確認和宣告了一個主權國家是否存在。1998 年
東南亞經濟危機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泰國提供貸款，條件是必
須接受財政預算的監督，並要求泰國進行改革及企業私有化。這兩個
例子說明，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在事實上，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
制。需要注意的是，「以往的國家主許可權制理論認為，國家主權事

81
82

周鯁生，
《國際法（上）
》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年，頁 75。
同註 7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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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的限制來自於其國內，國內有多種團體（最著者為勞動者及其宗
教的組合），其意志足以支配國家的行為」83，而法律全球化時代，
這種限制主要來自國外的非國家行為體。即「限制」主權的主體發生
了變化。

（二）國家主權法律上受到了限制：
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規定，世貿成員不得任意制定關稅稅則或非關
稅措施，須遵守相關的規定，成員國採取的技術標準和措施也要顧及
世貿組織有關協定並公開透明等等。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國主權的
限制屬於明文規則的限制，其中許多規定涉及到成員國國內管轄的專
屬領域，挑戰傳統的「國家主權至少在法律上是無限的」觀念。
這樣的挑戰使得傳統的「絕對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觀念
轉變為「相對主權」（relative sovereignty）。實際上，「主權有限說」
（limited sovereignty）早已有之。如洛克的以人權作為主權的限制者
的說法；狄驥（Léon Duguit）的「社會連帶關係」說（social solidarity）
，
以社會連帶關係作為國家主權的限制，不過這兩種「限制說」，都是
對國家主權的道義上的限制84。
在法律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相對主權」進一步得到發展，
主權不僅在法律上受到限制，並且在實務上還受到很多限制。對主權
進行限制的主體，不僅僅來自於國內，更多的來自於國外。法律全球
化要求國家主權具有可「讓渡」性。主權主要是國內憲法權力和權威
的安排，被認為具有國家排他性的最高最原始的權力。但是，為了國
際合作的利益，不少國家在憲法中明文規定對國內主權的限制，即國
家的某些主權權利和權力，在可制約的情況下，可授予或轉移於國際
83
84

同註 75，頁 30。
同註 75，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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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85。這種授予和轉移稱為「讓渡」。
國家主權的讓渡在今天更為常見。首先，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
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必然會轉移到區域經濟政治組織。這方面最典型的
是歐盟，其成員國的經濟主權大量讓渡給歐盟，但它們仍是國際法上
的獨立國家。其次，國際經濟組織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增強，也使國家
讓渡主權。表現為加入國際組織要讓渡一部分主權；在處理經濟全球
性的問題中，國家的裁決權部分讓渡給了國際經濟組織；接受國際經
濟組織的援助需要付出主權的代價86。
中國大陸現行憲法規定，國家權力只能由國家機關行使。這樣的
規定在全球化時代，已必然地受到了挑戰。因為國際組織的章程或相
關條約的規定往往包含了「讓渡」主權的要求。如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規定，世貿成員不得任意制定關稅稅則或非關稅措施，都要遵守相關
規定。
這限制了中國大陸憲法規定的專屬於立法機關的立法權。「由於
成為一個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行使這種權力（國家主權）的國際組織
的成員，國家在沒有關於轉移這些權力的規定的情況下，可以被說成
是在從事違憲行為，而由此產生的該國際組織的行使權力可能被認為
是在國內無效的。」87而中國大陸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大陸
必須適應法律全球化的要求，樹立國家主權的可讓渡性觀念，並據此
對憲法作出適當的修改。

二、法律全球化與民主
「民主」一詞，源於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權力」，且民主的
85
86
87

王鐵崖等譯，《奧本海國際法》，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1995 年，頁 94-95。
張碧瓊，
《經濟全球化：風險與控制》
，北京：中國社會，1999 年，頁 26-31。
同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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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模式可解決主權歸屬的問題。中國大陸學者常譯為「人民主權」
、
「多數人的統治」、「平民的政府」等等，三者的實質是一樣的。最
早明確提出人民主權，並將它系統為一種理論的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盧
梭，法國著名憲法學家埃斯曼（Adhémar Esmein）則進一步闡釋了該
理論，將「人民主權」演化為「國民主權」，提出國民主權原理和代
表制原理88。人民主權原則是現代憲法的基本原則，各國憲法通常由
憲法規範直接確認人民主權原則或者間接宣佈主權屬於人民。中國大
陸憲法規定的民主制度有代議制度、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制度、選舉
制度等。
美國學者愛德華‧赫曼（Edward S. Herman）則認為經濟全球化挑
戰傳統的民主觀念。由經濟全球化開始的全球化浪潮，不是世界人民
民主選擇的結果，其整個過程受商業的驅動，最終達到商業的目的。
傳統的政治決策過程是具有民主合法性形式的，對民族國家中的人民，
產生直接影響的政治活動，是這個民族國家中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掌權
者進行的，即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議政府進行的。而經濟全球化時代，
現實政治的範疇，進入了一些不透明的並且根據現代政治的標準不具
有合法性的跨國結構。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貨幣聯盟等國際組織，
對其成員國的政治決定，有很大的影響。事實表明，全球化已經成為
為精英利益服務的工具，跨國貿易和投資正腐蝕著民族國家的民主控
制。全球化是一個非民主的進程，它不斷地削弱著民主89。
而法律全球化對民主的影響包括：第一，多數人決策的民主模式
受到挑戰；第二，出現政治領域非政治化，非政治領域政治化的趨勢；
第三，資本的外在選擇權的使用侵害了勞動者，甚至出現對有組織的
勞動者，更加公開和直接的侵害，這是對民主的破壞；第四，企業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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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
《憲法基礎理論》
，武漢：武漢大學，1999 年，頁 178-179。
愛德華‧赫曼（Edward S. Herman），
〈全球化的威脅〉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 5
期，1999 年，頁 5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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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奪取和限制政府為普通公民服務的能力，主導政府的決策；第五，
限制政策選擇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力量，是一種重要的反民主力量。
法律全球化與民主觀念的革新。種種問題表明，在世界範圍內民
主正面臨某種困境，傳統的議會民主觀念，必須進行變革。為尋求民
主的出路，「後議會民主」的觀點正在出現。議會民主的觀點正在發
生鬆動，被以多元的民主的行動者和制度為內涵的「反思的民主」的
圖像所取代。例如「合作主義的民主」的模式，其含義是指透過多元
化的獨立委員會，來補充和監督跨國組織；要使跨國組織的活動，對
所有有關群體都具有透明度90。這種模式適用於解決國際領域的民主
問題。有西歐學者探討了「新合作主義」理論並提出了以福利社會，
代替福利國家的思想。新合作主義的主旨是「下放」部分政府權力，
在社會建立起多個權力中心，並使它們完成部分福利分配和利益協調
職能，從而減輕現代政府的沉重責任，縮小其強大規模，最終透過社
會權力集團的合作自治，來恢復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91。這是法律全
球化衝擊下，解決國內民主困境的一種模式。
法律全球化對民主問題提出許多挑戰，但經濟全球化決不是要放
棄民主，以民主為代價的全球化，將失去發展的意義。在法律全球化
衝擊下，全球化對民主的要求體現，在中國大陸對民主制度的看法是，
憲法堅持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展現：（1）健全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2）改善憲法監督制度。憲法監督是民主監督的重
要組成部分，它是保障憲法運行民主化的制度。目前改善中國大陸的
憲法監督制度主要措施，一是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二是建立憲
法訴訟制度，確保憲法在司法實踐中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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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全球化時代民主怎樣才是可行的？〉
，收錄於王學
東，柴方國等譯，《全球化與政治》
，北京：中央編譯，2000 年，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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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謙凡，
《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控》，北京：中國法制，1998 年，頁 107-108。
125

三、法律全球化與人權
法律全球化的衝擊，使人權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內法管轄的問題，
人權的法律權利性受到了挑戰。1993 年 6 月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了
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通過了《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這一綱領
強調了人權的普遍性。人權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二者是密不
可分的。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權的普遍性越來越得到強調。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權保障議題開始成為國際間關注的焦點，
尤其是政治權利的保障。國際人權保障是指各國應承擔普遍或具體的
國際義務，根據國際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國際人權宣言和公約，合作
保護某些方面的基本人權，預防和懲治侵犯人權的行為92。
90 年代以來，國際人權保障機制的超國家性越來越強，國際人權
機制對國家主權的干涉越來越明顯。雖然中國大陸認識到，在全球化
時代，要轉變傳統的人權觀念，既要承認人權的特殊性，也要承認人
權的普遍性和國際性，更要重視對人權的保障。中國共產黨也認為，
對中國大陸人權的管轄，越來越受到來自國際組織等外部力量的牽制
和干涉，為了謀求經濟發展，主權國家往往不得不屈服於這種干涉。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關於人權的相關問題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包括：新疆再教育營被披露、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被捕抓拘禁甚或傳
出失蹤、以及香港的「反送中」到國安法的制訂等等。因此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國家相繼提出制裁方案，如美國制訂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維吾爾
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全球
馬 格 尼 茨 基 人 權 問 責 法 案 》 （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則在美國制訂通過後，全球數個國家包括歐盟也

92

李步雲，
《憲法比較研究》，北京：法律，1998 年，頁 453。
126

相繼通過類似法案。
面於國際社會的指控，中共嚴正予以駁斥，反對「人權高於主權」
、
「人權無國界」的觀點，以防止有些國家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國內
政，行霸權主義之實，並表示中國將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把人民幸福作為最大的人權，呼籲各國摒棄政治化和雙重標準。
由此可看出，中國大陸政府人權是集體的人權而並非個人的人權，
強調集體主義的重要性。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在人權的立場上至今明顯
仍和西方國家的立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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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法律在地化

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大陸頒布了一大批法律法規，其中大
多數引用或借鑒了其他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的法律法規。中國大陸
法律理論界認為這就是法律引進的過程。法律引進填補了中國大陸現
行法定法律制度的大部分空白。但是，法律引進的過程也存在很多問
題，甚至在大規模立法過程中，讓立法者和某些社會階層產生矛盾對
立的狀態，而陷入兩難的境地。許多法律引進研究的理論基礎主要來
自西方比較法學家的理性主義或社會主義學者的經驗主義，但這兩個
理論框架都過於關注什麼是法律問題，不能充分解釋法律引進的困境。
鴉片戰爭後，西方法律開始主動或被動地影響中國的封建法律制
度。然而，無論是西方勢力所領導的合法移植，還是中國大陸某些社
會階層所宣導的法律引進，都遭遇了同樣的困境。也就是在引進過程
中，即使是以合法移植的手段達成的法律引進，都有可能無法發揮其
預先確定的效果，甚至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法律引進過程中
出現的各種問題，引發了持不同法律觀點的學者們的熱烈和廣泛討論。
除了法律引進的兩難處境外，法律引進的理論框架和思想亦是一
大研究焦點。西方法律移植理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一些比較法
學家認為，法律是一種內生和獨立可擴展的規則體系，而法律引進只
是法律規則自由擴展的一個片段：一些社會學家或有社會學觀點的法
學家認為，社會法律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源於特定的社會存在，也為
社會存在服務。法律引進脫離特定的社會背景，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
法律移植。而中國大陸的法律移植理論則大致分為兩派，一是持有「現
代化」觀的建構主義者，二是「本土化」理論。中國大陸兩大學派或
國際法律移植理論兩大學派爭論的焦點，無非是如何界定法律概念，
如何運用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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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中國大陸法律引進的本土化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其基本概念不僅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更要反應出中共的領
導是源於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在走向市場經濟道路時，如何避免受到
西方民主化衝擊的挑戰，以及如何有效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的傳承與創新

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要理論源頭是馬克思主義
法律理論。在五四運動帶來的思想革命中，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步
伐，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被引入中國，直到中共建政。從毛澤東的法
律思想、鄧小平的法制理論到依法治國戰略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治體系逐步形成。在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和確立過程中，大多數法
律制度思想都包含在所謂國家制度和路線的政治學說中。中國大陸學
界認為，這呈現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人民民主專政上，新中
國成立標誌著適應新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法理學的誕生。目前大多數
法律都強調政治與法律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特徵即是運用法律做為壓
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
然中共建政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系列社
會主義的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律的發展創造了條
件，同時也挑戰了西方人權法的特點，即使這些法律嚴重影響了人民
的合法權益，取而代之的是法律對階級構成的判斷和判決。毛澤東等
中共領導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致力於回答社會主義法律的本質
問題，為社會革命指明方向，引發了法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變革。
這一變化是以馬克思主義法律移植為基礎的中國大陸法律本土化研
究典範（paradigm，或稱範式）的發展和理論繼承。
半世紀以來，中國大陸關於中外法律移植的研究文獻主要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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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第一，以列舉和分析法律引進的成功案例為導向，介紹法律引
進的成功經驗；第二，關注法律移植的理論和實踐困境。

壹、法制的現代化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鄧小平曾表示：
「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
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1對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皆是如此。改革開
放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在法律規則層面已有了長足的進展，法律引
進的步伐逐步加快，尤其當市場經濟被確定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時，法
律規則的國際性趨向更為突出，中國法制的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然
而，法律規範的現代化只是為法制現代化提供前提要件，它不能替代
法制現代化的全部內容與精神。除了規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將規
範內化為治理政府組織及其權力的主要理念和行為。以此為法制現
代化的借鑑，則中國大陸的法制現代化任務艱巨，且前景漫漫2。

一、法制的現代化
不同的法律文明體系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人類法律文化的發展
過程具有多元的特點。法律在地化源自法律發展所在社會結構的特
殊性。不同的法律文化體系反映不同的社會關係組合形式。在一定歷
史淵源與社會條件下，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往往會型塑出不同
體系結構。早期西方的國家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形態存在，每個人在社
會中都擁有相對的獨立性。人與社會之間的理性契約關係，促使西方
法治觀念的出現。

中國社會主義法制思想，以毛澤東為始，「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憲
1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1993 年，頁 3。
劉作翔，
〈當代中國法律文化的衝突與選擇〉
，
《政治與法律》
，1989 年第 1 期，頁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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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死緩理論、社會主義憲法理論等為
內容的中國化的法學理論成果。」3因此，毛澤東法律思想是中國無
產階級運用馬克思主義法律觀點，解決中國革命建設中的法律問題，
開啟中國法律思想史上的新頁。中國大陸法制現代化的引進取向，來
自於中國大陸邁向市場經濟、邁向世界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因此，
必須瞭解引進國際間協調的法律規則，不論從世界利益還是本國利
益角度選擇，中國大陸都只能化壓力為動力，順應國際社會的要求，
積極主動地調整國內立法與國際慣例不同的法制內容。儘管過去中
國大陸不曾使用這一術語，事實上，法律移植一直在近代法制史上進
行著，法律移植推動了中國大陸法制近代化的進程。
馬克思認為，社會的迫切需求，必定且將一定會得到滿足，即
社會因應自然法則找到出路，而法律發展則會適應這些變化。從清
末商品經濟成份的增加，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二十世紀中國大
陸的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步向工業化社會發展，因應國家社
會的迫切需要，使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法制現代化的在地化要求，說明中國大陸對待法律引進的態度，
就絕不可能是原封不動的照搬、照抄，變成「法律西方化」
。當今被
世界公認的法制現代化模式，不論出於哪個國家，都是全人類的財富，
為世界各國所公用。中國大陸在最近的一百年內，先是將綿延二千餘
年的帝制一夜推翻，後又以令人難以置信地方式接受了社會主義。百
年內的制度兩度巨變的事實，今日之中國大陸雖是名為傳統中國的
延續，但並未完整承襲中國的內涵而是在文化、制度、社經結構都發
生深刻的異變。
中國大陸學者蘇力認為，
「我國歷史上的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從
來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大市場，因此，商業習慣全國並不統一；長期的
3

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法學理論論文選》
，北京：法律，1985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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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使原來就不健全不完整的商業習慣更加零落」
。在此情況
下，與其「不得不在改革中逐步積累經驗，實際是積累資源，逐步

建立起一種『傳統』
。」4即便法治進程耗費時日，不如引進國外的法
治資源，以開放心態推動中國大陸法治的進展。
中國大陸學者何勤華則表示，法的在地化，指「任何國家的法律
要發揮其內在的價值、功能和社會作用，必須與其本國的政治、經濟、
文化、歷史傳統以及風俗習慣等密切結合，成為該國文化的一個組成
部分，為人們所接受並自覺遵守。」5中國大陸法制的在地化，是將具
有普世價值的法律概念、規則、組織、運行方式以及法律技術等，賦
予中國特色，並加以理解、運用的過程6。
中國大陸的法制現代化不僅借鑒並吸收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
和文化，也運用自己的特色發展出在地化的因應路線：即政治上的專
制傳統和人治精神、社會上以落後封閉的小農經濟和宗法社會為主、
文化上獨尊儒家思想，加上亟待提升素質的龐大人口。這些特點，既對
中國法制現代化具有阻力，又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動力。
在地化過程中必須遵循法治精神及規則，因此必須從中國固
有文化傳統中對法治並不排斥的文化內容來強化。外來文化要與固
有文化傳統結合、紮根、成長，關鍵在於必須找到共同的文化元素，
才有機會成功的發展在地化。
在中國大陸法制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儘管社會主義法律傳統
不斷受到挑戰，但是由於社會生活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傳統法律存在
的巨大慣性力量，仍然潛移默化地透過各種方式繼續發揮功用。對於

4

蘇力，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6 年，頁 12。
何勤華，
〈法的國際化和法的本土化〉
，
《法律文化史論》
，北京：法律，1998 年，頁 125129。
6
謝暉，
《價值重建與規範選擇—中國法制現代化沉思》
，山東：山東人民，1998 年，頁
13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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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走向現代法治社會的中國大陸來說，如何協調好法制轉型中的
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進而實現中國大陸法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
確實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
國父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創設的法制模式，則把近代西方的
「主權在民」思想與傳統中國的仁道精神巧妙地結合起來，提出了以
民權主義為核心的三民主義體系，並且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實踐中
加以落實。國父孫中山的民權思想及其法律實踐，在近現代中國法律
急劇轉型的關鍵時期，對於喚起人民的權利意識，促進新的中國法律
精神的成長，無疑有著重要意義。這與國父孫中山對法律傳統精神的
發掘與承繼，也是密不可分的。這也說明，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
性轉變的歷史過程中，社會應擺脫傳統法律觀念的桎梏，吸取新的法
律價值觀念，以實施新的法律文化體系。
觀察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不是依循傳統農業社會
的自然經濟法則，而是對傳統法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或革新。因此，
中國大陸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史過程中必然建構新的法律體
系以適應經濟文明發展。

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提出
1938 年 10 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論新
階段》的長篇報告，其中第七部分談論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
爭中的地位〉
。他以北伐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經歷的兩
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歷史經驗及抗日戰爭初期中共在統一戰線問題
上出現的右傾錯誤為借鑒，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
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透過民族形式的馬克
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
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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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
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
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
亟須解決的問題。」7在這裡，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
強調這是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
抗戰初期，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張，是因為理
解到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案。透過馬克思主義與
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能使中國煥發新的活力。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
成果。對此，劉少奇在中共七大明確指出毛澤東「成功地進行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8，
「毛澤東思想……乃是發展著與完善著
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9。
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要求中國共產黨人領
導全國各族人民依據中國國情進行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並透過馬克
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第一次「結合」，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而新
民主主義理論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他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
本國情出發，找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從新民主主義
到社會主義轉變的歷史。
透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第二次「結合」，形成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始於毛澤東。1956 年他「以
蘇為鑒」
，從中國大陸實際情況出發，思考中國大陸如何走社會主義

7

1928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
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的政治報告，簡稱《論新階段》
。參見：毛澤東，
〈論新
階段〉
，
《中共中央檔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658-659。
8
劉少奇，
〈論黨〉
，收錄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
1981 年，頁 336。
9
同上註，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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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而後鄧小平繼承毛澤東的未竟事業，接續中國大陸和世界的社
會主義運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任務。
進入 21 世紀，中共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及正確推動
中國科學發展的理論，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
主義」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80 週年的
重要講話中10，首次使用「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來闡明毛
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地位。同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中共作風建設的決定》
，明確提出了「不
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11。
中共十六大以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中共經常使用的名
詞。2003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發出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通知，強調「三個代表」
「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12。時任
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則接續的提出了科學發展觀13。
「胡錦濤在中
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
（2003 年 7 月）
、
「在紀念毛澤東誕
辰 110 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2003 年 12 月）、「在新時期保持共
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的重要講話」
（2005 年 1 月）
、
「在學習《江
澤民文選》報告會上的重要講話」
（2006 年 8 月）
、
「在中共十六屆六
中全會上的重要講話」
（2006 年 10 月）
，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講話中，
多次使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提法14。特別是在 2006 年 5 月 31
10

〈江澤民在慶祝建黨 8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
《央視網》
，2001 年 7 月 1 日，
http://www.cctv.com/special/777/3/52342.html。
張宏志，〈江澤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堅持和發展〉，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
院網》
，2012 年 7 月 12 日，http://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5426-30909727.html。
11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2001 年 9 月 26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
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102565/182138/10326334.html。
12
〈中央：學習「三個代表」要著力解決實際問題（全文）
〉
，2003 年 6 月 22 日，
《中國
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6-22/26/316472.html。
13
《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摘編》
，北京：中央文獻、黨建讀物，2008 年。
14
胡錦濤，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座談會的講話〉
，
《中國政府網》
，20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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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胡錦濤總書記為全國幹部學習培訓教材撰寫序言，明確提出「幹
部教育培訓工作，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
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把
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作為中心內容，著力引導廣
大幹部準確把握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成果的科學內涵和精
神實質，並用以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15。
中共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求，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
國實踐結合。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從實踐的角度回答和解決中
國大陸的問題。中共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中共思想建設的任務，
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中國共產黨。因此理解中共的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必從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到「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這些
思想理論始終貫穿著一個共同的思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
。

貳、本土化研究典範的理論與發展
作為理論化的意識形態，湯瑪斯‧孔恩（Thomas S. Kuhn）將「典
範（paradigm）」概念的演變定義為一定時期學術界所接受的一套理論
體系、研究規則和研究方法16。它包括研究者的價值觀和理論觀點、
研究對象的選擇、相關研究指標的建立、假設和解決方案等。

26 日，http://www.gov.cn/test/2009-11/27/content_1474642.htm。
15
李君如，〈 深化對 中國 特色 社會主義的研究和探索〉，《中 國共 產黨新聞 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40/6673000.html。
16
Thomas S. Kuhn, The Priority of paradigm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96,
pp.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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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研究典範比較：馬克思與波斯納
理察‧艾倫‧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是美國法律經濟學界
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波斯納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了國家的起源、
社會的結構與法律等，從而延伸複雜社會現象背後的經濟學原理。17
馬克思主義法律經濟學思想的觀點，是以唯物史觀的發展，關注社會
法律制度的整體變遷，內容著重於闡述對法的本質、法的產生、法的
演變以及法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等宏觀問題。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
衡量法律的基本價值標準等方面，馬克思與波斯納所研究的則有著明
顯差異。美國的學者諾思（Douglass C. North）認為：馬克思法經濟
學思想「最有說服力的，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以往古典經濟分析所遺
漏的法律相關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根本的
貢獻。」18
換言之，諾思直接指出了馬克思與傳統政治經濟學者間的差異在
於馬克思加入了法律和政治的元素。馬克思與波斯納在研究視角、研
究方法基本法律價值標準等存在明顯差異，但不表示兩者的立場相對，
也不影響他們對法律價值標準的審酌，而是彼此之間可以在不同研究
中彌補對方觀點的不足。

（一）研究角度的不同：宏觀與微觀
馬克思的研究角度多是從宏觀層面對法律和政治進行經濟分析，
而波斯納則是從微觀層面分析法律經濟。馬克思側重法律的發展和演
變、法和經濟的關係等具有整體性的問題；波斯納則著重在各種部門

17

理察‧艾倫‧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著，蘇力譯，
《正義/司法的經濟學》
，台北：
元照，2002 年。
18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C. North）著，陳郁、羅華平等譯，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
變遷》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年，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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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或法律內容的研究。馬克思對法律的經濟分析未採用成本
效益的方法衡量，而是更關注法律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馬克思提出「生
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
、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
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基本原理，蘊含著他對人類社
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分析。
即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探尋了法律背後的經濟邏輯，
指出人類社會的所有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人們的思想觀
念，最終都是由生產力及生產方式決定的。這樣的研究方法被稱為是
「經濟決定論」
。總之，從馬克思對法律變化的歷史描述中可以發現，
經濟發展的足跡隱含法律發展的影子。
波斯納則將經濟學運用成了一種典型的分析工具。波斯納認為，
經濟學研究的意義在於，理解、分析法律的結構、目的和一致性。在
「人是自身利益的理性最大化者」前提下，波斯納運用經濟學概念，
研究法律的實用價值和可操作性。波斯納圍繞「效率」這一主題，從
財產法、侵權法、合同法等等各種具體的法律，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探討法律體系的構成是否與其分析目標一致。
馬克思和波斯納的分析各有特點，只是研究的關注點不同。這種
差異創造了宏觀與微觀、抽象與具體之間的互補性。因此，它們都是
法律經濟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的研究可以歸納為法律與經濟
學研究，以意識形態傾向，分析特定政治環境中法與經濟的相互關係，
強調變化中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怎樣影響特定的價值觀以及原則。
波斯納的研究則是法律的經濟分析，透過對法律規則進行成本和效益
分析對特定法律安排的社會價值作出評判。因此，法律經濟學的研究，
不僅要從法律制度的經濟效益來驗證法律規則實用性，還要考慮法律
制度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19。
19

羅賓‧保羅‧麥樂怡（Robin Paul Malloy）著，孫潮譯，
《法與經濟學》
，杭州：浙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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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論的不同：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
波斯納繼承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個人主義觀點，他在《法
律的經濟分析》中提到經濟學的假設是「人在其生活目的、滿足方面
是一個理性最大化者」，並認為「人們在作非市場行為決策時……以
其滿足最大化的理性人行事。」20他在《法理學問題》裡明確則表示
「我將予以表述的用來指導法律經濟學分析的基本經濟學假設是：人
們總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滿足度，一切人（只有很小的孩子和嚴重智力
障礙這是例外）
，在它們的一切設計選擇的活動中（精神變態的或其
他因濫用毒品和酒精而產生類似精神錯亂影響的活動除外）均如此。」
21

因此，將波斯納法律經濟學定義為一種以人的理性化全面發展為前

提的法學思潮22是非常恰當的。
波斯納的法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經濟人」
（Economic man，
拉丁語：Homo oeconomicus）假設前提之下，認為法律變遷是受到經
濟人行為的影響所致23。他認為法律規則是一種提供經濟人激勵機制
的制度安排，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驅使下進行權衡，從而作
出有利的決策選擇。
馬克思堅持的是宏觀的方法論。馬克思不排斥對個人動機和行為
進行分析，但更著重研究人的社會性。馬克思認為社會是由特殊的規
則和特定的結構組成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具有個人所不具備的客觀
性。因此，
「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
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24馬克思認為「越往前追述
1999 年，頁 1-9。
20
理查‧艾倫‧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著，蔣兆康譯，
《法律的經濟分析》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1997 年，頁 907-908。
21
理查‧艾倫‧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著，蘇力譯，
《法理學問題》
，北京：中國政
法大學，2002 年，頁 441-442。
22
同註 20，頁 1。
23
同註 20，頁 909。
24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上，北京：人民，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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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越不獨立，而從屬於一個
更大的整體。」25因此，人是宏觀意義上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26。法律
不只是規範人們的行動也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展現。可見，馬克思的分
析方法是屬於客觀分析方法，所包含的基本思想是，法律反映的不是
單一個人的願望和要求，而是由階級利益和階級觀念決定的一種制度
形式。這也是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法制的基本矛盾，而主張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論的濫觴。

（三）衡量法律的價值標準：效率
儘管馬克思與波斯納，在研究角度及方法論上存在分歧，但是在
排除了階級地位及倫理、道德或觀念因素考慮之後，以效率來衡量法
律的價值標準則有著一致的看法。波斯納強調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交易
成本，在資源配置上法律不可能中立27。馬克思考量人能否促進生產
力的發展，所以提出：「凡是符合生產力標準的，能夠促進生產力發
展的生產關係，就是進步的生產關係；凡是符合進步的生產方式的上
層建築，就是進步的上層建築。凡是進步的東西，就是符合人類歷史
發展潮流的，是值得贊許的，而且是不可被阻擋的。」28
根據馬克思的標準，當法律維持和促進的經濟基礎是滿足生產力
要求的生產關係時，法律必然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些法律就
是有進步價值的；當受法律保護的經濟基礎轉變為腐朽衰退的生產關
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時，這種法律就應該拋棄。可見，波斯納認為
年，頁 87。
25
同上註。
26
馬克思，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上，北京：人民，1972:
頁 18。
27
同註 20，頁 15。
28
韓麗，
〈馬克思與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法運用比較〉
，
《政治與法律》
，2002 年第 1 期，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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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的法律制度，也是馬克思會認為符合經濟基礎、促進生產
力發展且進步的法律制度。

（四）法律經濟學的在地出發
經濟學最基本的研究對象是經濟人的理性選擇，邊際分析法
（Marginal Analysis）是基本分析工具。當我們分析法律規則下「經濟
人」的理性選擇時，邊際分析方法也成為法律經濟分析典範的基本工
具。即分析經濟人的理性是以理性最大化為分析的主觀效率標準，市
場分析框架的模型建構出具有分析研究規律的法律和經濟典範。
根據假設，
「經濟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獲得最多凈收益。經
濟學中市場經濟是價格與數量朝向均衡的路徑發展，該路徑背後的決
策機制即是供給需求機制29。西方法律經濟學認為，必須達到法律關
係均衡狀態，人們才會自願遵守法律，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
西方法律經濟學在研究法律的實施效果和如何改善法律制度時，核心
考量都是如何達到法律均衡狀態。均衡狀態重點之一，是對所有市場
主體的自由、平等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因此，西方法律經濟學的核心
價值被隱含在如何優化社會福利之中。
法律追求的終極價值是公平正義，經濟學的核心則是理性的選
擇和效率。由於東西方社會歷史背景發展不同，法律經濟學研究典範
不可避免具有多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點。為了解決特定社會問
題的需要，東西方法經濟學的研究典範具有明顯不同的價值和目的。
馬克思主義法律經濟學與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哲學
思維模式。馬克思主義法律經濟學是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的，以宏觀
現實為出發點，使用利益衝突分析方法作為分析工具，研究生產力和
29

同註 20，頁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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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關係之間的規律性。
當代經濟學研究路徑從特例到一般、從微觀到宏觀，凸顯對經濟
人行為及其行為背後的心理分析。隨著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動，研究領
域隨之改變。因此，馬克思強調不能把經濟研究領域「限定在僵硬的
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30

因此有學者認為「對法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討論，應從馬克思的法經

濟學思想開始。」31
社會生活中的法律關係不是來自經濟學的數學模型，檢驗法律
經濟學理論有效性的標準是社會實踐。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或
Liberalism）經濟學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對解釋市場經
濟運作具有一定的說明作用。然新自由主義強調效率就是一切，資本
是達到效率的最佳手段。愛因斯坦在 1949 年寫的《為什麼要社會主
義？》中指出：
「私人資本趨向於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裡……這些發展
的結果造成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它的巨大權力甚至連民主組織起
來的國家也無法有效地加以控制。」32所以，中國大陸應區分西方經
濟學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內容，從唯物史觀的角
度重新檢視具有西方意識形態的法經濟學理論。
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同，使得中國大陸法律經濟學研究不能
忽視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制度經濟分析、並以此為標準，建構
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因此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對中國大陸現有的
各種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展現立法和執法的過程，對唯物史觀理解和
掌握，並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為出
發點，即是中國大陸的法律經濟學在地化過程。

30
31
32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著，《資本論》第 3 卷，北京：人民，1975 年，頁 17。
魏建、黃立君、李振宇，
《法經濟學：基礎與比較》
，北京：人民，2004 年，頁 180。
《愛因斯坦文集》第 3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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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改革開放的路線選擇
二戰之後，現代市場經濟的開放要求，促成了 20 世紀國際市場
的形成和全球貿易的到來。法律變遷又進入一波新的發展，當代法律
移植較之前所有的移植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即法律走向國際化和以經
濟法律引進為主。也就是說，其後開始的法律發展，將以國際社會的
全球化為基礎，因而法律移植將在多個國家，而不是兩個特定國家之
間進行，以相互交往而不是單向的形式進行。
現代意義的法律全球化，由西歐開始，首先形成以經濟一體化為
目的的協定，隨後組成國際性組織—歐盟。這些國際性的協定、條約
在其國際性組織成員國之間不僅有相當於其國內法，甚至有法律效力
優先地位，最典型的例子是歐洲共同體法、歐洲聯盟法和世界貿易組
織（WTO）協議33。世界貿易組織可以被稱為一個法制一體化的國際
組織，它在國際經濟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透過創建現代貿易制度，促
進貿易自由化；實施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原則；消除各種非關稅壁壘；
促進國際間經濟貿易爭端的解決；加大貿易透明度；為各國在經濟貿
易上提供了談判和對話場所；促進國際勞務貿易、智慧財產權轉讓和
投資發展。從這兩個國際性組織的形成，可以看出法律走向國際一體
化的趨勢。這是法律移植的新形勢，新發展，也是向其最終目標的邁
進。經濟性法律引進成為當代法律引進的又一特點。
當然，當代法律引進內容包括方方面面，憲法、民法、刑法、訴
訟法諸方面的引進都廣泛存在。然而，因為經濟發展是當代法律關注
的一個集中點，因而涉及經濟性法律的引進成為更重要的一個關注點。
除上述兩個國際性組織產生，它們的法律的重點是放在經濟方面外，

33

王泰銓，
《歐洲共同體法總論》，台北：三民，1997 年，頁 139-169；
王泰銓，《歐洲聯盟法總論》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2008 年，頁 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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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部門法的引進中，經濟法包括國際經濟法的引進也是具有特色的。
在討論加拿大法律改革時，國際比較法學會前任主席克雷波（P.
A. Crepeau）曾表示：
「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
領域，法律規則是基於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價值觀念的。在財產法或
勞動關係法領域的某些社會價值也是如此。在這兩個領域，『法律移
植』
，即將具有某種社會價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這種價值的其他法律
管轄區中，必然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商務活動領域，並不具有如此
根本的差別，以致於不同國家的觀念就不能交錯繁殖。」34中國大陸
也有學者指出：
「應該選擇那些與基本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
其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聯繫較少甚至沒有聯繫的法律，
作為移植物件。特別是技術性和操作性特別強的諸如環境保護、證券
交易、期貨交易等領域的法律，移植的成功率較高。」35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根據
實踐需要，運用不同立法手段，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
確保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的實踐和經驗，並就立法形式提出意見和建議，
做到各項制度間的銜接、協調與統一。從 1979 年到 2018 年 2 月底，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通過法律 576 件次（含憲法和憲法修正案），
其中，新制定的法律 286 件，修改法律 288 件次，廢止有關法律的法
律或決定 3 件，法律解釋 25 件，通過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
定 244 件36。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並對中國
大陸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做出新的重大判斷。2015 年修訂的
《立法法》規定，
「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立法工作要「適應
34

保羅‧A‧克雷波（Pual A. Crepeau）
，王宏林譯，
〈比較法、法律改革與法典編纂-國內和
國際透視〉
，收錄於沈宗靈、王晨光編，
《比較法學的新動向
（國際比較法學會議論文集）
》
，
北京：北京大學，1993 年，頁 102。
35
姚建宗，
《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長春：吉林大學，1998 年，頁 452。
36
《中國法律年鑒》，https://www.yearbookchina.com/navibooklist-n30200132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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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37與之相適應，中國大陸立
法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主要制定新法和修改法律，發展到
立、改、廢、釋、授權、決定、清理、法律編纂等多種手段，被更廣
泛、更規範、更常態化地運用38。

壹、法律的主動引進
中國大陸的學界研究認為，西方現代文明已開發國家主動或被動
向開發中國家輸出法律制度；開發中國家積極或消極輸入西方現代化
背景下的法律制度。例如，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梅里曼（John Henry
Merryman）
、傅利曼（Lawrence M. Friedman），透過量化分析，以社
會進化論為其哲學基礎，提出西方已開發國家法律具備了現代化的基
本特徵，而廣大第三世界的法律是「非現代」的。這些學者主張第三
世界國家應該從西方輸入完整的民法典，刑法典和詳細制定法律計畫，
普及法律教育。在這些學者的文獻中，他們就使用法律移植，概括並
簡化上述思想主張，並默認這些主張即是法律移植的主要內容。
法學家艾倫‧華生（Alan Watson）認為，先確定什麼是法律移植的
基本概念，再以法律移植的定義為邏輯起點，證明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和必要性，而證明的材料主要來自於比較法學家們的理論資源。他認
為法律的移植是法律規則的移植，是法律規則從一個法系進入另一個
法系，先進的法律規則必然填補其他法系中規則的空缺，或取代落後
的規則。華生也曾在書中寫道「法律移植」是「規則的轉移······從一
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或者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
。
「法律規則的
移植在社會交往中是很順利的」
，
「構築一個能適用於整個西方世界的
37

全文參見附錄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
，2015 年 3 月 15
日，
《中國人大網》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503/18/content_1930129.htm。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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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私法基本規範是一項比較容易的任務。」39
20 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伴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法律
與發展運動「SLADE」
（Studies in Law and Development）再次興起，
法律移植理論研究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和發生在 20 世紀六十年代的
法律與發展運動相比，法律學界研究法律移植主要考察俄羅斯和東歐
國家的法律改革，近年來，也有不少文章在探討東南亞的法律移植問
題。同時呈現出法律移植研究的路徑和方法多樣化，法律移植理論也
日趨豐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法學界也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展開
了法的本質、民主與法制等學術性討論。期間，在討論法律的繼承性，
不少學者借用了西方法學理論，法律移植術語表達各自對法律發展理
論的見解。另外，當時中國大陸社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向的
直接動力，主要來自於政府政策指導，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
幾乎沒有法律依據，這種局面顯然與市場經濟的法治產生了矛盾。所
以，當時不少政府領導者和學者主張在實踐立法上借鑒西方經濟法律
制度。也就是說，這一階段，法律移植開始進入中國大陸的法學理論
和中國大陸的立法實踐。1985 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在一次
講話中提到：
「對外國的經驗，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還是資本主
義國家的，不管是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以及對我國的歷史經
驗，都要參考、借鑒。但是，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吸收其中對當
前立法工作有益的東西，吸取精華，拋棄糟粕。」40
隨著改革開放，深圳特區建設的各項工作都快速發展。出於特區
發展特殊性的考慮，許多人主張深圳地方立法，應該引進香港法律制
度。當時在北京大學訪問的德國學者塞德曼夫婦（Ann Seidman 及
39

A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2nd e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p21.
40
彭真，
《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
，北京：中央文獻，1989 年，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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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 Seidman）
，得知深圳特區欲引進香港法律後，他們針對性提
出「法律不可以移植性規律」的觀點41。之後，中國當時主要法學理
論研究《比較法研究》
、
《中外法學》刊登了大量的國外法律移植理論
研究翻譯文章以及中共國內學者的評論，研究性的文章，法律移植理
論的研究第一次進入中國法學界的理論研究視野。
鄧小平南巡講話，明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後，
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工作迅速發展。但在建構過程中，初步
建構的經濟體系無法可依。也正是這個原因，中國出現了大規模輸入
國外法律制度現象，法學界有關法律引進激烈的討論進一步興起。
1992 年中共十四大之後，中國大陸法學家們針對發展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討論法治與市場經濟時，當時學界普遍的思路是：要
建立市場經濟，必然要建立法治經濟，因而要移植西方法律，以配合
和加快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而建構法制經濟的
重要模式之一，就是大規模地吸收和引進外國的各種法律制度。雖有
些質疑的聲音，但人們還是普遍接受了「市場經濟即是法治經濟」的
觀念。
1996 年中國大陸學者朱蘇力發表《法治及本土資源》
，提出了「法
律不可移植的論點」。朱蘇力的觀點迅速引發了法律多元、法治資源
取向、尤其是民間法等問題的討論。這也標誌著在繼續學習和借鑒西
方發達國家法治經驗的基礎上，中國正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學家階
層42。
2000 年 4 月湖南湘潭大學召開外國法制史第十三屆年會。這次
年會的特徵；奉行實用主義法學的思路。2001 年 11 月中國大陸正式
41

安‧賽德曼（Ann Seidman）
、羅伯特‧B‧賽德曼（Robert B. Seidman）
，
〈評深圳移植香港
法律的建議〉，
《比較法研究》
，1989 年 Z1 期，頁 1-13。
42
沈國明、王立明，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學科》法學卷，上海：上海人民，2005 年，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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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立法
活動，並引用了大量國外的法律制度。在這種背景下，法律引進進入
了一個新的階段，但相對 80 年代中期的移植理論而言，此時法律移
植研究的切入點，已經不僅僅在法理學的範圍內，而是從經濟學，社
會學等多學科的角度，分析法律移植；中國大陸法律移植研究，結合
法律全球化和趨同化的現象，注重實際層面的具體技術問題。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憲法和許
多法律，特別是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急需的基本法律，維護了國家和社
會秩序穩定，推動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每屆全國
人大新制定法律的數量不斷增加，到第八屆時達到頂峰。從第九屆起，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新法律的同時，注重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
展變化轉型的需求，加大對現有法律的修改幅度。第十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還提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礎上，提高立法品質。
因此，自第八屆全國人大起，新制定法律的數量呈下降趨勢。2010 年
年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在經濟、政治、文化、社
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都分別有了各自的法律。
中國大陸學者何勤華考察法律移植與在地化相關問題，他指出法
律移植理論始終與法律現代化、法律文化、法律的普適性和地方性、
法的資源取向、在地化等諸多問題「糾纏」在一起，較為複雜43。對
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何勤華也是就法律現代化、本土資源、地方性知
識等理論，圍繞著法律移植與在地化這個中心展開的。他對法律移植
理論的研究採用了實用主義的方法，直接探究法律移植過程中的現實
問題，同時這種研究依然在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法律移植理論框架
內展開的。
這表明中國大陸當前的法律引進，以引進過程中輸入法律的功用，
43

何勤華，
《法律移植論》
，北京：北京大學，2008 年，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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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引進成功與否的標準。這種理論模式是會有缺陷的，只片面強調
法律移植過程中輸入法律的功效，忽視法律移植主體的特點或法律移
植自身的引進方式對法律引進的影響，這樣的理論很難解釋法律引進
過程中，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相互衝突的原因。

貳、納入市場經濟概念
從當代的視角來看，憲法隨著時代變遷，可分為傳統憲法與現代
憲法。傳統憲法具有政治性，著重於政治條款，因而主要是政治憲法；
現代憲法保留傳統憲法的政治性，同時增加了大量經濟條款，以此凸
顯經濟性的重要。解決經濟問題是現代憲法的重要特徵，與憲政中的
經濟發展相呼應。
中國大陸學者張守文認為，從傳統憲法到現代憲法的「憲法轉型」
，
即是重大的憲法問題，與國家轉型直接相關，使現代憲法成為經濟法
治的最高規範與根本規範，在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中實現法治化。由於
憲法改革引發的大規模制度變遷，與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密切相關，
經濟法的角度觀察憲法轉型帶來的經濟問題，並展示憲法經濟條款與
經濟法之間的關聯性。
經濟法是因應現代國家經濟發展伴隨而來的經濟法治建設，主要
在解決市場經濟導致的市場失靈等問題，透過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規
制直接帶動憲法的轉型。國家不僅要履行政治職能，還要履行經濟和
社會職能，以推動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從而使憲法的經濟性日益受
到重視44。

44

張守文，
〈憲法問題：經濟法視角的觀察與解析〉
，《中國法律評論》
，2020 年
第 2 期，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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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來說，在經濟領域方
面的法律引進尤為迫切，中國大陸學界認為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
表現的經濟形式，儘管它們所依據的經濟基礎不同，運行方式不同，
但都和勞動階層的分工有關，以勞動為交換而進行生產的經濟關係，
是一種公平又自由的競爭關係。所以，參照其他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
法律原則和規範，中國大陸依其社會主義特色擇取需要，納入中國大
陸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之中。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憲法中的經濟
條款頻繁修改，從經濟法角度來看，有助於研究中國大陸經濟憲法的
變遷軌跡，進而分析經濟條款頻繁變動的原因。
自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憲法中的經濟條款從 1954 年、1975 年
到 1982 年憲法及其後續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的憲法
修正案都曾經歷大幅度修正。其癥結在於，憲法與經濟法都要回應或
展現出特定時期的經濟體制，也就是說，經濟基礎、經濟體制是影響
憲法和經濟法存續、調適、變遷的主要因素45。
1954 年的憲法中有較多篇幅規定了所有制的四種形式：國家所
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並規定「國
家用經濟計畫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46。在 1956 年「三大改造」
47

完成後，中國大陸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更加注意公有制，實施

集中統一的經濟計畫管理，強行介入並規範經濟活動，對法律產生排
擠效應。1975 年憲法政治意涵更強，不僅大幅減少經濟條款的規定，
並規定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強調利用國家計畫來管理經濟，
導致憲法以及各類經濟法律制度無法發揮作用。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到計劃的商品

45

張守文，
〈回望 70 年：經濟法制度的沉浮變遷〉
，
《現代法學》
，2019 年第 4 期，頁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
過）
〉
，
《中國人大網》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
47
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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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再到市場經濟，使 1982 年憲法經濟條款隨之修正，包括所有
權制度、分配制度、土地制度、企業制度、市場經濟體制等的相應變
革48。1993 年的「市場經濟入憲」
，即將《憲法》第 15 條的「計劃經
濟條款」改為「市場經濟條款」，特別受到關注，也促進相關經濟條
款的調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體制以及政府的經濟管理體制、經濟管
理職權快速變革，憲法的經濟條款也因應頻繁修訂。
自 1993 年中國大陸的憲法確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學者們
就開始研究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構新的經濟法理論和經濟法制
度。經過多年研究，經濟法學界對相關基本問題形成諸多共識。但，
憲法中仍保留的計畫條款，經濟法學界普遍研究較少，只有少數學者
還在關注49。
從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相較於計劃經濟時期，實行市場經濟，憲法中的經濟條款規定相對較
多，1993 年修憲後，憲法中的經濟條款在質量上都有大幅提升，內容
廣涉及國家經濟職權、市場主體經濟自由等。憲法的經濟條款隨著經
濟體制的變化過程中，憲法為了與經濟法相關規定步調一致頻繁而劇
烈大幅的變動態勢是必要的，隨著體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憲法中的經
濟條款的修訂頻率也將逐漸趨緩。

48

李响，
〈我國憲法經濟制度規定的重新審視〉
，
《法學家》
，2016 年第 2 期，頁 109-119。
徐孟洲，
〈論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規劃法制建設〉
，
《法學家》
，2012 年第 2 期，頁 4355；董玉明，
〈我國發展規劃法制化基本問題研究〉
，
《經濟法研究》第 8 卷，北京：北京
大學，2011 年，頁 10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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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文化的遺緒
法律移植理論在中國大陸學界已經注意到討論什麼是法律移植、
法律移植可能性和必然性這些問題的缺陷，學者們更關注法律移植過
程中一些具體的現象。比較法學家找到了更多的理由，指責社會學家
過於工具主義和功能主義地探討法律的方式。不過，社會學家則指責
比較法學家常常使用形式主義的、具體而微的和過於關注細節，而不
是法律管理和行政管理的研究方法。事實上，兩種方法的明顯差異，
源於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側重點不同。一方詢問的是如何選擇某些法律
制度或法律規則；另一方詢問的則是規則對社會的變化有何影響。因
此，學界討論的法律移植現實問題，實質是法律移植制度的選擇問題
或規則的功能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問題。
在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主導的法律移植理論領域內，這兩個陣營
的學者並沒有進一步系統探索，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也就是說，這
些所謂法律規則的選擇問題和功能問題，各自內在的邏輯關係是什麼，
規則的選擇問題和功能問題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並沒有作為專
題進入他們的視野。
什麼是法律移植內在的邏輯關係呢？法律移植內在的邏輯關係
和法律移植的問題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呢？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觀點，問題的實質，是事物本身內在矛盾關係的總和。法律移植作為
一種社會實踐行為，它一定有行為的主體、客體。換言之，法律移植
的主體，客體和法律移植的過程，構成了法律移植三個最基本的元素。
具體的法律移植過程的發生，必須具備具行為的發起者和行為物件，
法律移植的發起者，發起者的移植過程，移植物件共同構成具體法律
移植三個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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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國化
特定群體歷史上長期沉澱的社會習慣、風俗、生活的觀點和思維
方式，形成了地域的文化。由於歷史的久遠性，文化觀念很難被改變，
穩定性，地方性是歷史文化的基本特徵。這是一種對文化現象的靜態
解釋。可是，文化並不總是靜態，靜態的文化確實實實在在地調控人
們的現實生活，另一方面，處於強勢地位的文化，有可能扭轉相對弱
勢的文化，文化被新的經濟現實吞沒，也是常見的現象。從這個角度
說，文化可以看作是移動和難於比較的，文化自身不斷發展變化。因
此，靜態的解釋和動態的發展存在巨大的矛盾，中國某些傳統的文化
現象並不是一個法律移植的穩定體系。
另一個問題是，法律和文化有什麼關係？有人認為法律能自我完
善和發展，從而構成獨立的結構體系。作為獨立的結構體系，法律分
化社會的結構，建立解決社會糾紛的制度。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
法律發揮著同樣的功能，法律具有普適性。
法律移植過程中的文化現象，一直在國內外法律移植理論中被廣
泛討論。中國大陸大部分學者認為法律移植困境，最為明顯的特徵是
法律移植過程中法律的普適性和地方性的對抗。普適性是指某些規範，
特別是觀念、制度和規律等，廣泛地適用於同類事物。
事物普適性源於事物的共性和規律，與普適性相對應的概念是針
對性。20 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學者朱蘇力借用了人類學家吉
爾茨（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識」的概念，強調法律是一種地方
性知識。學者朱蘇力的邏輯是：法律是地方性知識，法律具有特殊性
50

。學者黃文藝主張法律知識論上的「普適性知識」和「地方性知識」

是對立的51。儘管，何勤華認為法律是普適性知識還是地方性知識，
50
51

朱蘇力，
〈法律的本質：一個虛構的神話〉
，
《法學》
，1998 年第 1 期，頁 6-7。
黃文藝，
〈論中國法律發展研究的兩大範式〉
，
《法制與社會發展》
，2000 年第三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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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但是不得不承認，法律也可以看作是普
遍觀念、制度和規律等比較普遍地適用於同類事物52。
研究現代化的學者認為不同民族、國家的法律各有其特殊性，但
他們也認為世界法律文明中是有一些共同的、普遍適用的法律規則、
原則和精神。這些共同的法律要素得到國際社會所認可，並且在世界
各國的法律制度中加以運用落實。而法律具有普適性，是因為不同的
國家或地區，仍有許多共同特質，在生存與發展方面面臨共同問題。
使得法律條文的制訂，必然產生共同特性，進而可以相互學習和移植。
特別是在當今社會，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使各個國家和地區
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交往相當密切，很多問題不再侷限於單一國
家或地區之內，而是全球性必須共同承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各
國的法律發展變走向「趨同」53。中國大陸的立法者可透過大規模移
植，選擇符合自己需求國外法律制度，建構起國內的法律體系，推動
中國法治社會的建設，加快法律的發展。
然，當今世界似乎無法找到一套普遍適用的法律。因此，只有從
本土化的語言或文化中，才能真正弄懂法律價值和意義。同時，不同
民族、地域的法律也因為彼此的地方性，它們間相互移植可能性與意
義也無從談起。當然，中國大陸立法者也可能擔憂，從普適性知識論
出發，法律引進過程中，法律輸出國法律規則或制度視為世界普遍適
用的通則，可能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中國大陸立法者認為，在法律移
植的普適性和地方性的衝突中，也同樣面臨兩難選擇。一是有可能把
中國千年的歷史和現實受到西方文化的擠壓，二則可能因為法律移植
與文化產生衝突，導致中國大陸社會陷入內外衝突的狀態。

1-10。
52
同註 43。
53
李雙元、張茂、杜劍，
〈中國法律趨同化問題之研究〉
，
《武漢大學學報》
，1994 年第三
期，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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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求深刻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在各項工作中全面準確貫徹落實，雖然這意味
著中共的法治建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然而美中自貿易戰開啟的衝
突，將是對中共發展的一大衝擊和挑戰。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中國大陸第一代主要領
導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雖然沒有法學背景，不是職業法學
家，但都強調理論要與實踐結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與中國
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並透過革命實踐探索法學思想以推進共產主
義54。
第一代領導人中也有法學專家，如董必武、謝覺哉等，分析馬克
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問題時，提到新中國法學發展的實
踐法源：「我國的法律都不是事先想好，寫好法律再去做，而是先做
起來，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成了法律。」55在如何理解法的作用和侷
限，董必武依循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實踐路線來解釋法律的作用，表示：
「我們強調法律的嚴肅性，但我們決不是法律的拜物教，我們並不迷
信法律萬能，而是要用實踐去啟發群眾的自覺。」56董必武重視把握
法理學和法律實踐之間的關係，強調透過實踐可增強人們對法的本質
和現象、作用和限度的認識。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成功時，謝覺哉就開始探討新民主主義法
制的實踐法源，他說：
「新民主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民主主義法律，
自然也無前例。法源在人民新的秩序，新的要求，這些秩序與要求，
已經是現實，法制已成為必要和可能。」571949 年在《司法工作報告》
中，謝覺哉講得更明確：「法律不是什麼人腦裡產生的，更不是抄襲
54

俞榮根，
《艱難的開拓——毛澤東的法思想和法實踐》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7 年，
頁 8。
55
董必武，
《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1986 年，頁 438。
56
董必武，
《法學文集》，北京：法律，2001 年，頁 223。
57
謝覺哉，
《謝覺哉論民主和法制》，北京：法律，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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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國就可作用，而是統治者的實踐，經過若干次證明有益才成的。」
「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普通真理，與人民司法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
我們建設法律的方針。」58
可見，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法律問題的分析，總結了新中國法學
發展的實踐路徑：主張將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
結合，遵循從具體實踐中發現問題、在具體實踐中發展檢驗推動馬克
思主義法學理論、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人民民主法制理論、人民民
主專政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刑法學等部門法理論，就是在
實踐馬克斯主義中國化道路59。
鄧小平法制思想則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中國化的第二大成果。
鄧小平法制思想的形成，與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密切相關。在文革期間，
因林彪、「四人幫」等人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變成脫離實踐的
教條主義，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橫行蔓延整個社會，而盛行法律虛無
主義。
文革結束，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出後，開始反思文革
十年的教訓，從而理解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性。1979 年 2 月，全
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在接見新華社記者時，對「文革」中法制缺失的
情況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說：「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這
種法律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一定要具有極大的權威，只有經
過法律程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領導人個人的意志為轉移。」60
彭真也總結了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實踐，指出：「社會主義法制
早就應該搞，可過去沒有這個認識，覺得有黨的領導，有方針政策，
遲幾天不要緊，結果拖下來，貽誤了事情。是林彪、
『四人幫』教育了
58

謝覺哉，
《謝覺哉文集》
，北京：人民，1989 年，頁 657、665。

59

張波，
《馬克斯主義法律思想中國化路徑研究》
，北京：人民，2011 年，頁 89-91。

60

〈 葉 劍 英 見新 華 社 記 者 談 民 主 和 法 制 〉，《 人 民 日 報》， 1979 年 2 月 14 日 ，
http://www.reformdata.org/1979/0214/83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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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社會主義非搞法制不行。」61「應該承認，我們在過去的長時
間內，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認識不夠，有時抓得緊，有時放鬆了，
有時丟掉了。到了『文化大革命』
，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使我們的
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個教訓是很沉痛的。」62
鄧小平回顧與反思建政以來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波折後，明確宣
佈：
「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63對
於黨內不尊重法律的現象，明確提出：「我們要學會使用和用好法律
武器。」64自此，法的重要性和價值開始被重視。以社會主義法制取
代人治，代表人治時代的結束，進入社會主義法制階段。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第三代領導人在鄧小平法制思想的基
礎上，實踐探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不足被驗證，人民開始意識到法制和法
治的區別。因此，第三代領導人的法治思想，是透過馬克思主義法學
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中共十六大
以來，胡錦濤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
踐，推出了科學發展觀的論述。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以經濟建設為政策重點，取得了空前的發
展。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偏執的 GDP 崇拜現象，為了
追求 GDP，發展地方經濟，有的地方政府的領導幹部「把依法辦事看
成束縛手腳的條條框框，公然提出『闖法律禁區』
，
『經濟要上，法律
要讓』的錯誤口號。」65一些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更是「見權力當仁

61

彭真，
〈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幾個問題-1979 年 9 月 1 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
，
《紅旗》
，
1979 年第 11 期，頁 3。
62
同註 40，頁 293
63
《鄧小平文選》第 2 卷，北京：人民，1994 年，頁 256-257。
64
同上註，頁 253。
65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
《我國當前法律實施的問題和對策》
，北京：中國民主
法制建設，1997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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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見義務安全禮讓，見銀子死活不讓。」66
而在立法過程中，立法部門主義現象亦存在著，一些立法起草部
門開始爭權奪利，喪失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中國大陸學者李龍認為，
這種現象就是一種物質化的法律觀，即指法律以物質為基礎、為發展
動力67。在這種物質化主義的影響下，中國大陸的法律正義開始淪喪，
權利、價值被漠視。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十二屆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決策和改革決策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
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時把中共中央的決策轉化為法律規定，制定了
一系列有關國家安全、市場經濟、公共文化、生態環境、民生等領域
的新法律，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完善。

貳、不健全的憲法經濟權利
中共建政後承襲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經濟上提出計劃經濟體制，
目的在描繪未來五年國家的經濟願景、發展目標、相關重大建設項目、
生產力分佈、資源分配和消費服務結構等多項內容。中共中央在 1954
年正式成立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的決定68，並在 1955
年 7 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中審議通過，正式開始實施第一個五
年計劃，到 2005 年共有 10 個五年計劃，期間僅有 1963 至 1965 年因
經濟調整而中斷69。2006 年的「十一五」開始，因應市場經濟的路線，
66

同上註，頁 62。
李龍，
《人本法律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 年，頁 43。
68
〈1954 年 4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成立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
組 的 決 定 〉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網 》 ，
http://www.scio.gov.cn/zhzc/6/2/Document/1003413/1003413.htm。
67

69

「一五計劃」
（1953～1957）
：工業增速 超英趕美；
「二五計劃」
（1958～1962）
：大躍
159

將「計劃」二字改為「規劃」70。過去的「計劃」強調政府的強制、
指令作用，「規劃」則強調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2021 年 3 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決議。其中
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
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
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
成。」71
計劃經濟是以「權力本位」為憲法制度建構的基本出發點，強調
國家對經濟活動和生產資料配置的控制力，市場經濟則是以「權利本
位」為核心，強調經濟權利、經濟自由、經濟平等的重要地位，並以
此為出發點來建構國家權力體系。因為，
「相對於國家權力本位而言，
權利本位強調的是人的生存價值和人的自然屬性。」72事實上，現代
國家之所以選擇與古代國家所不同的憲法制度，就是因為現代國家認
識到：
「政府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原則上在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之前

進 大倒退；
「三五計劃」
（1966～1970）
：三線建設 備戰備荒；
「四五計劃」
（1971～1975）
：
嚴重失控 調整戰略；
「五五計劃」
（1976～1980 年）
：新躍進 大轉折；
「六五計劃」
（1981
～1985）
：走向改革開放；
「七五計劃」
（1986～1990）
：改革闖關 治理整頓；
「八五計劃」
（1991～1995）：小平南巡 改革潮涌；「九五計劃」
（1996～2000）
：宏觀調控 經濟軟
著陸；
「十五計劃」
（2001～2005）
：指令計劃退場 市場配置資源。
70

「十一五規劃」
（2006～2010）：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和諧發展；
「十二五規劃」
（2011
～2015）
：深化改革；「十三五規劃」
（2015～2020）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十四五規
劃」
（2021～2025）：貫徹新發展階段。
參見：
〈歷次五年規劃（計劃）資料〉
，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151935/204121/。
7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
要〉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
，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103/t20210323_1270124.html?code=&state=12
3。
72
朱福惠，
《憲法與制度創新》，北京：法律，2000 年，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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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享有的權利；這些權利乃是造物主的賜予物。」73而現代憲政政府
要「既足夠的強大，以至於能夠充分地滿足人的自我保全的需要，又
是能夠控制並且願意接受控制的政府。」74因此，近代憲法就是以權
利和人的自然屬性為基礎設計憲法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構、國家權力
的規範等都是在保障權利這一前提下形成的。
從中國大陸的情況來看，「八二憲法」既沒有對契約自由、遷徙
自由、營業自由等權利作出規定，也沒有肯定罷工自由、市場主體平
等權的憲法地位，因此，憲法中的經濟權利體系是不完整的。另一方
面，從權力本位主義到權利本位主義的轉變背景下，對憲法與憲政體
制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家權力的配置和運行，要使公民權利與自由能夠得到最
大限度的保障。如果憲法確認的權利與自由，僅僅是一種宣告性的，
在現實的法律制度框架內，得不到有力的保護，那麼這種制度就不能
滿足憲政的需要。例如，國家的司法制度缺乏公正性，國家機關保護
公民經濟權利和自由的手段，受到法律外因素的限制，憲法確認的公
民經濟權利與自由缺乏憲法上的救濟手段，導致正常的經濟合同難以
履行等，所有這些都將使憲法的權利性規範虛置，最終導致法律制度
背離制度正義，背離現代國家對法律正義的根本要求。
第二，國家制定的限制公民權利與自由行使的法律的最終目的，
應當有利於權利的行使，而不是讓它無法行使。在現代國家，即使是
對最基本的財產權的保護，也已經不再強調其絕對性，而是附加以公
共利益要件，強調權利和自由的有限性和相對性。但同時，這種限制
性要求，不能成為國家權力壓制公民權利的手段，制度的正義體現為
制定法對權利的限制本身，不能違背憲法的原則和精神，其根本點應
73

路易士‧亨金（Louis Henkin）
，鄧正來譯，
《憲政 民主 對外事務》
，北京：三聯書店，
1996 年，頁 10。
74
江國華，
《憲法哲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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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充分實現。比如，對一個企業營業自由權的保護，
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對本地企業經營利益的保護，不能以限制異
地企業進入本地市場為手段，這些都是違背制度正義所要求的。
第三，憲法和法律應平等的保護或限制公民的權利。市場經濟形
成和發展的前提，是承認社會主體作為商品生產者和交換者獨立、平
等的地位。雖然中國大陸的憲法第 33 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是在長期實
行的計劃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無論是所有制制度還是分配制度等，
都經歷了一場從管制到放開，從不平等到逐漸平等的過程，財產權制
度、財稅制度、勞動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很多方面依然存在諸多不
平等現象。因此，在實現法制現代化和建構市場經濟法治體系過程中，
必須以自由平等權利為核心，改革和完善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以憲
法為源頭，重點從經濟主體地位（包括自然人、法人）、基本市場規
範、以及失序行為懲治與受損權利救濟機制等幾個方面進行努力，創
建以平等為基本理念的立法、執法與司法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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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雖然本研究無意對中國大陸憲法批評太多，因為中國大陸的憲政
之路畢竟還不是很長，而近百年裡中國大陸所經歷的波折又是如此之
多，但客觀來說，自中共建政至今，中國大陸經歷了計畫和市場間的
反覆並最終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憲法條文也隨之進行了多次修改，
但條文的更改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的憲政思維調整到位。

一、教條主義
事實上，教條主義憲法觀依然客觀存在著，主要表現為對以政府
強權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公平正當性的偏執信仰，對以政策手段調控
經濟運行合理性的極力辯護，以及將憲法解釋權和憲法監督權束之高
閣，使權力長期遊離於憲法規範之外等等。
同時，由於憲法對中央與地方之間職權劃分不明晰，使得無論是
財政權力，還是經濟調控權力，政策之治大行其道，各級政府在其管
轄範圍內的自由裁量權幾乎沒有邊界且受約束較少。再者，憲法對經
濟制度發展的適應性與開放性依然不足，再加上缺少司法積極主義
（judicial activism）的憲法解釋與憲法監督機制，從而使得憲法無用
論甚囂塵上。這所有的一切都深刻制約著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與制度
轉型，除了在制度層面對憲法規範繼續改革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確立
起新的憲法文化。所謂憲政文化，意指孕育憲法原則、規範和制度，
促進憲政體制成長和發展的價值觀、思維方式、政治制度及政治行為
的總稱75。就經濟制度層面來說，需要的是包容性憲法文化，避免教

75

江國華，
〈論憲法文化〉
，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第 30 卷第 3 期，
2010 年，頁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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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主義。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發展，憲法體制轉型背後暴露出來的問
題主要表現在：經濟權利的憲法保護體系不健全、憲法中的政府職能
定位有待轉變、缺乏系統化的憲法經濟原則引領。為此，若欲擺脫教
條主義憲法觀，應培育具有包容性的憲法文化，內涵包括：
第一，包容經濟權利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作為市場上的經濟主體，
其最可貴的就是獨立與自主，而尊重這種精神和思想的獨立性則構成
了憲法文化的固有秉性，為此，國家權力不能侵入個體的私領域，尤
其是不能侵害個人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權；
第二，包容經濟主體的平等地位，市場經濟不分出身一律同等對
待，但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下，由於憲法中允許公有制經濟和非公
有制經濟並存，且為其規定了各自的經濟地位，因此，在處理二者關
係時，很容易陷入公有制壟斷與非公有制散亂的極端，正因如此，才
更是需要慎重對待經濟主體平等理念，不歧視、不放縱，建立包容的
憲法文化；
第三，包容經濟權利對經濟權力的制約，經濟權利屬於所有市場
上的經濟主體，經濟權力則屬於政府，二者在都具備存在正當性的同
時，卻又不得不面對特定情況下，可能存在的衝突與矛盾，而在這二
者的勢力權衡上，要認識到權力的自我擴張和濫用的衝動本性，即使
從最寬容的角度來說，都要肯定權利對權力予以制約和監督的必要性
與合理性，而作為國家權力的執掌者，首要的就是尊重權利對權力的
制約。

二、缺乏系統化的經濟原則
中國大陸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經濟發展的後發者再追趕已開發
164

國家時，往往採用逆向的制度發展計劃。首先試圖模仿已開發國家的
工業化模式；再來是經濟體制，如民營企業的組織結構和現代管理模
式；然後是法律體制，如公司法、競爭法等；接著政治體制，如權力
制衡和代議制民主等，最後也許會採納已開發國家的一些意識形態和
行為規範76。之所以會出現如此順序，是因為「自由市場的安排必須
放進一種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結構中，這一結構調節經濟事務的普遍趨
勢、保障機會平等所需要的社會條件。」77
而憲法在其中起到了連接法律體制轉軌與政治體制轉軌的橋樑
作用，它帶領著普通法律，又在最高政治體制上，反映著整體法律制
度的訴求。雖然它有時表現為落後於社會變革所需要的意識形態要求，
但只要它發生轉變，必然帶來巨大的社會制度驅動效應，透過層層法
律規則的改造，進而對整體社會轉型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中國大
陸經歷了四十餘年的市場化改革，正是處於從單純的經濟層面調整，
轉向重視法律和政治層面的調整，在此階段，需要注重完善憲法規範
和發揮憲法功能，而尤其需要加強對憲法原則的重視，並確立起對經
濟領域進行調節的憲法經濟原則。
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憲法相比，經過了幾次修改，尤其是 1993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入憲，如今已經能夠清晰地看到憲法
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經濟元素的成功引入。從公有財產權制度的改
革，到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提升和私有財產權保護原則的入憲；從放
開制約初次分配制度發展的分配要素基礎，到改革與健全再分配制度；
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

76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一書
中的研究成果，諾思同時還指出，英國經濟發展的最初過程其實是倒過來的，意識形態
和道德準則決定憲政秩序，憲政秩序決定政治體制和法律體制，然後政治體制和法律體
制產生一定的經濟績效。同註 18。
77
羅爾斯（John Rawls）
，何懷宏等譯，
《正義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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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這些重大的制度變遷無一不在憲法上
得到了充分體現，從被動改革到主動適應，從剛性憲法語言到具有高
度包容性的彈性憲法語言，用脫胎換骨來形容中國憲法中的經濟制度
內容變革亦不過分。
但問題在於，以「五四憲法」為基礎而制定的「八二憲法」
，難以
預料到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因此，當時的立憲思維是一種
計劃經濟思維，並將各種計劃經濟原則，貫穿到憲法的政治制度、經
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諸多領域。而如今雖然修改了憲法中的很多經濟
條款，但憲法始終還是殘留著很多計劃經濟語言痕跡。
然而，看待修改後的憲法，雖然要看到其給中國經濟制度轉型帶
來支撐性力量，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缺乏系統化的憲法經濟原則
引領，這直接導致了在制度設計上的很多不足，如自然資源使用權缺
乏規範，經濟權利的體系不健全，政府權力的集權型色彩較濃，等等。
對於這些問題，究竟如何面對，以往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
做法顯然會疲於奔命且收效不大。因此，需要超脫在具體制度和規則
層面的修改與補充，上升到原則高度，從為市場經濟提供持續支撐力
的角度完善憲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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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具有中國特色的在地全球化

第一章緒論中的核心概念中，有提到從「法律全球化」可以分成
兩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國際法的國內化和國內法的國際化。國際法的
國內化已在第三章中國大陸憲法的立法規範中提及。國內法的國際化，
即是在一國或一地區因處於經濟或政治的霸權地位，使其將範圍內通
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文化，傳播或流通於全球。國內法的國際化可說
是個別法律發達國家的向外推廣的法律潮流，是一種較為弱勢的法律
全球化。
進入廿一世紀，從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以美國為
首的部分國家開始塑造排他性的、高標準的全球貿易新規則，自由而
開放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也面臨著重要挑戰，在這個過程中廣大發展
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比較優勢將會被逐步削弱，如何應對這種挑戰，
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方式就成為重要的課題。
中國大陸近年經濟實力日益強盛、國際地位逐漸升高，透過不同
的方式展現國內法國際化的法律全球化現象，甚至將所謂的「具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向外推廣，或可重新定義為是一種「在地全球化」
（local globalization）。

第一節 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
1978 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大陸沒有外國投資。發展至今，世界
500 強公司中有 400 多家在中國大陸有投資。1978 年，中國大陸的出
口額只有 98 億美元，2020 年，中國大陸以出口 2.59 兆美元居世界第
一，占比 14.7％；然後依序為美國 8.1％、德國 7.8％。14 億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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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水準有了很大提昇，初步實現了 GDP（國內生產總值）倍
增的目標。中國大陸的發展和中國大陸模式的自身實踐表明中國大陸
模式對自身發展有典範性的參照價值。關於「中國模式」的理論熱議，
起源於美國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議論和評價，2004 年 5 月，美國
高盛公司高級顧問約書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倫敦作
了題為〈北京共識〉
（The Beijing Consensus）的演講，中國大陸的經
濟奇蹟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一時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在經歷中共建政後 70 多年的探索和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發展，中
國大陸在各方面體制皆已發展出基本雛形。改革開放以來，「模式」
這個概念被中國大陸學術界廣泛使用，黨和領導人也毫不避諱使用
「模式」這個概念。但有的學者認為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並不重要，
中國大陸並不關心「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真正關心的是，中國大陸
將走向何方？是否昨日的西方是今日的中國，而今日的西方是明日的
中國呢？
在這個問題上，學者俞可平分析：「在我看來，重要的不是爭論
『中國模式』的概念或名稱，重要的是深入探究中國模式的要素、特
徵、分析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記住中國從這種發展模式中應
當吸取哪些教訓。」1

壹、北京共識
雷默在倫敦發表〈北京共識〉的演講後，將論文發表在英國著名
思想庫「外交政策中心」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網站上，立即引
發各國強烈反響，中國大陸的經濟奇蹟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瞬間成為
關注焦點。這份論文對中國大陸新的發展理念和經濟改革成就，進行
1

俞可平、莊俊舉，
〈熱話題與冷思考（三十四）—關於「北京共識」與中國發展模式的
對話〉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04 年第 5 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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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理性的深入思考與分析。其論文內容包括「北京共識」
、
「中國經
濟發展的有益原理」
、
「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
，以及「與中國打交道」
等四部分。論文指出，在貫徹中共三代領導人的發展理念之後，中國
大陸正在實施「在經濟壯大的同時避免付出重大政治與經濟代價」的
理論，他稱為「北京共識」
。雷默認為，中國模式的特點在於：艱苦奮
鬥和積極創新，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和積蓄能量2。
雷默認為，隨著 14 億人口溫飽問題的解決，中國大陸在經歷經
濟發展的階段後，正面臨一個新的起點，從而推動創造一種可持續發
展與平等的環境，進入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必須及時調整發展
觀，才是處理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問題的唯一解方。
他這方面的觀點基本上是看到了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提出科學發
展觀的最主要原因。學者李興山也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的發展已
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轉捩點，必然會出現許多矛盾和挑戰，要解決當
前經濟發展中突顯出來的問題，則必須建立科學發展觀3。
雷默認為，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符合中國
大陸的國情和社會需求，並尋求公正與經濟再度增長的發展途徑。不
僅關注經濟發展，也同樣重視社會變化，透過發展經濟與良善管理來

2

美國《時代》週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約書亞‧庫珀‧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2004 年 5 月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演講，提出當代經
濟發展的「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概念。旋即在歐洲、中國和世界其他國
家引起強烈迴響，中國的經濟奇蹟及其背後的「中國模式」一時成為世界的焦點。約書
亞‧庫珀‧雷默是約翰‧桑頓（John Lawson Thornton）辦公室主管合夥人，高盛公司高級顧
問和清華大學訪問教授。雷默的諮詢工作集中於政治，經濟和商業領域，重點放在中國
大陸。雷默在 1996 年加入《時代》雜誌並成為該雜誌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和外事版
主編，負責《時代》雜誌的國際報導。雷默還擔任過 CNN 電視臺國際問題分析家。他
是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阿斯彭學會榮譽會員，美中年輕領導人論壇兩發起人之一以及
世界經濟論壇明天的全球領導人會議成員。
http://news.sohu.com/20100505/n271921694.shtml
3
李興山，
〈深刻理解精神實質，正確把握辨證關係〉
，
《理論動態》
，2002 年第 33 期，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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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改善社會，知識引領創新，創新促進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
提高推動經濟持續發展。這些都徹底顛覆傳統舊思維的發展觀念。
在雷默看來，「北京共識」意味著銳意創新和試驗，積極捍衛國
家利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力量的手段。其達到現代化的最佳途
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採取休克療法和實現大躍進。求
變、求新和創新是這種共識中體現實力的基本措辭。
雷默特別強調科學發展觀對中國大陸以外的世界也產生巨大影
響，對同樣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開發中國家來說，可以在
融入國際秩序的同時，又真正保持獨立和保護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選
擇出路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也就是「北京共識」使其他國家看到了自立自強的希望，雖不至
於強大到稱霸的狀態，但至少可以發展到夠強大，不被其他國家所干
涉或干擾。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大陸這樣的模式就是其他國家推動
發展的榜樣。
之前雖有學者對中國大陸的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按比較
優勢發展等方面進行了歸納分析，但雷默的「北京共識」涉及到中國
大陸社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對中國大陸發展經
驗的看法，開啟了對中國大陸發展模式進行系統性理論分析研究的新
階段。

貳、
「中國模式」
如果中國大陸的學者在國外學者提出北京共識之後，還對此不聞不
問，那將使中國大陸錯失對「中國模式」進行主動闡釋分析的機會，使
「中國模式」被曲意解釋，甚至被誤解為「中國崩潰論」或「中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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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新變種，其影響將不可估計。因此中國大陸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
「中國模式」的產生原因及運作方式進行研究。
學者鄭永年認為，
「面對西方有意的曲解或無意的誤解，中國
的當務之急，是應該花點時間好好總結一下自己改革開放 40 多年
的發展經驗，把自己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形成一套能夠和
西方溝通的話語和理論。雖然中國模式依然在發展和變化，但確實
到了總結一下時候了。」4
俞可平認為「中國模式」的產生其主要的原因有四5：
第一，20 世紀末，拉美經濟危機，東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
克療法」的失敗，顯示出建立在「華盛頓共識」上的「拉美模式」
、
「東亞模式」的侷限性；第二，相比之下，中國大陸以獨特的現代
化戰略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第三，在

全球化背景下，開發中國家的新課題即是努力開創新的發展模式。近
年來，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逐漸失靈，使得中國大陸
的成功經驗備受關注；第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強大
和崛起，勢必會使西方國家密切關注「中國模式」對全球政治經濟格
局及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
學者江金權則在《
「中國模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解析》
一書中，梳理了關於「中國模式」內涵的幾種說法，他認為大體分兩
類，一是「單一要素說」
，二是「綜合要素說」
。
「單一要素說」強調的
是「中國模式」某一內涵的獨特重要性；
「綜合要素說」強調「中國模
式」是多要素構成的綜合體6。學者蔡拓提到，
「中國模式」一種積極
回應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發展模式，以開放的眼光和心態，吸收、學習
4

鄭永年，
〈西方為何懼怕「中國模式」
〉，
《決策探索》，2008 年第 5 期，頁 51-57。
俞可平，
〈
『中國模式』
：經驗與鑒戒〉
，收錄於俞可平、黃平、謝曙光、高健主編，
《中
國模式與「北京共識」
：超越「華盛頓共識」》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6 年，頁 14-15。
6
江金權，
《「中國模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解析》
，北京：人民，200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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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優秀制度，順應而為、截長補短，創造最大優勢，這就是「中
國模式」最具有劃時代的內容7。但研究中國發展道路和模式若沒有考
量全球化的因素，就無法掌握研究核心。
張宇教授認為，所謂「中國模式」就是適應中國的國情，以社會
主義基本制度為前提，透過市場化、全球化和工業化，實現中國大陸
的經濟改革與發展8。學者韋偉強認為，中國模式的精髓展現在改革路
徑上，即在體制內實行漸進的、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有序變革的一
種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機制；在文化方面，肯定文化的多元主義，承認
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和自決權；在意識形態上既不盲目排斥外來思想也
不盲從，採取的是有選擇的「拿來主義」的思維方式；在國與國之間
關係上，中國模式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和平共處為出發點，不屈
服於他國壓力，探求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9。
不少學者認為，
「中國模式」的實質是中國大陸在經濟全球化背
景下為實現社會現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選擇的展現。如學者俞可
平在分析「中國模式」的本質時，就是中國大陸透過改革開放逐步實
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過程，以應對全球化挑戰的一套國家治
理模式。10
馬龍閃則認為「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他認為，
從中共黨的十七大報告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和理論體系，對其產生、形成、理論淵源和內涵，以及對於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意義，即表示「中國模式」即以「中國社

7

蔡拓，
〈探索中的「中國模式」
〉
，收錄於趙劍英、吳波主編，
《論中國模式》
，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2010 年，頁 372。
8
張宇，
〈中國轉型模式的含義和邏輯〉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08 年第 4 期，頁 1215。
9
韋偉強，
〈中國模式的價值和理念—兼談中國經驗對未來中國發展的自我啟示〉
，
《長白
學刊》
，2007 年第 2 期，頁 45-48。
10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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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模式」的樣態正式誕生11。
學者吳海江則認為在世界歷史發展中，「中國模式」的本質就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展現出本土化、獨特性，又具有
普適性的；既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又反映出全球化、現代化的特色12。
甚至有的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市場
經濟」
，其實質是區別於新自由經濟的市場經濟模式，是指中國大陸
這樣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及政治家在提及「中國模式」時，往往
淡化「社會主義」的色彩，不願意或很少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個概念，因為如果使用這個概念，等於把中國大陸取得的成就歸因
於中國大陸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就等於承認過去一再提出「社會
主義失敗」的論斷是錯誤的。相反的，很多中國大陸學者如前所述，
多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闡述或代表「中國模式」。

11

馬龍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模式」，
《北京日報》，2008 年 6 月 2 日。
https://m.aisixiang.com/data/37778.html
12
吳海江，
〈「中國模式」的實質、普適性及未來挑戰〉，
《思想理論教育》
，2010 年第 5
期，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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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壹、「互惠」發展階段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的序幕，掀起了對內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程。改革開放之初的「外
向型經濟」類似於「出口導向型經濟」，特指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
後來逐步演變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模式或者一種體系13，外向型經濟
可以理解為一國為促進經濟發展而鼓勵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一種舉
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外向型經濟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也存
在著諸如產業結構低端、市場競爭力不足、金融市場不完善、資本體
系不健全、經濟空間佈局不均衡、區域發展不協調等問題。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轉向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體制，這就為以「互惠」
為特點的全面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主要特點是
「全方位」
、
「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互惠」發展。但是這
一時期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仍舊停留在政策性開放領域，並沒有進入
制度化層面。
回顧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立法實踐和經驗來源，通常是從
地方性立法引進國外立法經驗開始。也就是許多立法事項，通常是地
方進行先行立法，然後中央綜合地方立法的經驗和教訓，頒佈全國性
的政策或法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地方立法填補著中央立法的空
白，走在全國立法的前沿。而「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相關特區立法即
帶有「先行先試」的意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曾說，廣東
省是「立法工作的試驗田」14。以深圳經濟特區為例，作為改革開放
的立法試驗區，許多立法在中國大陸都處於領先的地位。

13

世界銀行主編，
《1987 年世界發展報告》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1987 年，頁 82。
楊大正等，〈立法試驗田：30 年殺出一條血路〉
，
《南方日報》
，2008 年 12 月 20 日，
http://news.sina.com.cn/o/2008-12-20/083814909740s.shtm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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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制定的特區法規中，大致有 1/3 的法規是在國家相關法
律法規尚未出臺的情況下先行先試的，有不少法規在中國立法發展史
上寫下了重要一筆。」15「深圳市地方立法在合夥條例、期貨交易條
例、經紀人條例、公司條例、建設工程施工招投標條例、市場仲介服
務機構立法等方面一直走在全國前列。」16例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
司法》17（以下簡稱《公司法》）頒佈前，深圳地區就率先制定了一系
列與公司制度相關的地方性法規，最早從 1993 年 4 月頒佈施行《深
圳經濟特區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和《深圳經濟特區有限責任公司條例》
以及 1993 年 9 月的《〈深圳經濟特區有限責任公司條例〉實施細則》
開始。這些地方性法規在時間上都早於《公司法》
，在很大程度上都
屬於實驗性立法，為之後的公司法的制訂頒佈積累了寶貴的理論和實
務的基礎。在這樣的經驗基礎上，1993 年 12 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了《公司法》
，並於 1994 年 7 月開始實施18。
2001 年 11 月 10 日，中國大陸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也表
明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制度化操作層面，從以前主要是雙邊關係
轉變到全面參與國際組織。同時，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開始適應國際規
則與規範，並利用國際規則和規範發展中國大陸國內經濟。隨著中國
大陸對世界貿易規則的遵守，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中國大陸成為世
界貿易組織中成功地實現開放型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之一。
2013 年 7 月 3 日，中共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19。8 月 22 日，中國
15

傅倫博，
〈深圳經濟特區立法創新的回顧與思考〉
，
《深圳特區報》
，2010 年 12 月 21
日，https://law.szu.edu.cn/info/1736/8930.htm。
16
封麗霞，
《中央與地方立法關係法治化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2008 年，頁 349。
17
參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中國人大網》
，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8-11/05/content_2065671.htm。
18
鐘明霞，
〈深圳特區公司立法的回顧與展望〉
，
《廣東社會科學》
，2000 年，第 5 期，頁
88-91。
19
〈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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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實驗區正式獲批，9 月 29 日中國（上海）自貿區掛牌成
立。中國大陸分兩批設立了上海、天津、廣東、福建四個自貿試驗區，
四者各自以經濟較為發達的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閩台四大區域
發展戰略為重要依託，四大自貿試驗區作為改革開放的引領者，重點
關注制度創新，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深入改革，發揮自貿試驗區模範帶
頭、輻射全國的重要影響。
為了進一步整理自貿區建設過程，形成「可複製」
、
「可推廣」的
制度經驗，上海市率先發表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
。
這部重要法律文件作為上海自貿試驗區法制建設的里程碑之作，被譽
為上海自貿試驗區「基本法」，為改革的深入推進提供了較為完善的
制度保障。2014 年 12 月，中共國務院印發《關於推廣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複製改革試點經驗的通知》20，自此之後，天津、
福建也緊跟上海的步伐，分別通過了《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
條例》和《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
，而《中國（廣東）自
由貿易試驗區條例》也緊接著跟進通過。這些法律法規的發表，使得
自貿區建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2015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中共國務院相繼公布自貿新試驗區，目前中國大陸 31 個
省級行政區中已有 21 個被批准建立自由貿易實驗區21。

《中國政府網》
，2013 年 7 月 3 日，http://www.gov.cn/ldhd/2013-07/03/content_2439909.htm。
20
〈國務院關於推廣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複制改革試點經驗的通知〉
，
《中國
政府網》
，2014 年 12 月 21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10093.htm。
21
1.第一批：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2.第二批：2015 年 4 月 21 日：中國（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福建）自由貿
易試驗區、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
3.第三批：2017 年 4 月 1 日：中國（遼寧）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浙江）自由貿易
試驗區、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重慶）
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陝西）自由貿易試驗區。
4.第四批：2018 年 10 月 16 日：中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
5.第五批：2019 年 7 月 27 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圍
6.第六批：2019 年 8 月 26 日：中國（山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江蘇）自由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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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貿區條例的制訂建立在實踐經驗不足的基礎上，立法工作
時間緊、要求高；另一方面，自貿試驗區的法制建設本身就是一種制
度創新，由於種種原因，如中國大陸的國情以及立法技術等，當前中
國大陸自貿試驗區法制建設仍有大量問題亟需處理。
同時，中國大陸的自貿區過於倚重地方立法，形成了所謂的「上
海模式」、
「廣東模式」、
「天津模式」、
「福建模式」22，雖說是因地制
宜保證了各地自貿區規劃方案可行性與有效性，有益發揮地域優勢並
釋放自貿區自由靈活、開放創新之特性。然而，目前中國大陸依舊是
單一制國家，採取的是中央集權下的分權立法模式，在內國自貿區數
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果繼續過度依賴自貿區地方性立法很可能會
導致中國大陸的立法權限過度分散，進而使得中國大陸的立法轉變成
為聯邦制國家所推崇實行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這顯然與中國大陸目前
的單一國家體制結構不相適應，不僅會帶來自貿區政策紅利相互攀比，
甚至可能引發地區間政策性惡性競爭情形發生，會對中國大陸現行立
法體系、行政管理體制、經濟發展模式帶來較大衝擊，即而無法實現
多個自貿區間優勢互補、錯位發展既定戰略目標，也不利於未來中國
大陸整體政治經濟秩序穩定和安全23。
所以需要在保障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穩定前提下，根據中國大陸自
易試驗區、中國（廣西）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雲南）
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
7.第七批：2020 年 9 月 21 日：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湖南）自由貿
易試驗區、中國（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
邱海峰，
〈新設 3 個、擴展 1 個，中國自貿試驗區達到 21 個—再擴容，新一批自貿區
看點多〉
，
《人民網》
，2020 年 9 月 29 日，http://ydyl.people.com.cn/n1/2020/0929/c41183731879444.html。
22
在中國大陸現已設立自貿區中，上海自貿區著重推行負面清單與金融貿易制度創
新，天津自貿區著重試行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與創新，福建自貿區更多是將關注點
投放在促進海峽兩岸貿易，廣東自貿區則主要負責金融監管體制變革與創新，所以各
個自貿區因地制宜擁有不同的歷史使命和改革任務，在自貿區發展模式上各有特點，
不盡相同。
23
朱力宇，
《立法模式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1 年，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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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區屬性特點建立起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相對獨立完善且規制平行的
中國大陸自貿區法律制度，而作為國家層面法規的《中國自貿區法》
會在整個自貿區法律制度中發揮最為重要的引領功能與作用24。
《中國
自貿區法》能夠對涉及國家利益的自貿區規範內容以及有關自貿區基
礎建設運營的重大事項進行統籌管理，在保證國家政治經濟秩序穩定
前提下給予地方和自貿區本身最大自主管理許可權，實現自貿區管理
事權的合理劃分，並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中國大陸的自貿區立法權限，
減少和緩和自貿區地方性分散式立法對中國大陸現行立法體制所帶
來的負面衝擊，將自貿區整體立法風險控制在可控範圍以內。
目前，自貿區《總體方案》在中國大陸的自貿區建設中發揮著《中
國自貿區法》的總體規劃作用，是中國大陸的《中國自貿區法》初期
雛形，未來有可能轉變升級成為《中國自貿區法》
，但鑒於《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在上海自貿區建設中起到實質意義上的「基
本法」功能與作用，自貿區《總體方案》可透過汲取《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中成功實踐所確立的可複製、可推廣經驗做法
不斷充實完善自身規範內容並借此適時上升為國家立法25。然而，由
於自貿區《總體方案》是由國務院商務部與地方政府聯合擬制，國務
院正式發佈，基於擬制與頒佈主體的不同其法律位階定性問題至今爭
議頗深，其基礎性法律地位也備受質疑，因此，中國大陸學者認為明
確自貿區《總體方案》法律位階是《中國自貿區法》制定頒佈的必要
前提和充分要件，只有在確定自貿區《總體方案》法律位階的前提下，
才能更好的制定發表《中國自貿區法》26。

24

肖林，
《國家實驗：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實驗區制度設計》
，上海：復旦大學，2013
年，頁 9。
25
周漢民，
《上海自貿區解讀》，上海：復旦大學，2014 年，頁 54。
26
周陽，
〈論美國對外貿易區的立法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
《社會科學》
，2014 年第 10 期，
頁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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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帶一路的倡議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9 至 10 月分別哈薩克與印
尼後，陸續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倡議。2015 年 3 月 28 日，經中共國務院授權，中國大陸的國家發
展與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進一步明確對「一帶一路」
倡議的原則及法律地位，為中國大陸的對外戰略提供了指導基礎27。
「一帶一路」沿線橫跨亞歐板塊，涵蓋東亞、東盟、西亞、南亞、
中亞、俄羅斯和中東歐共 65 個國家28，是目前全球貿易和跨境投資增
長速度最快的地區之一，對跨境貿易和投資有較高的需求。這些地區
的大部分國家正處於經濟上升期，對開展國家間的互利合作有獨特的
優勢和條件。
「一帶一路」在充分考慮絲路沿線國家需求的基礎上，
加強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運輸互聯互通，形成開放、便利、自由
的經濟發展空間，推動建設跨歐亞大陸的經濟圈。
首先，形成「一帶一路」的跨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合作網路。
「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連接東亞和歐洲兩大世界經濟圈，市場規模和貿易
潛力較大。目前，中國大陸與絲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領域主要包括機械
設備、機電產品、高科技產品、能源資源產品，但是中國大陸在核能、
高鐵、北斗衛星等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可以就這些領域加大與沿

27

翟崑，
〈「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思考〉
，
《國際觀察》，2015 年第 4 期，頁 49-60。
「一帶一路」沿線國別包括東亞（蒙古）
、東盟（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
國、寮國、柬埔寨、越南、汶萊、菲律賓）
、西亞（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約
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阿曼、阿聯酋、卡達、科威特、
巴林、希臘、賽普勒斯、西奈半島）
、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蘭
卡、馬爾地夫、尼泊爾、不丹）
、中亞（哈薩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
坦、吉爾吉斯斯坦）
、獨立國協（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
尼亞、摩爾多瓦）
、中東歐（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托維亞、捷克、斯洛伐克、匈
牙利、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蒙特內哥羅、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馬其頓）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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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各國和地區開展貿易領域的廣泛合作，促使絲路沿線國家放寬市場
准入、技術標準等方面的限制，並不斷創新貿易合作方式，為企業提
供投資便利化支援，以提高貿易便利化水準，逐步形成「一帶一路」
的跨歐亞大陸的國際貿易合作網路。
其次，形成「一帶一路」的跨歐亞大陸的全球物流合作網路。
「一
帶一路」通過建設的全球物流戰略體系，提升中國大陸與歐亞大陸區
域國家的貿易便捷程度。通過建設「一帶一路」，中國大陸可以充分
發揮依靠天然水陸銜接的優勢，發揮大型陸路口岸和港口的輻射功能，
塑造中國大陸與絲路沿線國家的物流合作體系。「絲綢之路經濟帶」
透過培育物流園區樞紐節點並在不同的樞紐之間合理分工，逐步打造
具有規模效應的物流產業和具有通道功能的輻射服務體系。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透過中國大陸境內與境外多個中心的城市合作，實現
內陸與海上相互聯通的聯通網路，逐步開闢有競爭力的物流通道。通
過建設「一帶一路」的物流基礎設施，實現互聯互通的目的，建設跨
歐亞大陸的全球物流合作網路，以支撐和帶動其它產業的發展。
中國大陸和東盟則在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成了中國－東盟自
由貿易區，隨著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在 2013 年，中國大陸正式
提出了「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這些都充分表明，隨著區域經
濟一體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過去單純的區域合作正在朝著深層次的區
域合作方向發展。這不僅是順應了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潮流，也為中國
大陸和東盟 10 國更加緊密合作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平臺，同時還為中
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進一步提升經濟一體化水準注入了新的發展因素
和動力。而共建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大陸根據深刻變化的國際形勢，
發展自由貿易開放的經濟體系，能夠促進沿線各國進行合作，順應時
代內涵。
從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內部環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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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之所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被部分學者概括為「北京共識」或者
「中國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中國的後發先至的優勢，同時在「引
進來」的過程中，廉價的勞動力人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時至今日，
中國大陸的勞動力成本隨著經濟發展也不斷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也
開始轉向東南亞等國家，如何在新時期維持中國大陸經濟的中高速增
長就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問題。
進入 21 世紀，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
出口大國、第一貿易大國、第三大投資國家、外匯存底的大國，如何
定位中國大陸參與全球治理，特別是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以改善現有全球治理的不足，是國際關切的問題。中國大陸向外推動
經濟區有別於歐美國家推動全球化發展造成全球貧富差距的方式，進
而推進全球合作，為了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以形成互利共
贏的全球治理效果。
「一帶一路」倡議貫穿歐亞大陸，沿線國家既有歐洲和亞太地區
的已開發國家，也有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廣大開發中國家，還包括少
數較為落後的國家，各國間的經濟結構、資源儲備、貿易結構優勢、
貿易結構比較優勢差異明顯。「一帶一路」以互聯互通為理念，反對
純粹以國家利益而作出的戰略決策。相反的，主張從地區合作整體利
益為出發點，在沿線各國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廣泛開展合作。「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的推進，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交通物流、商
業產業鏈等領域建設，提高區域經貿交流與對外投資，推動貿易投資
便利性的水準，以促進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共同發展。
隨著全球經濟和貿易投資結構的調整，沿線國家面臨著經濟轉型
升級的共同問題，歐盟作為日益成熟的經濟政治一體化組織，對中國
大陸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具有著良好的示範作用。如亞太地區，
有中韓自貿區，中國—東協自貿區及 TPP 在內的多個經貿協議層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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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疊的，相互為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發揮了推動的作用
中國大陸認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順應符合發展中國家改善現
有全球治理機制的訴求。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雖然全世界
都有改善全球治理的意願，但是沒有哪一個國家願意放棄對全球治理
的領導權。
「一帶一路」的倡議透過向絲路沿線國家提供基礎建設的
方式，促進亞歐非國家的發展，這樣開放多元的方式，有可能成為促
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新途徑。「一帶一路」與以往參與全球治理
的方式略有不同，「一帶一路」並不是一個實體機構，而是利用既有
的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主動參與全球經濟合作，與沿線國家共同打
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29。
然「一帶一路」的提出引發了國際上廣泛關注和討論，世界各國
根據自己國家的狀況，紛紛做出不同的解讀。有的國家持歡迎、鼓勵
的態度，有的國家持觀望、懷疑的態度，甚或有的國家持反對、敵視
的態度。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美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和認知。當前
大國競爭日趨激烈、嚴峻，中美關係影響、決定著國際態勢走向，準
確判斷分析美國對「一帶一路」的態度，探討中美兩國在「一帶一路」
框架下加強交流、深化合作的方法，對「一帶一路」的順利實施意義
重大。
在美方看來，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針對美國 2012 年
起的「亞太再平衡」等一系列的戰略進行制衡。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
路向西擴展，除了滿足自身快速增長的能源資源進口需求和海上安全
的迫切需求外；在地區和全球事務方面，則建立與各國的夥伴關係，
重振歐亞地緣政治，以創建區域和全球的「去美國化」秩序。
透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為中國與東南亞和中東地區以外
29

毛豔華，
〈
「一帶一路」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價值與貢獻〉
，
《人民論壇》
，2015 年第 9 期，
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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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部、中部和波斯灣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和外交關係提供了契機。
中國加強與阿富汗的經濟和商業聯繫，同時隨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進一步吸引巴基斯坦開放印度洋通道，並加強與資源豐富的波斯灣國
家和非洲國家的互聯互通。且歐盟也成為中國擴大利益的重點。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則使中國能夠超越西太平洋到達南太平洋，
開闢通往印度洋的西部通道，與美國的盟友包括印度、日本等國展開
競爭。因此美國認為，中國大陸正在透過「一帶一路」追求陸海權的
並行增強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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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特色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

1978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推動市場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並隨著與歐美等國的建交，中國大陸結合自身擁有的勞動力和資源優
勢，爭取對外開放、擴展市場的戰略非常成功。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
以來，全球經濟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呈疲軟態勢，中國大陸經濟的持
續增長反而帶動了全球經濟的逐步反彈。
首先，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強化了經濟制度的透明化與制度化。
中國大陸遵循並學習世界經貿組織的相關規則，使得中國大陸對國際
經濟活動的參與程度漸深。其次，則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
也使得中國大陸在國際分工的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加深了中國大陸與
世界市場的聯繫。隨「一帶一路」的倡議開展，中國大陸強化與沿線
國家的經濟合作，改革開放也踏入「互利共贏」階段。

壹、「互利共贏」的目標
從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歷程來看，大致經歷了從「互惠」再到「互
利共贏」的演變，特別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提出，讓中國大陸
互利共贏的戰略發展到空前的高度。
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發展倡議以互利共贏為目標，力求
消除等級、身份、特權等不平等現象，促進區域經濟以共贏為目標的
合作。
「一帶一路」發展倡議主張不區別對待每一個國家，共同搭乘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便車」；不排除任何一個有參與意願的國家；
不改變或參與任何國家的政治以及社會制度。在互利共贏理念的指引
下，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以區域經濟合作的整體利益作為制高點，
推動中國大陸與絲路區域沿線國家廣泛開展合作，進而帶動絲路沿線
國家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水準的提升。中國大陸得益於世界市
場也應為世界經濟發展貢獻力量，進而實現中國大陸與世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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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利共贏」。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有助於推進中國大陸與絲路沿線國家的自
貿區建設。目前，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簽署的自貿區協定（FTA）共
計 12 個，正在談判的有 7 個，正在研究的則有 6 個，共計 25 個30。

表 5-1 中國大陸與各國已簽署的自貿區協定（FTA）
名 稱
1

進展情況

中國-澳洲 FTA 2003 年 10 月，中國大陸同澳洲簽訂《中國和澳
洲貿易與經濟框架》，決定開展自貿區可行性研
究。從 2003 年 10 月始，經過 21 輪談判，2014
年 11 月 17 日習近平總書記同澳洲總理宣佈實
質性談判結束，雙方簽署意向聲明。2015 年 6 月

17 日，中國大陸同澳洲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2

中國-瑞士 FTA 2009 年 1 月，中國大陸同瑞士開展自貿區可行
性研究。2011 年 1 月 28 日，中瑞自貿區談判正
式啟動，經過 8 輪談判後，2014 年 7 月 1 日，中

瑞自貿區協定正式生效。
3

中國-冰島 FTA 2005 年 5 月 1 日，中冰雙方開展自貿區可行性研
究。2007 年 4 月 11 日雙方開展談判，經過 6 輪
談判後，2014 年 7 月 1 日，中冰自貿區協定正式

生效。
4

中國-哥斯大黎 2008 年 8 月 18 日中哥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報
加 FTA
告正式發佈。
2009 年 1 月中哥自貿協定談判正式
啟動。2010 年 4 月中哥兩國簽署自貿協定。2011
年 8 月中哥自貿區協定正式生效。

5
30

中國-秘魯 FTA 2007 年 3 月 31 日，中國大陸和秘魯開展自貿區

作者自行整理，資料來源：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http：//fta.mofcom.gov.cn/；商務

部網站：https：//mofcom.gov.cn/；張國軍等，
〈「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推進自貿區戰略
的機遇及策略〉，
《國際經濟合作》
，2016 年 10 期，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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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研究。經過 8 輪談判和一次工作組會議
後，2009 年 4 月 28 日，中國大陸和秘魯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2010 年 3 月，中秘自貿區協定正
式生效。
6

中 國 - 新 加 坡 2006 年 10 月 26 日，中國大陸-新加坡自貿區啟

FTA

2008 年 9 月中新簽署
動談判。經過 8 輪談判後，
自貿協定，
2009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7

中 國 - 紐 西 蘭 2003 年 10 月，中新雙方就商簽經貿合作框架達
FTA
成共識。2004 年 5 月中新雙方就建立中新自由
貿易區的可行性開展研究。2008 年 4 月 7 日簽
署中國-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2016 年 11 月 20 日

中國與紐西蘭宣佈啟動自貿區升級談判。
8

中國-韓國 FTA

2004 年 11 月，中國大陸同韓國開展自貿區可行
性研究。2012 年 5 月 2 日，中韓正式啟動自貿
區談判。經過 14 輪談判之後，2014 年 11 月 10

日習近平總書記同韓國總統朴槿惠宣佈實質性
談判結束。
2015 年 6 月 1 日，中國大陸同韓國正式簽署自

貿區協定。
9

中國-智利 FTA 2004 年 11 月中智雙方啟動自由貿易區談判。
2005
年 11 月 18 日，雙方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06 年
10 月 1 日協定正式生效。2016 年 11 月 22 日，

中國-智利自貿區升級談判正式啟動。
10 中國-巴基斯坦 2006 年 11 月 18 日，中巴了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
FTA
定。2007 年 7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2015 年 10 月
14—16 日，中巴自貿區第二階段談判在北京舉

行。
11 中國-東協 FTA 2009 年 8 月 15 日，中國—東協簽署自貿區《投
資協議》
，雙方一致認為要繼續推進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2010 年 1 月
1 日，中國—東協自貿區正式建成。201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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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中國大陸與東協 10 國簽署中國-東協

自貿區議定書。
12 中國-東協
2014 年 9 月 23 日至 24 日，中國-東協自貿區聯
(10+1) 升 級 委會第六次會議暨中國-東協自貿區首輪升級談
FTA

判正式啟動。2015 年 11 月 22 日，中國與東協

結束自貿區升級談判並簽署升級《議定書》。

表 5-2 中國大陸與各國談判中的自貿區協定（FTA）
名稱

進展情況

1 《 區 域 全 面 經 2012 年 RCEP 談判正式啟動。2016 年 12 月 2濟 合 作 夥 伴 關 10 日，RCEP 舉行了第 16 輪談判。RCEP 第 17
係協定》(RCEP) 輪談判於 2017 年 2 月 27 日-3 月 3 日在日本神

戶舉行。
2 中 國 - 海 合 會 2010 年 6 月 4 日，中國－海合會建立戰略對話
FTA

機制。2016 年 1 月 19 日，中國大陸與海合會
宣佈重啟自貿區談判。2016 年 10 月，中國大

陸和海合會開展了第八輪談判。
3 中日韓 FTA

2013 年 3 月中日韓自貿區第一輪談判在韓國
首爾舉行。2017 年 1 月 11 日，中日韓自貿區

開展了第十一輪談判。
4 中國 -斯里 蘭卡 2014 年 9 月中國大陸和斯里蘭卡啟動自由貿
FTA
易協定談判。2017 年 1 月 17-19 日，中國-斯里
蘭卡自貿區舉行了第五輪談判。斯里蘭卡 2 月

4 日，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科迪圖瓦庫表示，

斯里蘭卡準備在 2017 年與中國大陸完成一項
自由貿易協定。
5 中國 - 巴基 斯坦 2006 年 11 月中巴正式簽署自貿協定，並於
自 貿 協 定 第 二 2007 年 7 月 1 日生效實施。2015 年 4 月 20
日，中巴自貿區服務貿易協定銀行業服務議定
階段談判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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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2015 年 10 月 14—16 日，中巴自貿區舉行
了第二階段談判。
6 中國 -馬爾 地夫
FTA

2015 年４日至５日中國—馬爾地夫進行了自

貿區可行性研究。
2016 年 9 月 26-30 日，中國大陸和馬爾地夫舉

行了自貿協定第四輪談判。
7 中國 -格魯 吉亞
FTA

2015 年 3 月，中格雙方啟動自貿協定談判可
行性研究。2016 年 2 月至 9 月，經過密集和
艱苦的 3 輪正式談判和 3 次非正式磋商，雙

方實質性結束中格自貿協定談判。2016 年 10
月，雙方簽署了實質性結束談判的諒解備忘
錄。
8 中國-以色列
FTA

9 中國-挪威 FTA

2016 年 3 月 29 日，中國大陸和以色列啟動自

由貿易談判。
2008 年 9 月 18 日，中挪正式舉辦自由貿易區
談判。2010 年 9 月 14 日-16 日，中挪舉辦了
自由貿易協定第 8 輪談判。2016 年 12 月 19

日，中國大陸與挪威雙方同意立即開展自貿
協定談判。

表 5-3 中國大陸與各國規劃中的自貿區協定（FTA）
名稱

1 中國-印度 FTA

進展情況

2005 年 4 月，中印兩國總理宣佈啟動中印區
域貿易安排聯合可行性研究。2007 年 10 月 2122 日，中國-印度區域貿易安排（RTA）聯合

可行性研究第 6 次工作組會議。2010 年 1 月
19 日，中國-印度舉行了經貿投資合作論壇。
2014 年 6 月 8 日-9 日，王毅作為中國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的特使應邀訪印，這是印度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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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中印兩國官方首次訪問交流，雙方表示
都要提供更為開放的投資環境。
2 中國 -哥倫 比亞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國大陸和哥倫比亞正式
FTA
啟動兩國自貿區聯合可行性研究。2016 年 10
月 9 日，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訪問哥倫比

亞時表示，中國大陸表示儘快開啟和哥倫比亞
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研究。
3 中國 - 莫爾 達瓦 2015 年 1 月 29 日，中國大陸和莫爾達瓦正式
FTA

4 中國-斐濟 FTA

啟動了自貿聯合可行性研究。
2015 年 11 月 4 日-5 日，中國大陸和斐濟就自
貿協定舉行了聯合可行性研究第一次工作組
會議。2016 年 11 月 14-15 日，中國大陸和斐
濟就自貿協定舉行了聯合可行性研究第二次
工作組會議。

5 中 國 - 尼 泊 爾 2016 年 3 月 21 日，中國大陸和尼泊爾宣佈正
FTA

式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

6 中國 - 模 里西 斯 2016 年 11 月 4 日，中國大陸和模里西斯宣佈
FTA

正式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聯合可行性研究。

在中共國務院《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
：
「持
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和國家對外戰略緊密銜接，逐步構築起立足
周邊、輻射『一帶一路』
、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31促
進全球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進而推動中國大陸開放型經濟體
系的建設。
其中，中國大陸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ECP）規則的制定，是為了在
RCEP 建立過程中突顯出主導權問題。首先，RCEP 的建立將使其成
31

〈國務院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若干意見〉
，
《中國政府網》
，2015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2/17/content_104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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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如果深化自貿區內貿易、投資等方面的合
作，必須要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其次，
「10+6」中的 6 國經濟
實力較為雄厚，協調 6 國與東協 10 國的關係，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
協調和領導機制32；第三，RCEP 談判不能僅限於關稅減讓和貿易自
由化，還涉及原產地規則、智慧財產權保護、爭端解決機制等多方面
問題。因此，修改、完善國際經貿規則，推動各國國內相關政策有效
協調與合作方面成為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
近期中國大陸注意到對外經濟輻射時，更應關注中美貿易摩擦環
境下和加入 RCEP 等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對不同產業的影響，在部分產
業獲益的同時，也可能會導致部分產業的受損嚴重。短期看，對於受
到中美貿易摩擦影響較大的產業要加大援助力度，防止銀行對受衝擊
嚴重企業的「抽貸」和「斷貸」，支援部分涉美貿易企業申請進口加
征關稅豁免，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長期看，要建立和完善符合 WTO
規則的產業救濟和貿易調整援助機制。依據已開發國家產業保護經驗，
中國大陸缺少貿易調整援助機制的經驗，應儘速對因關稅減讓而受到
衝擊的產業和企業提供援助，提升其競爭力，促進產業調整。
此外，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是促進開拓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空間
的有利方案。中國大陸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對外開放的領域和
行業，也對開放方式和空間配置也做出了相應的要求。互利共贏意味
著中國大陸要進一步拓展交易夥伴關係，不僅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商
品和服務，還向世界開放中國的市場，進而與世界共同分享中國大陸
市場的紅利；多元平衡意味著中國大陸要統籌進出口貿易，促進國際
收支的平衡。同時還要促進中國大陸沿海與內地開放、邊境地區與沿
海地區開放、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等政策協調，讓中國大陸以更加開

32

2019 年 11 月 4 日，談判完成，但印度最後決定退出。2020 年 11 月 15 日，以 15 個
RCEP 締約方正式簽署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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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姿態融入全球治理。
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大陸要引領國際競爭合作新態
勢，積極培育市場優勢、體制優勢和規則優勢，同時還提出中國大陸
要「建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即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所說的：
「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二是創新利用外資管理體制；三是放
寬外商投資市場准入；四是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五是加快沿邊開放
步伐；六是擴大內陸地區對外開放；七是改革行業商（協）會管理體
制。」33
中共認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有利於中西部地區實現產業結構
的升級，有利於東南沿海外貿的轉型升級，也有助於開拓更廣闊的市
場空間。目前，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是重塑中國經濟話語權的重大
戰略舉措。中國大陸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有待提升，
「一帶一路」
建設不僅為歐亞各國（地區）參與廣泛的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新機會，
同時也提升中國經濟的「話語權」
，以爭取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動權34。

貳、理念建構與法制創新
一、
「積極合作」理念
二戰後，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
國際經濟法奉行自由市場主義。其後，美國在國內政治穩定和社會契
約的基礎上，以羅斯福總統的「新政」
（The New Deal）主張和自由開
放的理念，建立了結合經濟開放、多邊主義、規則導向和有限的政府

33

汪 洋 ，〈 構 建 開 放 型 經 濟 新 體 制 〉，《 人 民 網 》， 2013 年 11 月 22 日 ，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22/c64094-23621188.html。
34
金京等，
〈論新形勢下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
，
《經濟管理》
，2015 年第 6 期，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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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35為內涵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法秩序36。然而，20 世紀 80 年代以
來，國際經濟法在貿易37、投資38、智慧財產權、貨幣金融等各個領域
的新自由主義傾向更加明顯39。西方國家對合法公共政策目標，進行
規範的審查和限制變得更加嚴格。而政府的核心職能是透過法制建立
和保護市場自由，負責基本公共服務，如國防、治安和教育。
華盛頓共識立基於自由主義的精神，重點放在財政約束、將公共
支出限制在提供醫療和教育等公共產品上，要求利率自由化、匯率市
場化、貿易自由化、外資自由化、私有化、放鬆政府管制、加強產權
保護等。市場至上的理念蘊含在雙邊、多邊和區域國際投資協定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以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等的貸款條件之中。
而「一帶一路」的規劃涉及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
多方面全方位的交流。當前，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
尚未形成一個整體，正式的合作管道和合作機制尚待完善。
因此中共認為建構「一帶一路」的經濟法律體制，可以為沿線國
家的企業發展和經濟合作建立架構。然，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之間交流和合作的加強，摩擦也不斷產生，增加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
35

Ruggie J.G.,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 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36(2): pp.379-415．
36
安－瑪麗‧伯利，
〈對世界的管制：多邊主義、國際法及新政管制國家的推廣〉
，收錄於
約翰‧魯傑（JohnG. Ruggie）主編，
《多邊主義》
，蘇長和等譯，杭州：浙江人民，2003 年，
頁 143－179。
37
安德魯‧朗（Andrew Lang）
，王晉綾、樊健譯，
《世界貿易法律和新自由主義：重塑全
球經濟秩序》，北京：法律，2016 年。
38
Sornara J.M., Resistance and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3-53.
39
劉志雲，
《當代國際法的發展：一種從國際關係理論視角的分析》
，北京：法律，2010
年，頁 35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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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交流的障礙。「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若出現了一定爭端時，往
往集中在了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以及不動產交易方面，這些領域正
是急需要法律支援的部分，從而促使中國大陸探索新的爭端解決機制
並提升中國大陸的法治水準。
國際經濟法律體系之中包含著基本貿易制度、稅收安排以及環境
法律協調機制。經濟法律體系協助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時提供諸
多支援和有效的法律指引。但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分市場開放
的規定和政策並不完善，法律體系並不能夠完全符合國際經濟法體系
的要求，致使其中存在著尋租和腐敗滋生的可能性，造成企業投資決
策難度增加，決策制定的複雜度提高。中國大陸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包
括《對外貿易法》
，但是並沒有專門的《對外投資法》
，並且針對國外
投資的法律位階過低。
此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理環境比較複雜，並且各國內部
法律制度相對欠缺。加之中國大陸的《環境法》涉及環境保護之間的
規定比較少，企業自身環保意識淡薄，這都促發了中國大陸環境保護
的不穩定因素。比如在礦產能源開發方面，經常出現投資或開發糾紛，
使其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風險點。
西方模式的合作理念是基於自由市場主導，政府的角色主要是透
過各個領域的國際經濟條約及其硬法40化的實體規則、監督規則和裁
判規則，促進市場開放，提供法治保障，剩下的則交由私人市場主體
自由選擇，因此可以稱之為「消極合作理念」
。但是，大多數發展中
國家即使締結和參加了大量的國際經濟條約，也仍然無法有效吸引企
業、建立市場和發展經濟。
中共當局認為，要想真正解決發展問題，必須超越單純的市場化
40

與「軟法」
（Soft Law）相對，指對主權國家有拘束力，並要求某一主權國為贊同或批
准它而採取積極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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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治化，積極推動、持續開展更廣泛、更積極、更密切、更深入、
更有效的政府間合作、政府與企業合作，建設基礎設施，落實重點項
目，建立經濟合作區，吸引企業，培育市場，促進增長，推動發展，
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下各國政府及有關企業正在進行的實踐。可
以將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合作理念稱為「積極合作理念」。

二、國際經濟法的創新
就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關係而言，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國
際經濟法奉行利益交易主導的理念。二戰以後，隨著一大批新興獨立
國家的出現，南北矛盾日益成為整個國際經濟法律體系的重大問題。
在國際經濟合作中，如何解決廣大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國
際經濟法亟待解決而又沒能很好解決的問題，迄今絕大多數開發中國
家沒有成功發展起來，仍然處於貧窮落後境地。西方主導的戰後自由
主義國際經濟法主要旨在促使發展中國家走西方模式的市場化、自由
化、私有化、法治化的道路，而只在有限的程度上給予發展中國家不
同程度的普遍優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的待遇和發
展援助。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直是國際間政治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也是
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認為市場可以發揮基礎
性作用，而限制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沒有
真正遵循西方自由市場主導的理念，而是奉行政府積極主導和計劃
的理念41。注重市場自由和制度激勵，同時允許政府履行政府干預機
制，遠遠超出並未實施西方自由市場主導的理念，實現了東亞經濟

41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等，鄭秉文譯，
《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
，
北京：中國物資，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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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奇跡，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在金融危機後得以恢復42。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是建立在市場與政府有效結合的
理念之上。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扮演了重
要角色。一方面是政府放權讓利使市場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政府又
積極有為，進行廣泛干預。這種複雜性導致國際上對經濟持續增長的
「中國奇蹟」或「中國模式」褒貶不一。
一種觀點認為，將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成就歸因於市場化、法治
化、民主化，加上政府的積極有為和過度干預各種發展問題；另一種
觀點則將成就全部歸於政府積極干預或者說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43。
中共中央經常反覆強調政府和市場相互結合的重要性，認為中國大陸
的市場化和法治化是在政府主導和控制下逐步推行的，中國大陸的經
濟增長也是在這種體制下取得的。44與西方的高度市場化、法治化的
自由市場主導的改革和發展模式不同，中國大陸在融入國際經濟法律
體制過程中，透過與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的交流與合作
學習和借鑒，務實地逐步推進對外開放，審慎可控地做出國際承諾，
這都展現了政府與市場相互結合的理念。
「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各國政府的積極主導、廣泛合作和深度介
入的最佳範例。例如，在一帶一路相關建設發展過程中，都是由政府
簽訂和推動實施各項法律和政策合作、推動基礎設施等各種專案合作、
專案融資、項目實施，具體落實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相互結合
的理念，也契合了「一帶一路」沿線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
在解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上，「一帶一路」倡議奉行合作共
42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
，紀沫、仝兵、海榮譯，
《斯蒂格利茨經
濟學文集-第六卷（下）：發展與發展政策》
，北京：中國金融，2007 年，頁 347-413。
43
吳敬璉、馬國川，
《重啟改革議程》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年，頁 293310。
44
琳達‧嶽（Linda Yueh）
，魯冬旭譯，
《中國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前 30 年與後 30 年》
，
北京：中信，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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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理念。中國大陸政府不認為單純以自由市場理念和利益交易理念
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法能夠有效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因此，
中國大陸政府多次宣導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各種形式的
保護主義，承諾堅持市場導向、遵循通行的國際規則，又不侷限於市
場、法治及其國際化。因為單純書面上的市場化和法治化並不等於實
踐中的市場化和法治化，同時單純的市場化和法治化也並不必然帶來
增長、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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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1993 年 11 月中共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
性作用之後，中國大陸從全球化風潮下，引進西方法律制度，配合市
場經濟制度的發展，提出相關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2013 年中共
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市場從
「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轉變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
展的客觀需要，也是為了嘗試解答下一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走
向何方的問題。
現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
暴露出一些深層次的衝突和問題，如體制機制不健全、利益衝突不和
諧、地區城鄉不協調、資源環境不持續等嚴重遲滯和阻礙中國大陸經
濟社會的發展進程，這些衝突和問題的解決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發展和所謂「中國模式」的續行。
在法律體系相對獨立以後，法治的推進正在逐漸由政治化的方式
向法治化的方式轉變。相對地，現階段中國大陸經濟權利的保障是通
過法律和政策兩種方式來實現，並且呈現出由政策保障逐漸向法律保
障的發展趨勢。從政策保障的邏輯來看，市場經濟建設是保障經濟權
利的價值目標。但這種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與「以權利為基礎構建法律
制度」的西方憲政邏輯背道而馳。因此，構建市場經濟制度應堅持權
利本位的邏輯，將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作為基本經濟權利的「制度保
障」
。
在這樣的邏輯下，市場經濟構成了經濟權利保障的制度核心，立
法保障基本西方經濟權利就是要把制度核心內容進一步法制化。此外，
所有公權力都不得限制經濟權利的制度核心，這正是構建經濟權利保
障公法制度的基本價值原理。這點也凸顯了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改革
過程中所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憲政法治邏輯的
197

不同。當前中國大陸經濟權利的政策保障體系和法治保障兩套體系並
存，政策保障在成熟定型後應逐漸朝向以憲法為核心的法治保障模式
演變，最終完成政策保障到法律保障的結構轉換。
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大陸內部有觀點認為，應當
主動參與國際合作，不僅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合作，更應透過積極
的參與國際法律規則的制定，才能在全球化大潮中趨利避害，搶佔先
機，為自身的發展提供新的契機。

以下，是筆者觀察中國大陸參與全球化，爭取國際地位，將自身
法制發展經驗推向國際，所面臨的的挑戰：

一、中國大陸逐步確立市場經濟地位
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是反映一國市場經濟發
展進況的重要標準，也是國際貿易確定反傾銷調查的重要概念，根據
這一標準，可以將經濟體分為完全市場經濟條件國家和非市場經濟條
件國家。目前關於市場經濟地位的界定只有一般性的規則，對「非市
場經濟」條款的認定也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
家和其他個別國家對「非市場經濟」條款的認定也有不同的規定，這
是各個國家出於國家特殊利益和國家間的利益博弈考量刻意抬高市
場經濟條件的門檻，這也使中國大陸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潛藏了隱
憂和挑戰。
「非市場經濟」在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附件（1947 年和 1955 年）補充條款中有定義。1994
年更新的關貿總協定在 1955 年的基礎上，重申了這些條款的基本原
則，確認所謂非市場經濟，是指國家規定的商品價格不反映國內供給
需求和商品價格變化的國家。在需求方面，進口國不能通過可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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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原則，來判斷商品的正常價值，進而無法為市場價位進行價格定價，
這樣的非市場經濟為商品帶來的是價格扭曲。非市場經濟國家是指商
品價格不能反映國內供求變化，進口國不能用市場原則判斷商品正常
價值的國家。
中國大陸加入 WTO 以後，作為入世承諾與之簽訂了《議定書》
，
《議定書》第 15 條規定「其他 WTO 成員在對中國企業發起反傾銷
調查時，如果中國企業不能證明其所處產業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反
傾銷當局可以採用替代國價格進行傾銷的認定和計算。」 45 這就是
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
，一旦確認是上述情況，即
受調查產品來自「非市場經濟條件國家」，則在產品傾銷和補貼中將
採用正常價值計算方法，即「替代國」價格。而這「替代國」價格具
有不確定性和不公平性，為保持貿易歧視和樹立貿易壁壘留下了伏筆。
入世以來，WTO 框架的嚴苛規定和部分國家採取的非正當的「非
市場經濟」條款反而逼中國大陸從硬性和軟性兩方面的指標出發，不
斷加速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5 年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
用提出後，中國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以及進出口總額實現了曲折而強
勁的增加和提升。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事實證明了對於整個
世界經濟的市值。事實上，進入 WTO 就意味著中國大陸要向市場經
濟國家發展，但是目前一些主要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歐盟、加拿
大和澳洲）和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和
阿根廷）依然對中國大陸完全市場經濟的合理地位多有微詞，但卻以
貿易交往，證明了中國大陸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事實。從 1998 年以來，
中國大陸對上述主要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出口總額連年上升，
中國大陸事實上成為這些國家不可忽視的重要貿易對象。直至今日，

45

余盛興，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認可的進展與前景分析〉，《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
究》
，2005 年第 3 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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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承認中國大陸已具備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二、法制全球化
中國大陸學者李鳴認為，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的目的
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應努力達到四個目的：第一，助推「一
帶一路」建設；第二，促進對國際法的深入研究；第三，推動中國國
際法理論體系建設；第四，帶動國際法交叉學科發展46。「一帶一路」
涉及許多國際法問題，其中不乏國際法基本或重要問題，闡明這些問
題不僅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也有助於中國大陸對國際法的研
究深入進行。以不干涉內政原則為例。
「一帶一路」的實施有賴於沿線國家與中國的友好關係。中國大
陸過去嚴守不干涉原則，認為政府更迭是一國內政。美國則不然，扶
植代理人、支持反對派、對不聽話的政府實施制裁。在政府承認問題
上，美國也是不斷變換承認原則，符合其利益與否是唯一標準。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大陸結合國際法實踐經驗，從中歸
納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法理念、方法、觀點，並以此審查、解釋和
現行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及制度，建構中國大陸的國際法理論體系的
目標。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新時期對外關係的重大政策構想，因
此，從國際法角度開展「一帶一路」研究，必須考慮政策與法律的關
係。工具論強調政策是法律的實質，法律是政策的形式；政策是法律
的目的，法律是政策的工具。在國際法現實主義領域，工具論是許多
學者都承認的，因為它反映了國際關係的現實，解釋了國際法的本質
47

。

46

李鳴，
〈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研究〉
，《法學雜誌》
，2016 年第 1 期，頁 11-17。
瑪律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
，陳一峰譯，
《國際法的目的是什麼?》
，
《北
大國際法與比較法評論》第 1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版，頁 81-8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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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理論學者還認為，國際法主要是大國意志的體現，是國
際力量對比的結果，因為大國有能力將自己的立場、觀點擺到國際法
中，並有能力將國際法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面加以解釋和適用。因此，
國際法主要是大國推行自己的政策、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48。現實主
義理論要求充分考慮力量的因素在國際法整個過程中的作用，包括在
國際法的制定、解釋、適用、評價和重訂等各個環節的作用，並要求
這些環節均以政策的實現作為目標追求49。而現實主義理論得到了許
多經驗的證明，是一種經驗論，值得借鑒。
「一帶一路」是大國戰略構想，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綜合
實力大大增強，中國大陸才敢於提出這一構想。任何一個大國都是要
把自己的意志擺到國際法中的，都要在國際秩序中擁有足夠的發言權，
都要通過國際法實現自己的願望。現行的國際秩序基本上還是西方主
導的秩序，現行國際法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中國大陸基本上未參與
其建設，即使參與也多為配角。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還是一個
國際法的小國。

三、中國大陸發展尚存隱憂
「北京共識」反映出中國大陸在發展經濟之餘，如何同時兼顧國
家主權安全。雷默指出：
「中國發生的事情正在改變國際發展、經濟、
社會，以及更廣泛的政治格局。」50雷默對科學發展觀的這些評價和
認識，不同於西方學者往往將現代化視為「西化」
、「美國化」，甚至
把「西方的發展模式」強加於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思維模式，因而引起

48

同上註，第 98 頁。
W. Michael Reisman, ‘Law from the Polic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A
Supplement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York:1981, p.6
50
劉桂山，
〈
「北京共識」為世界帶來希望—西方學者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理論實踐〉
，
《參考消息》，2004 年 6 月 3 日第 15 版。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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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的注意。但是，國際輿論也指出，中國大
陸的發展存在諸多隱憂。
第一，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是高消耗、低產出。
第二，中國大陸的整體環境不容樂觀。2004 年 8 月的一期英國
《經濟學家》的封面報導即是《中國成長中的痛楚》
，集中提到了污
染問題。報導說：世行認定的 20 個污染最嚴重城市，有 16 個在中國
大陸。
第三，中國大陸社會的兩極分化、城鄉差距在加大。
第四，中國大陸未來社會的高齡化問題嚴重，將成為中國大陸未
來發展的掣肘。
但近年來中國大陸針對這些隱憂，從十一五規劃開始到最新的十
四五規劃中皆相繼提出應對政策，諸如：發展兼顧若干環保思維的循
環經濟、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農村城鎮化、精準扶貧政策、生育從
兩孩到三孩政策等……。至於成效如何，則有待觀察。

四、一帶一路的發展困境
2014 年 10 月 23 日，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由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表決通過，其明確指出在建設法
治國家的過程中要堅持從中國大陸實際情況出發。要圍繞社會主義法
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
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
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51。
51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國共產
黨 第 十 八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全 體 會 議 通 過 ）〉，《 中 國 共 產 黨 網 》，
http://www.gov.cn/zhengce/2014-10/28/content_27719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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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沿線橫跨亞歐板塊，各個國家資源稟賦各異，經濟
發展程度、模式不同，因此「一帶一路」國家經濟互補性強，有很大
的合作潛力與空間。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的發展目標是打造政治
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
體」
。
中國大陸認為，
「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不僅限於經濟發展戰略，
同時也是法治發展戰略，對推進中國大陸法治建設、中國模式作用不
可估量52。只有實現法治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實現科學立
法、公正司法，將政治共識凝結為可供操作執行的法律制度，才能順
利保障「一帶一路」從理念、頂層設計過渡到實踐層面53。
「一帶一路」沿線的 60 多個國家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其中很
多國家都有著悠久的歷史，並且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各宗教散
佈於沿線國家，地緣政治複雜，經濟發展水準不一。有的國家法律體
系尚不健全、法治化程度不高；有的國家經濟模式單一、經濟增長可
持續性易受到影響；還有的國家政局不穩定、政策朝令夕改。在法治
化的進程中，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難免因貿易、投資、智慧財產權、
金融、稅務等產生爭端，如何妥善處理這些爭端是事關「一帶一路」
法治化的關鍵。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雖然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新的發展模
式，卻也在貿易規則之間帶來競爭和衝突，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敵視和抵制，美國一再呼籲沿線國家退出「一帶一路」54，甚至在
美國支持下，澳洲與中國大陸間的貿易關係已從緊張上升到政治對立

52

陳冀平，
〈「一帶一路」建設法治意義重大》
，
《法制日報》，2016 年 8 月 26 日，第 7
版。
53
張鳴起，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法治思考〉
，
《中國人大》2016 年第 16 期，頁 24-26。
54
〈美國沿「一帶一路」鼓勵各國對中國說「不」
〉
，
《BBC 中文網》
，2018 年 10 月 25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596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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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5。2021 年 6 月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閉幕後，美國總統拜登
表示：
「我們（G7）將擁有一個民主版的方案，取代（中國的）
『一帶
一路』
」
，並與 G7 領袖共同發起的「重建更好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
，成立專責委員會規畫細節，倡議目的是一個「由主要
民主國家領導的、以共同價值觀為導向、高標準和透明的」基礎設施
合作夥伴關係，計畫投入四十多萬億美元56。拜登宣稱這個基礎建設
基金，將比一帶一路倡議「更公平」，但不是專門針對中國大陸，而
是包括其他專制政權，然一般認為 B3W 是美國用來徹底壓制中國崛
起及重回到世界霸主位置的戰略計畫。

55

〈澳大利亞引新法取消維多利亞州「一帶一路」協議 中國斥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
，，
《BBC 中文網》
，2021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6841541。
56
「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原則包括：價值驅動（ValuesDriven）、良善的治理和穩固的標準（Good Governance and Strong Standards）
、氣候無
害（Climate-Friendly）
、堅強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Stro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通過
發展融資調動私人資本（Mobilize Private Capital Through Development Finance）
，以及
加強多邊公共財政的影響力（Enhancing the Impact of Multilateral Public Finance）
。
參見：
〈將建民主版基建方案 取代一帶一路〉
，
《旺報》，2021 年 6 月 1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615000586-260303?chdtv。
美國白宮聲明：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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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978 年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運用國家權力來主動支配法律
的制訂並決定法律制度變遷的路徑與速度。在全球化的浪潮過程中，
為了堅守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及維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藉由
提出「依法治國」及「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概念，
來加強維繫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以及黨政關係之間的平衡點；在中國
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開始進行相關法
規的立法與修正，以符合國際法律框架並與世界接軌。
綜觀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發展歷程，中國大陸歷次的憲法條文修
正與相關經濟法規的制訂與施行，不僅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
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納入法制化軌道，以確立國家體制的根本
制度和任務，並確保中國共產黨的法律地位和彰顯人民的意志與利益，
同時也影響著國家憲政體制的發展和國家整體運行的走向。
在法律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大陸憲法體系在主權方面因改革開
放，獲取維護國家主權的新經驗，而展現高度的靈活性；在經濟權利
方面，保障觀念從透過政策保障到法律保障，進而到憲法保障的位階；
所有權從結構的調整，與管理權的分開，進而區分內容與主體的不同；
經營權、自主權、使用權、勞動權等的內涵逐漸擴大，強化了基本權
利的經濟屬性。透過法治來規範和限制政府的公權力，並保護市場主
體的經濟權利，已成為公認的憲法價值共識，並得到憲法的確認。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透過法律引進的變遷也展現出西方憲法的精
神：強調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及其效力的最高性、逐步接受自由、民主、
法治等現代價值、透過憲法監督制度（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建
立憲法訴訟制度）以維護憲法的權威性。至於人權則透過不同的法律，
落實人權相關的基本保障，但仍有發展完善、加強的空間；人權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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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判準，則在法律全球化的影響下，則越來越受到來自國際組織等
外部力量的牽制和干涉，但中國大陸仍無法接受「人權高於主權」、
「人權無國界」的觀點，認為以人權價值干涉他國經貿發展或內政事
務，乃是行霸權主義之實。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受到法律全球化而走向市場經濟道路時，為了
避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衝擊的挑戰，以及有效維護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必要的本土化變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毛澤東率先將馬克思
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
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實際出發，回答和解決實
踐提出的問題，以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認為，當法律維護並促進的經濟基礎是符合生產力要求的
生產關係時，法律必然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法律是進步的，
也是有價值的。透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制度經濟分析，並從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創立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
形成，再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以解釋、解決中國現實經濟
問題為出發點，對中國大陸現有的各種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即是中國大
陸法律體系在地化過程。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明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
然而要建立市場經濟，必然要建立法治經濟。快速而大量的移植外國
法律，並無法完全符合中國大陸國情與人民的需求，不僅使中國千年
的歷史和現實受到西方文化的擠壓，更可能因為法律移植與文化產生
衝突，導致中國大陸社會陷入內外衝突的狀態。
從第九屆全國人大起，規劃、修訂或通過的法律、法律解釋和有
關法律問題的決議等，便開始注重適應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變化轉
型的需要。由於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是在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基礎上
發展起來的，無論是所有制制度還是分配制度等，都經歷了一場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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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到放開，從不平等到逐漸平等的過程。因此中國大陸憲法中的經濟
條款頻繁修法，就是要回應或展現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經濟基礎的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
管理體制調整或國家經濟職權的重新分配。
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在地化過程中，面對經濟體制轉型所暴露出
來的問題是：經濟權利的憲法保護體系不健全、憲法中的政府職能定
位有待轉變、缺乏系統化的憲法經濟原則等。而如何包容經濟權利的
獨立性與自主性、允許經濟主體受到平等對待、肯定權利對權力予以
制約和監督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是中國大陸憲法體系法律在地化持續
發展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日益蓬勃發展，經濟發展策略從「互
惠」發展階段，鄧小平建立「先行先試」的經濟特區，由地方立法填
補著中央立法的空白；到「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複製」
、
「可推
廣」的創新立法制度經驗；進而習近平倡議「一帶一路」
，在區域經
濟一體化趨勢下，提供沿線國家基礎建設的方式，發展雙邊和多邊合
作機制，協調貿易規則間的競爭與衝突，以進入「互利共贏」階段。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政府和市場都扮演了重要角
色。一方面是政府放權讓利和市場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政府又非常
積極有為，干預非常廣泛。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是沿線各
國政府的積極主導、廣泛合作和深度介入，展現了具有「中國特色」
的政府與市場相互結合的理念，也契合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
因此，
「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不僅限於經濟發展戰略，同時也是協
助推廣中國大陸法治建設、中國模式的在地全球化的策略法治發展戰
略。

207

壹、確認經濟發展路線，確保國力全面復興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的改革是以發展為
目的，而這裡的「發展」首重即是經濟發展，這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以解決中國大陸現實問題，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發展放在
首位，也這是所有國家發展的基礎。鄧小平曾經指出：「中國解決所
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
，
「發展才是硬道理」
。進入 21 世紀
後，從中共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也都一再強調提出把發展作為其執政
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對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
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中共認為，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
關係人心向背、事業興衰。因此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法治建設的改
革變一直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個中心。
鄧小平自 1978 年提出改革開放後，1987 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提
出經濟發展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變成以集約經營為主，使經濟
建設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昇勞動者素質。1992 年中共十四大重申：
努力提高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促進整個經濟由粗放經
營向集約經營轉變。到 1995 年中共第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兩
個具有全面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
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
轉變。並提出：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要靠經濟
體制改革，形成有利於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
制，有利於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於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源優
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
進入 21 世紀，中國大陸的「發展」內涵有了新的變化。2002 年
中共十六大，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首次提出「社
會和諧」
、
「人與自然的和諧」
、
「人的全面發展」等論述。2003 年，中
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則首次提出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2004 年，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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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2017 年中共十七大則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科學發展觀，並從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奮鬥目標提出了新要求，同時把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轉變經
濟增長方式」調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相應地，中共在十七大
對改革也提出了新任務，即繼續深化改革開放，著力建構充滿活力、
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從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注入了生機，開闢
了新的發展的戰略空間，到了習近平時代，在中共十八大五中全會上，
則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中共十九大
更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達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終目標。
因此法制建設的改革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透過憲法修訂、各
項法律的通過實施，陸續革除那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係
和上層建築，為生產力發展掃除了障礙。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圍繞
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從基本經濟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市場
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管理體制，特別
是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法制改革，使中國的所有
制結構、市場結構、資源供給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分配結構、
消費結構、地區結構等方面都發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變化。

貳、從跟隨者，到變革者，進而成為創建者
從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發展歷程，本文觀察到中國大陸從參與全
球化歷程，引進著重經濟層面相關法規制度，加入 WTO 前後的立法
修改，中國大陸的經濟法制度的發展為其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建構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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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法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而為了避免受到西方民主化衝擊
的挑戰，並有效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逐步進行一系列的法律
在地化，進而消化吸收後，從北京共識（中國模式）
、自貿區與 RCEP
的設立、一帶一路倡議等，透過提出因地制宜的方案，以在地全球化
的方式，推廣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建設。我們可以說，在法制變遷的
過程中，一路從法律全球化、法律在地化，再到在地全球化，中國大
陸的角色也從引進制度的跟隨者（follower）、到改革體制的變革者
（reformer）
、進而成為建立規則的創建者（founder）。

一、跟隨者（follower）
（一）改革開放，引進市場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企業效率的低下，已影響國民經濟整體發展
和財政收入，迫使中國大陸下定決心，在 1984 年通過《中共中央關
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開啟了以國企改革為核心的改革。自此，
實行多年的計劃經濟漸變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商品經濟的因素
逐漸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經濟，許多經濟領域開始逐漸商品化，價格
機制、競爭機制的作用日益顯現，從而為 1992 年秋確立市場經濟體
制以及 1993 年「市場經濟入憲」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相關經濟法律的制訂與施行：
加入 WTO 前，中國大陸在已修改近十部有關法律的基礎上，又
修改、制定了 30 多部法律和行政法規，涉及國際經濟貿易的各個領
域。到 2003 年，中國大陸國務院近 30 個部門已清理了法規 2300 多
件，其中廢止了 830 件，修訂了 325 件，範圍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
1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
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
，
《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test/2008-06/26/content_10281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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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智慧財產權及投資等諸多方面，19 萬多件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
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決定修改、廢止或停止執行2，在入世之前，將
地方性法律法規、國家法律法規和世貿規則趨向一致。
此外，中國大陸制定或修改了涉及國內和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的許
多法律和法規，如公司法、證券法、破產法、反傾銷條例等，使經濟
法體系逐漸完善，初步形成了經濟法主體、市場管理、宏觀調控、社
會保障等部門為內容的經濟法體系，徹底改變了以往國際和國內經濟
活動無法可依的局面，提高了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積極性。
自中國大陸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相關法律的制定逐漸符合國際標
準。在與國外法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亦逐步擺脫西方法律制度的發
展模式，由依存發展走向自主發展，再到合作發展。中國大陸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後，大量的法律法規修正，從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國大陸的
法律在此階段仍然落後，與現行各國的法律制度之間存在很大差距。

二、變革者（reformer）
（一）中國模式的興起
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能游離於世界之外，
選擇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必須深刻把握國際局勢和時代發
展脈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
兩大問題」
、
「現在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的判斷3，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
上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使中國融入國際經濟大循
環，實現了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對接、國際資源與國內資源的互補。
「華盛頓共識」的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新秩序和
2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兩年情況〉，
《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test/200507/06/content_12523.htm。
3
《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1994 年，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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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實行新保守主義的結果，一方面拓展了資本主
義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
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的矛盾，特別是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以及發達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兩極分化。
以北京共識為代表的中國模式，被認為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
會需求、尋求公正與高品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並把這種發展途徑定義
為：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
序漸進、積聚能量，創新和試驗，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
因時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也同樣注重
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北京共識提出者雷默
表示：中國的變化之快，令人眩暈。中國人成功地駕馭了這種變化，
創建了新的規則。
與其說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新模式，中
國並不主張世界有什麼固定、統一的模式，僅是反對西方發達國家強
向發展中國家推行其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各
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
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4但學者們大都從
研究的角度，概括出世界各國不同的發展道路，諸如日本模式、美國
模式、蘇聯模式、拉美模式等，這些模式在不同時期，大都成為世界
其他國家學習、效仿的典型代表。但是「中國模式」在於證明了社會
發展的多樣性，並向世人提供了一種實現發展的嶄新思路與靈感，開
啟了一條有別於「華盛頓共識」的發展理念與路徑，這就是：立足本
國的實際，尊重人民的選擇，以實現本國人民的利益為目標，確定適
合自己民族特色的發展之路。
無論是「中國模式」的成功還是「華盛頓共識」面臨挑戰，都證
4

同上註，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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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發展中國家必須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充分利用世界總體和平的國
際局勢和新科技革命資訊化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才能實
現自身的發展目標。
（二）放鬆政府管制，開展自由貿易
自 2013 年 9 月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運營以來，中國大陸自
貿區建設日益受到關注。自貿試驗區的設立，不但是進一步貫徹落實
對外開放的落腳點，也是當前新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支撐點，更是
政府職能轉變與機制創新的交叉點。自此揭開了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
以來，從引進西方法制的經濟模仿跟隨者，從而消化吸收後，開啟了
自主變革的經貿法制探索。
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區改革的核心，是要進一步放鬆政府管
制，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自貿區的試驗，是中國
大陸從引進國際制度，到跨出步伐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有著以下特
點：
1.實驗性。自 1978 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遵循著「摸
著石頭過河」的潛規則，從改革之初的「經濟特區」到 90 年代的「保
稅區」再到自貿區，改革的每一步可以說都具有「先行先試」的特點，
基本定位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試驗區，不僅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
嘗試，它擔負的是中國大陸下一步改革和開放的策略，具有先行先試
的功能和使命。
2.自由開放性。自由貿易區已成為世界各國經濟自由運行和發展
的最佳國際平臺。自由貿易區內經濟運行的根本特點是以更加自由的
方式進行，經濟的自由運行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益和社會福利。自由性
主要包括經營活動的自由、資金流通的自由、物資流通的自由、人員
流通的自由和資訊流通的自由，最後形成自由的經濟運行系統。而開
放性是自由貿易區的基本特徵，自由貿易區是所有經濟區域中最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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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性和開放性的。因為開放性是貿易的客觀要求，沒有開放性，自由
貿易區以國際經濟舞臺為背景的對外經貿活動就無從談起，沒有開放
性，自由貿易區便不能稱為市場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
化的產物。中國大陸自貿區建設的開放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自由貿易區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具有國際性，二是自由貿易區
的管理採用了國際化運作方式，三是開放的市場環境。
3.法制化。自貿區是法制化的改革開放實驗區，在保證國家法制
統一的基礎上實施。就如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本身冠以「試
驗」兩字，而所謂試驗，就是在遵循合法規則的前提下的創新，處理
好先行先試與依法辦事的關係，並及時用法律手段對改革的成果給予
鞏固和保障。中國大陸的自貿區突破法律規定的權力來源，由國務院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決定。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法定的方式對
自貿區「暫停實施相關法律」，本身就是根據相關法律程序來調整相
關法律的適用範圍。

三、創建者（founder）
（一）創新經濟規則
在以往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大陸在國際經貿體系裡，基本是
一個跟隨者、引進者，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國際規則的制定參與相對較
少。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日益增加，國際呼籲中國大陸對國
際政治經濟體系承擔更大的責任。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已經迅速壯大的
此刻，中國大陸認為，現行國際經濟體系與新的世界經濟形勢並不相
稱，發展中國家理應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傳統國際組
織追求的政策目標已不能滿足發展中國家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的特殊需要。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和地區之間的政治、
文化、經濟制度差異較大，它們所關注的利益問題和價值理念較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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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一種方式處理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難度較大，需要採取更為靈
活的、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有關規則，這就為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
路」創造了適當的背景條件，無疑也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創新提出更高
的要求。
與美國現在動輒採取單邊措施不同，中國大陸認為與不同區域國
家之間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尤為重要，認為貿易的相互依賴能夠抑制
戰爭、維護和平。中國大陸期望發展中國家在決定國際機制如何運行
時，能具有更大的發言權。
中國大陸認為其所倡議的「一帶一路」既不是為了搶奪國際規
則制定權與主導話語權的「圈地運動」
，也不是對現有國際經濟秩序
的推倒重來，而是對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經濟合作秩序的維護與促
進，或者說是在中國大陸推動下的國際經貿規則的升級。然而，這
一舉措又不是對現有秩序的簡單背書，而是針對當前形勢下全球化
困境與國際經濟合作機制的弊端所提出的對策。倡議一帶一路，
「促
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國方案」
，這樣的說法便蘊含了中國對國際經
濟法律制度的創新。
（二）建立新型經濟合作架構
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宗教、制度等是在長期歷史發展過
程中累積下來並通過世代傳承而凝結在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
中的，因而，一國發展模式的建構，必然與該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基
本國情密切相關，由此必然形成世界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多樣性。
胡錦濤在出席聯合國成立 60 週年首腦會議的講話中就曾提到：
「我們
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相互借鑒而不是
刻意排斥，取長補短而不是定於一尊……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
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建構各種文明相容並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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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諧世界。」5因此，在特定歷史時空形成的各種模式，都不可避免
地帶有歷史與時代的侷限，任何一國都不應全盤移植他國模式，必須
尊重文化的多樣性，相互學習、借鑒，取長補短、為我所用，才能探
索一條符合本國實際的發展道路。
而一帶一路不僅創新經濟規則，更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經貿互助。
在傳統上，由於市場經濟的驅動，國際經貿規則反映了自由至上的價
值理念，有時卻背離了社會正義。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堅持
的理念是不論國家之間的貧富、大小差距，都能夠平等地參與全球經
濟治理體系的建構，共同追求公平、透明、互利共贏的合作機制，建
立新型合作架構。中國大陸認為其所建構「一帶一路」合作機制，是
以發展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價值要求，為國際經濟合作注入更多公平公
正的要素，使得全球化條件下世界經濟朝著更為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不同於以往國際組織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議的作法，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平等和互利為基礎的開放、合作的原
則，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協助與合作，為現有的國際經濟體
系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而且對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國家實行不同
的政策和制度，這樣的理念和作法對現有國際經貿規則將造成不小的
衝擊。

參、依法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面對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發生蘇東波的政治動蕩，以及

5

胡錦濤，
「〈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議
上的講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頁》
，2005 年 9 月 16 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1966/zyjh_681976/t21
23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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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破壞法制的政治現象，導致執政的共產黨政權失去執政或執政危機，
中國共產黨深刻分析和反思，對自己如何延續執政的使命、如何鞏固
執政地位、如何提高執政能力等，為推動法制建設過程中的重要課題。
1982 年 9 月，中共黨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
「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61986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
央發佈《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
（以下簡稱《通
知》
）7。
《通知》要求各級黨委正確認識和處理與國家權力機關、行政
機關、司法機關的關係，支持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從中央到基層，
所有黨組織和黨員的活動都不能同國家的憲法、法律相抵觸，都只有
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的義務，而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通知》對於提高各級黨委和全體黨員的法治觀念、依法規範領導機
關和領導幹部的行為、推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這些都僅僅是零星的程序規定，實質意義不大。
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
革的總體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
作用」的重大決策，並提出「加快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十九大
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
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共強調其經濟體系需要法治的引領和保障，這樣
才能為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構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十八大以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依法治國提出了一系列
重大措施，其中「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
「堅持黨
6

〈中國共產黨歷次黨章的制定及修正簡況（一大至十六大）
〉
，
《中國政府網》
，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4507570.html。
中國共產黨黨章全文，參見：
http://www.12371.cn/special/zggcdzc/zggcdzcqw/#diqizhang。
7
〈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
《中國改革開放數據庫》
<，1986 年 7 月 10 日，http://www.reformdata.org/1986/0710/77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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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在習近平法治思想中處於首要和根本地位
8

。習近平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法治化，將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堅持黨對全面依法
治國的領導，兩者融為一體。因此，習近平認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法治化的必然選擇。中共十八大
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
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於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寫入了憲法中9。
最後， 2018 年憲法修正案中，展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將中國共產黨統籌推進「五位一
體」10總體佈局的治國理政思路寫入憲法。中國大陸憲法修正案第 32
條規定，將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協調發展，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修改為「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
協調發展，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1當前中共治國理念寫入憲法等同
於將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合在一起，並透過依憲治國的方式確保
8

2020 年 11 月在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做了題為「堅持黨對
全 面 依 法 治 國 的 領 導 」 重 要 講 話 ，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1/0125/c4053132010383.html。
9
軒理，
〈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的重大意義〉
，
《新華網》
，2018
年 2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26/c_1122455317.htm。
10
「五位一體」
：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制定了新時代統籌
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戰略目標。
〈統籌推進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佈局
—六論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
《人民網》，2017 年 11 月 02 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1102/c1003-29623887.html。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
議通過，http://npc.people.com.cn/BIG5/n1/2018/0315/c14576-29869384.html。參見：附錄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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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執政地位。
與此同時，2018 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在憲法第 1 條第 2 款「社
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後增寫了一句，內容為：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樣的修憲
變化，某種程度意味著中共自 1978 年全面引進西方法制，受文字法
制化、西方法律契約精神的潛移默化，透過修憲增加中共依法執政的
規定，雖然揭示並註明了中共執政依據並增加了執政的合法地位，也
意味著中共執政的正當性，正逐步受到境內外的挑戰。

肆、 侷限與挑戰
一、WTO 架構下中國大陸憲法體系的侷限
加入 WTO，其隱含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各成員以市場經濟為
基礎實現經濟發展，它要求成員國（地區）政府的貿易政策遵循市場
運行規則，對不同的競爭者一視同仁，開放市場、公平競爭。一方面，
對外資企業在市場准入和外資運營方面的諸多限制性措施與世貿組
織的有關投資協定違背。另一方面，形成內外資企業法律地位上的不
平等，違背世貿組織規則所確定的公平競爭原則。
中國大陸現行的內外資企業法律制度，在法律地位和享受優惠政
策上仍存在不同規定，在中國大陸「入世」以來，這種差別帶來的弊
端和缺陷愈加明顯。政府行為與公民和社會的權利、利益密切相關，
為了確保政府在處理各種事務時，能夠始終做到公正無私、為民謀利，
就需要給政府制定一套固定的行為規範，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行為的
隨意性，防止政府濫用權力。這一任務當由行政程序完成，在現代行
政法中，程序正義已被公認為是實體正義的保障。隨著行政處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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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覆議法、立法法等法律的出臺，中國大陸的行政程序法制建設有
了進展。但是很多與公民權益有密切關係的領域，如行政許可、行政
強制措施等，還缺乏程序性的規定，需加以完善。西方行政程序法，
以公證和聽證為核心制度。中國大陸至今沒有一部《行政程序法》規
範政府行為，計畫手段和行政干預的慣性依然，限制市場配置資源的
基礎性作用，政企不分、政府職能轉換滯後，以批代管、審批權、許
可證和配額限制了貿易自由。
1994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已
確立了實行統一的外貿制度的原則。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地方保護主
義問題還比較嚴重。有的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行政法規，帶有明顯的
保護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的特徵，直接導致市場的分割和不公平競爭。
有些地方通過地方法規或規章，並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的手段對外
地產品加以歧視。執法、司法往往偏向本地企業。司法審查制度是現
代法治國家所普遍採納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長期以來，重視行政權，
忽視司法救濟是發展中國家較為普遍的問題。因此，對多數發展中國
家而言，進一步加強、完善司法救濟、司法審查機制至關重要。《中
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覆議法》的頒佈，
標誌著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正式確立，是一個重要進展。WTO 明確
提出了對不符合 WTO 規則的行政法規、規章和措施進行司法審查的
要求。如何在 WTO 規則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已成為十分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二、面臨挑戰的中國共產黨
雖然中國共產黨號稱把科學立法作為處理改革和法治關係的關
鍵環節，堅持立法決策和改革決策相統一，實現立法和改革相銜接。
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架構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堅定不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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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法治領域各項改革；以改革思維和改革方式推進依法治國和法治
中國建設，然而中共堅決破除束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體制機制障礙，
所謂徹底解決立法不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疲軟、
權力腐敗、人權保障不力等法治領域的突出問題，其實正是中共在法
治上，面臨到的法律挑戰，也是中國共產黨在現行體制下所面臨的侷
限。
現實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自然會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然而，
也必然引起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與人群結構從而相應地引起人們的
思想觀念衝擊，導致它們所決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這種
變化反映在上層建築領域最直接的。在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上，江澤
民在談到黨內在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的問題時指出，近些年
來中國大陸花了很大的力氣加以解決，收到不小的成效，但是，有些
問題相當頑固，已有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還在產生，這就需要深
入思考了。從根本上，這涉及到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的新條件下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問題。胡錦濤要求中共全黨要不
斷總結和探索有利於提高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
風險能力的新辦法新制度。但這也意味著，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大
環境對現行中共的領導方式、地位，及由其決定的領導制度提出了嚴
峻挑戰。

三、國際新秩序的制度之爭
冷戰後美國的對中國大陸戰略是包括接觸與防範兩個方面，而不
是全面遏制。美國是二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主要設計者與領導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過程中實現了
自身的快速發展，與這個體系至少在經濟上是一種「血肉相連」的關
係。於是，美國順理成章地對中國大陸實行接觸政策，促使中國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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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融入國際體系。
中國大陸也是美國第二大交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
口來源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主要針對的是歐美國家，其中的關鍵點
是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鄧小平明確指出，這種關係不是權宜之計，
而是長期性的、戰略性的關係。因此，長期以來，對美外交是中國外
交的重中之重。
但 2009 年後防範的一面開始強化，歐巴馬提出「轉向亞洲」
（pivot
to Asia）戰略，到重返亞洲再到亞太再平衡最後變為印太再平衡，其
目的是：平衡中國大陸的崛起，保持「亞太地區的穩定」
，維護美國
在這一地區的領導地位。美國提出印太這一概念，主要是為了拉攏印
度，以便建構規模更宏大的「印太再平衡」
。即使奉不結盟為外交圭
臬的印度不是很配合，也依然能發揮一點作用。大致上，美國的亞太
再平衡戰略在 2013 年 3 月已經演化為印太再平衡戰略。南海爭議一
再出現後，美國更是開始不避諱的公開、多次地批評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後，雖然世界各國在整體上
表現為積極看好的態度，但西方部分政界和學術界仍持有質疑、不相
信的態度，尤其是美國的地緣政策界表現的十分活躍。他們在對中國
特色的地緣政治進行解讀時，依照他們慣有的思維去思考，通過歷史
上美國等國家的崛起與中國進行對比，認為中國大陸在不斷地學習模
仿他們。美國著名地緣戰略學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
說過：
「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掌控權和話語權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將會直
接影響他對全球事務的支配權，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歐亞大陸是
他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目標。」12他們的出發角度是西方的地緣政治，
認為中國大陸就是為了進行地區壟斷。

12

趙明昊，
〈「一帶一路」與中美競合關係的塑造〉
，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7 年
第 6 期，頁 12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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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大陸再三強調「一帶一路」倡議是通過不衝突不對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方式與歐亞大陸各國友好發展，開放、包容和
共贏是其基本原則，不排斥任何願意以合作態度參與到共同發展中的
國家和地區，不搞政治劃分及國際關係對立，更不會通過軍事手段對
別國進行威脅和侵略。但「一帶一路」倡議中涉及到的多個地區與美
國極為敏感的歐亞大陸的多個區域重合，因此也必然會引起美國的高
度關注以及一系列戰略措施的具體調整。
美國認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會威脅其國際地位，
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西方的許多學者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美國二戰之後
發起的「馬歇爾計畫」
（The Marshall Plan）相提並論，認為這是中國
大陸試圖使用一系列經濟及政治的手段來擴大其在全世界的影響力，
並劃分和鞏固自己勢力的行為。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是試圖通過「一
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來達到大國崛起的目的，以便在經濟上超過美
國。
第二，中國大陸的科技創新也取得了新突破，不斷緊追美國的科
技優勢，美國自然也擔心中國大陸的崛起，會動搖美國的世界地位。
第三，從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慢慢探索出了具有中
國特色的發展道路與模式，社會與經濟得以迅速發展，國際地位也越
來越高。中國大陸一直以來在對外政策中都採取合作共贏、互惠互利
的理念，與世界多個國家在經貿、政治、科技及文化等多個方面都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中國大陸的貿易量常居世界前列，這無疑刺激
著美國緊張的神經。
因此 2018 年展開的中美貿易戰，與其說是經貿紛爭，不如說是
一場中美間的國際領導地位之爭，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制度之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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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中國大陸在歷經文化大革命，破敗的經濟威脅著中國共產黨的執
政根基後，透過改革開放全面引進西方市場經濟，憲法體系的因應變
革，雖然只是一種挽救中國共產黨統治危機的手段與權宜之計，並沒
有因此而改變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國體與政治體制。且不能否認的，
這種權宜之計，在經過 40 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竟然能夠起死回生，
不但穩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統治地位，甚至一躍而成世界經濟舉足
輕重的角色，進而為外國學者所肯定，提出所謂「中國模式」的北京
共識。
多年來，包含台灣在內的西方各國，研究中共政治體制是否存在
民主缺陷、人權缺位時，批評否定的聲浪不斷，但中國大陸仍硬生生
的從廢墟中成長茁壯起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基礎尚嫌不夠穩定、生產
力發展水準與西方先進生產力有所差距，以及發展極不平衡，城鄉二
元結構造成的城鄉差距還在擴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仍落後先進國家，
現況還是一種正在摸索、正在建構、尚不成熟的發展模式，所以面臨
著諸多問題與挑戰並不足為奇。
本研究限於研究篇幅與研究能力，憲法體系範圍僅涉及憲法和經
濟法，主要以中國大陸地區發表的期刊、論文和各類文獻的收集、整
理和分析，並輔以中國大陸官方網站公開的統計、文件或出版物及新
華社、人民網等傳播媒體的新聞報導，以增加參考資料的完整性。由
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為了達到因地制宜的效果，各個地方政府因應
憲政體制的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的需求在法律層面都有不同的規定，研
究範圍主要限於中共中央政府層面，不包括各級地方政府不同的法律
規範。
政治體制改革是上層建築，受到經濟基礎發展客觀規律的影響。
中共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在社會主義國家尚無先例，其
特殊性是體系發展的關鍵，實務運作上既不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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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高度集權的行政體制，也不是西方國家分權體制下的行政體
制。這樣的研究確實與西方政治體制難以比較。因此，本文著眼於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不以西方研究普遍性的角度切入。
法治建設是中國大陸全面推進社會改革和法治改革的必然要求
和必經之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中國共產黨
長期執政的基本方略，因此，依法治國是依法治黨的重要條件。依法
治黨就是按照憲法和黨章管理黨務，調節黨政關係，要實行法治，首
先要依法治黨。鄧小平曾指出，沒有黨章、黨法，國家法律難以保障；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執政，就是要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黨的意志
轉化為國家意志。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否受到大多數大陸人民
的同意或支持，以及人民是否有不同的意見或建議，目前仍無法深入
研究。
此外，研究中所提的「中國模式」代表了中共推動不同於美國為
首的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而且可以說是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
發展經驗的成果，但目前還不能說已經發展到最後階段，所以很難就
現有研究下結論，判別中國模式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能推廣適用於發
展中國家。僅能就其發展模式和經驗的成就和成本，分析「中國模式」
核心內容的問題。
自 2013 年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共政策內容
不斷演變和變化，同時也受到外部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影響，尤
其美中貿易摩擦之後，「一帶一路」的推動遭受衝擊、或停滯。本研
究無法在相關國家和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以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的
「一帶一路」在基礎建設、法規推行及政策落實的情況，實是這類研
究的侷限性。
此外，下列幾個想法，亦可提供後續來者持續探討研究：
第一，改革開放後行政法、民刑法等法制建設的變革，對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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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整體國家社會發展亦影響甚鉅。後續研究或從政治學角度研究這些
法律的變遷發展，另亦可以揚棄以西方慣有的自身國家的政治標準，
去評斷中國大陸的是非對錯，而以客觀的學理進行分析。
第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本身存在嚴重缺陷，主要問題不在於經
濟增長的數量，而是其品質與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相比，社會回報不高。
中國經濟結構仍然不協調，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經濟發展模式仍然粗
放；中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在核心技術上受制於人；資本市場和金
融業都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切入研究的議題。
第三，在政治體制方面，從改革開放以來，要求中國大陸實行多
黨競選、三權分立等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張一直沒有停過；黨和國家的
領導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
和特權，還沒有得到有效扭轉，權力的腐敗現象，還沒有得到遏制。
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面臨這些挑戰，中國共產
黨如何接招。
第四，隨著改革的深入，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同
時，如何避免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之間、城鎮居民內部和農村村
民內部的貧富差距過大，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與不使貧富差距過大之
間找到某種平衡點，這是中國發展遇到的一個新課題。促進市場經濟
發展和不發生收入兩極分化，是一對非常難處理的矛盾，許多國家的
政黨和政府因為處理不好這一矛盾而倒臺，亦值得後續研究。
第五，在國際上，
「中國模式」的發展概念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
矚目，並開始動了放棄美國民主模式的念頭，轉而朝向以政府主導經
濟發展模式。這種情況美國等西方國家並不樂見。中美貿易戰後，美
中較勁態勢日益明顯，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的互動不再像從
前一樣的便利與快速，世界各國將被迫選邊站，並重新思考未來的定
位，後續發展值得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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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1982
年 12 月 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佈施行
根據 1988 年 4 月 12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3 年 3 月 29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1999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
正案》、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和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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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
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八四○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
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奮鬥。
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
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
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
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鬥爭和其他形式的鬥爭以後，終於
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
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
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
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
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中
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
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
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
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
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
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
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
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
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
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
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
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
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
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團結一切可
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
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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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
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
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
活和對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
團結的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
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在維護
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
地方民族主義。國家盡一切努力，促進全國各民族的共同繁榮。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
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
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
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
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
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
濟的正義鬥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鬥的成果，規定了國家
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
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
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
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第一章

總

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
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
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
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
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
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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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係。禁止
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
國家根據各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説明各少數民族地區加速經濟
和文化的發展。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
權。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
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
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
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
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
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
配制度。
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
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八條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
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
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
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
自留畜。
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
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
助集體經濟的發展。
第九條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等自然資
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於集體所有的森林和
山嶺、草原、荒地、灘塗除外。
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
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或者破壞自然資源。
第十條 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
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
徵用並給予補償。
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
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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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
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經濟依
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第十二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
侵佔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
第十三條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
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第十四條 國家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技術水準，推廣先進的
科學技術，完善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實行各種形式的社
會主義責任制，改進勞動組織，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發
展社會生產力。
國家厲行節約，反對浪費。
國家合理安排積累和消費，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發展
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
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十五條 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第十六條 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
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
管理。
第十七條 集體經濟組織在遵守有關法律的前提下，有獨立進行經
濟活動的自主權。
集體經濟組織實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規定選舉和罷免管理人員，
決定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
第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
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定在中國投資，同中國的企業或者其他
經濟組織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合作。
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企業和其他外國經濟組織以及中外合資經營的企
業，都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它們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受中
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保護。
第十九條 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
化水準。
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
和高等教育，並且發展學前教育。
國家發展各種教育設施，掃除文盲，對工人、農民、國家工作人員
和其他勞動者進行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業務的教育，鼓勵自學成
才。
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
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第二十條 國家發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事業，普及科學和技術知
識，獎勵科學研究成果和技術發明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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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
藥，鼓勵和支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街道組織舉辦
各種醫療衛生設施，開展群眾性的衛生活動，保護人民健康。
國家發展體育事業，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增強人民體質。
第二十二條 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
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
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
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
第二十三條 國家培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各種專業人才，擴大知識
份子的隊伍，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
用。
第二十四條 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
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範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
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國家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
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
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
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二十五條 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
計畫相適應。
第二十六條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
他公害。
國家組織和鼓勵植樹造林，保護林木。
第二十七條 一切國家機關實行精簡的原則，實行工作責任制，實
行工作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制度，不斷提高工作品質和工作效率，反對官
僚主義。
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
民的密切聯繫，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
服務。
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
第二十八條 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
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
第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
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
業，努力為人民服務。
國家加強武裝力量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建設，增強國防力
量。
第三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分如下：
（一）全國分為省、自治區、直轄市；
（二）省、自治區分為自治州、縣、自治縣、市；
（三）縣、自治縣分為鄉、民族鄉、鎮。
直轄市和較大的市分為區、縣。自治州分為縣、自治縣、市。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十一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
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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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合法權利
和利益，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受
庇護的權利。

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第三十三條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
定的義務。
第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
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
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
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
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
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
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第三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
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
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第三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
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
第三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
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第四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
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
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
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
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
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
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
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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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
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
條件，並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
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
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
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
務勞動。
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
第四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
國家發展勞動者休息和休養的設施，規定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
度。
第四十四條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
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障。
第四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
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
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
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
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
和教育。
第四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
第四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
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國家對於從事教育、科學、技術、文學、藝術
和其他文化事業的公民的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給以鼓勵和幫助。
第四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
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培養和選拔婦女
幹部。
第四十九條 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
務。
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
第五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華僑的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保護歸
僑和僑眷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第五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
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
結的義務。
第五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
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
第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的義務，不得有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第五十五條 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公民的
神聖職責。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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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第五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

第三章
第一節

國家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第五十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
使國家立法權。
第五十九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
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
持。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法律規定。
第六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期屆滿的兩個月以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如果遇到不能進行
選舉的非常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全體組成人員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可以推遲選舉，延長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
任期。在非常情況結束後一年內，必須完成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的選舉。
第六十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召集。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
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可以臨時召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會議的時候，選舉主席團主持會議。
第六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修改憲法；
（二）監督憲法的實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
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
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六）選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
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七）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八）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九）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十）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和計畫執行情況的報
告；
（十一）審查和批准國家的預算和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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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
定；
（十三）批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建置；
（十四）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十五）決定戰爭和和平的問題；
（十六）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他職權。
第六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
任、審計長、秘書長；
（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
（四）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
（五）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六）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第六十四條 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五
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
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
法律和其他議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第六十五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委員長，
副委員長若干人，
秘書長，
委員若干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中，應當有適當名額的少數
民族代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有權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組成人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
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第六十六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它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常
務委員會為止。
委員長、副委員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第六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
他法律；
（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
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四）解釋法律；
（五）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計畫、國家預算在執行過程中所必須作的部分調整方案；
（六）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七）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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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
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
（九）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
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十）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
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十一）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副
主任、委員；
（十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提請，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長、審判員、審判委員會委員和軍事法院院長；
（十三）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提請，任免最高人民檢察院
副檢察長、檢察員、檢察委員會委員和軍事檢察院檢察長，並且批准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任免；
（十四）決定駐外全權代表的任免；
（十五）決定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的批准和廢除；
（十六）規定軍人和外交人員的銜級制度和其他專門銜級制度；
（十七）規定和決定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
（十八）決定特赦；
（十九）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如果遇到國家遭受武裝侵
犯或者必須履行國際間共同防止侵略的條約的情況，決定戰爭狀態的宣
佈；
（二十）決定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
（二十一）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
（二十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六十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副
委員長、秘書長協助委員長工作。
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組成委員長會議，處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重要日常工作。
第六十九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
責並報告工作。
第七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民族委員會、憲法和法律委員
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
員會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
專門委員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領導。
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訂有關議案。
第七十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
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組織關於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並且根據調查委
員會的報告，作出相應的決議。
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的時候，一切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
民都有義務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組成人員，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分別提出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職權範圍內的議案。
第七十三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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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在常務委員會開會期間，有
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提出對國務院或者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的質詢
案。受質詢的機關必須負責答覆。
第七十四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主席團許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
第七十五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
上的發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必須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
保守國家秘密，並且在自己參加的生產、工作和社會活動中，協助憲法
和法律的實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應當同原選舉單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繫，
聽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
第七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
單位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式罷免本單位選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組織和工作程式由法律規定。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第七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
舉。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四十五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以
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
期相同。
第八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佈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
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
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佈特赦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宣佈戰爭狀態，
發佈動員令。
第八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
活動，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
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第八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受主席的委託，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
第八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職為止。
第八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
的職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補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時候，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補選；在補選以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
席職位。

第三節
第八十五條

國

務 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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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
第八十六條 國務院由下列人員組成：
總理，
副總理若干人，
國務委員若干人，
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
審計長，
秘書長。
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各部、各委員會實行部長、主任負責制。
國務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第八十七條 國務院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第八十八條 總理領導國務院的工作。副總理、國務委員協助總理
工作。
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秘書長組成國務院常務會議。
總理召集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全體會議。
第八十九條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
（一）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佈決定
和命令；
（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
議案；
（三）規定各部和各委員會的任務和職責，統一領導各部和各委員
會的工作，並且領導不屬於各部和各委員會的全國性的行政工作；
（四）統一領導全國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規定中央和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國家行政機關的職權的具體劃分；
（五）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和國家預算；
（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七）領導和管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工
作；
（八）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九）管理對外事務，同外國締結條約和協定；
（十）領導和管理國防建設事業；
（十一）領導和管理民族事務，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權利；
（十二）保護華僑的正當的權利和利益，保護歸僑和僑眷的合法的
權利和利益；
（十三）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佈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
和規章；
（十四）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
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區域劃分，批准自治州、縣、
自治縣、市的建置和區域劃分；
（十六）依照法律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
進入緊急狀態；
（十七）審定行政機構的編制，依照法律規定任免、培訓、考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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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行政人員；
（十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的
其他職權。
第九十條 國務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負責本部門的工作；召
集和主持部務會議或者委員會會議、委務會議，討論決定本部門工作的
重大問題。
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
部門的許可權內，發佈命令、指示和規章。
第九十一條 國務院設立審計機關，對國務院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
府的財政收支，對國家的財政金融機構和企業事業組織的財務收支，進
行審計監督。
審計機關在國務院總理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計監督
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條 國務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在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
作。

第四節

中央軍事委員會

第九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
中央軍事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
中央軍事委員會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條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

第五節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條 省、直轄市、縣、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設立
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設立自治機關。自治機關的組織和工作根
據憲法第三章第五節、第六節規定的基本原則由法律規定。
第九十六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第九十七條 省、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下一級
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法律規定。
第九十八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
法律、行政法規的遵守和執行；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通過和發佈決
議，審查和決定地方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公共事業建設的計畫。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批准本行政區域內的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預算以及它們的執行情況的報告；有權改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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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
民族鄉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採取適合民族特
點的具體措施。
第一百條 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
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
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
法律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
准後施行。
第一百零一條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分別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
人民政府的省長和副省長、市長和副市長、縣長和副縣長、區長和副區
長、鄉長和副鄉長、鎮長和副鎮長。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員
會主任、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選出或者罷免人
民檢察院檢察長，須報上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批准。
第一百零二條 省、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
舉單位的監督；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受選民的監督。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
程式罷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主
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員若干人組成，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
工作。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有權罷免本級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第一百零四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
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
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
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依照法律規
定的許可權決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任免；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
間，罷免和補選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個別代表。
第一百零五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
機關，是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實行省長、市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負責
制。
第一百零六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
屆任期相同。
第一百零七條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
權，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
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計劃生育等
行政工作，發佈決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
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執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上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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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政機關的決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行政工作。
省、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決定鄉、民族鄉、鎮的建置和區域劃分。
第一百零八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領導所屬各工作部門
和下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所屬各工作部門和下級人民
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
第一百零九條 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立審計機關。地方
各級審計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計監督權，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上
一級審計機關負責。
第一百一十條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
工作。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
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全國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
院。
第一百一十一條 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
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
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
相互關係由法律規定。
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
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
社會治安，並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第六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第一百一十二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區、自治州、自
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條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中，除
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區域內的民族也應當
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應當有實行
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條 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
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
第一百一十五條 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憲法第
三章第五節規定的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同時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
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行使自治權，根據本地方實際情況貫徹執行
國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
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區的自治
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
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或者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一百一十七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有管理地方財政的自治
權。凡是依照國家財政體制屬於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都應當由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國家計畫的指導下，
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經濟建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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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民族自治地方開發資源、建設企業的時候，應當照顧民族自
治地方的利益。
第一百一十九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
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保護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遺產，發展
和繁榮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和當
地的實際需要，經國務院批准，可以組織本地方維護社會治安的公安部
隊。
第一百二十一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的時候，依
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
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條 國家從財政、物資、技術等方面説明各少數民族
加速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
國家幫助民族自治地方從當地民族中大量培養各級幹部、各種專業
人才和技術工人。

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第一百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
關。
第一百二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
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國家
監察委員會主任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二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
關。
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
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
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
第一百二十七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
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第八節

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第一百二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
第一百二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
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
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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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三十條 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
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第一百三十一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
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條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
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第一百三十三條 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
責。
第一百三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
關。
第一百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
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
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人民檢察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三十六條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
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七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
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
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第一百三十八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
關和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
第一百三十九條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
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
人，應當為他們翻譯。
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
言進行審理；起訴書、判決書、佈告和其他文書應當根據實際需要使用
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文字。
第一百四十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
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第四章

國旗、國歌、國徽、首都

第一百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五星紅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第一百四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
門，周圍是穀穗和齒輪。
第一百四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803/e87e5cd7c1ce46ef866f4ec8e2d709e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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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88 年 4 月 12 日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公告
第八號公佈施行）
第一條 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
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
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第二條 憲法第十條第四款“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出
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修改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
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
規定轉讓。”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312/efe757d5de47427cab17183bd400e7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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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93 年 3 月 29 日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９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９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第八號公
佈施行）
第三條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後兩句：“今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
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
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
家。”修改為：“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
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
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
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四條 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第五條 憲法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
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修改為：“國有
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
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六條 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
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
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
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修改為：“農村
中的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
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
業和飼養自留畜。”
第七條 憲法第十五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
濟。國家通過經濟計畫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
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
國家經濟計畫。”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
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
序。”
第八條

憲法第十六條：“國營企業在服從國家的統一領導和全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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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國家計畫的前提下，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國
營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
修改為：“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國有企業依照
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
第九條 憲法第十七條：“集體經濟組織在接受國家計畫指導和遵守
有關法律的前提下，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集體經濟組織依照
法律規定實行民主管理，由它的全體勞動者選舉和罷免管理人員，決定
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修改為：“集體經濟組織在遵守有關法律的前提
下，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集體經濟組織實行民主管理，依照
法律規定選舉和罷免管理人員，決定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
第十條 憲法第四十二條第三款：“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
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
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範和
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修改為：“勞動是一切有勞動
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
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
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
第十一條 憲法第九十八條：“省、直轄市、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
會每屆任期五年。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
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修改為：“省、直轄市、縣、市、市轄區的人民代
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312/4b9562e4e4af4855a1aaa97d9ec3e8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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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1999 年 3 月 15 日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佈施
行）
第十二條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
會主義事業的成就，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
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
而取得的。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建
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
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
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
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中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
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
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集中力
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
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
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
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
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十三條 憲法第五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第十四條 憲法第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
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
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
原則。”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
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
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
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第十五條 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農村中的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
制和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
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
定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修改為：“農
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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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
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
律規定的範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
第十六條 憲法第十一條：“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
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
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國家允許私
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記憶體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
引導、監督和管理。”修改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
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
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
引導、監督和管理。”
第十七條 憲法第二十八條：“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
反革命的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
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修改為：“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
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
其他犯罪的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312/4303369dc8734ab7ac537a60b5a1a168.s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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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2004 年 3 月 14 日
（2004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2004
年 3 月 1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佈施行）
第十八條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
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
路”修改為“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
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之後增加“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
展”。這一自然段相應地修改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
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
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
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
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
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
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
義國家。”
第十九條 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
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
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
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修
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
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
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
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
第二十條 憲法第十條第三款“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
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用。”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第二十一條 憲法第十一條第二款“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
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
理。”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
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有制
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第二十二條 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
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
繼承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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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第二十三條 憲法第十四條增加一款，作為第四款：“國家建立健全
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二十四條 憲法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國家尊重和
保障人權。”第三款相應地改為第四款。
第二十五條 憲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
區、直轄市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
表。”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
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
第二十六條 憲法第六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職權第
二十項“（二十）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修改為
“（二十）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
第二十七條 憲法第八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佈法律，任免國
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
書長，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佈特赦令，發佈戒嚴令，宣佈戰
爭狀態，發佈動員令。”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佈法律，任免國
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
書長，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佈特赦令，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
第二十八條 憲法第八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
和國，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
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修改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接受外
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
權代表，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
第二十九條 憲法第八十九條國務院職權第十六項“（十六）決定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的戒嚴”修改為“（十六）依照法律
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第三十條 憲法第九十八條“省、直轄市、縣、市、市轄區的人民代
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
修改為：“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
第三十一條 憲法第四章章名“國旗、國徽、首都”修改為“國旗、國
歌、國徽、首都”。憲法第一百三十六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312/674d57118fd74cecb7e0cba58a6d7cc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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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2018 年 3 月 11 日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第三十二條 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
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修改為“健
全社會主義法治”；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前增寫“貫徹新發展理念”；
“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
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修改為“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自然段相應
修改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
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
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
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
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
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
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
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
法治，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
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
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三十三條 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修
改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
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修改為“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
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一自然段相應修改為：“社
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
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
繼續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
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後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
外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
鬥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第三十四條 憲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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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修改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
會主義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第三十五條 憲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是同
世界人民的支援分不開的”修改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
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
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
原則”後增加“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
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的交流”修改為“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
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自然段相應修改為：“中國革
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同
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
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反
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
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
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第三十六條 憲法第一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根本制度。”後增寫一句，內容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最本質的特徵。”
第三十七條 憲法第三條第三款“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修改為：“國家行政機
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
責，受它監督。”
第三十八條 憲法第四條第一款中“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
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修改為：“國家
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
助和諧關係。”
第三十九條 憲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
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修改為“國家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這一
款相應修改為：“國家宣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
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
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
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四十條 憲法第二十七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國家工作人員
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
第四十一條 憲法第六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中增
加一項，作為第七項“（七）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第七項至第十五
項相應改為第八項至第十六項。
第四十二條 憲法第六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
中增加一項，作為第四項“（四）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第四項、第五項
相應改為第五項、第六項。
第四十三條 憲法第六十五條第四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改
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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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第四十四條 憲法第六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
列職權”中第六項“（六）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修改為“（六）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國
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增加一項，作
為第十一項“（十一）根據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十一項至第二十一項相應改為第十二項至第二十
二項。
憲法第七十條第一款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民族委員會、法律委
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
委員會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專門委員會。”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
民族委員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
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和其他需要設立的專門委員會。”
第四十五條 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
屆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條 憲法第八十九條“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中第六項
“（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修改為“（六）領導和管理經濟
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第八項“（八）領導和管理民政、公
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修改為“（八）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
行政等工作”。
第四十七條 憲法第一百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設區的市的人
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
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制定地方
性法規，報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
第四十八條 憲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中“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
監察委員會主任、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第四十九條 憲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三款“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
機關的職務。”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
務。”
第五十條 憲法第一百零四條中“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
民檢察院的工作”修改為“監督本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
民檢察院的工作”。這一條相應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監督本
級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撤銷本級人
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
議；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決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任免；在本級人民
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罷免和補選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個別代表。”
第五十一條 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款“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
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
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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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佈決定和命令，任免、培
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修改為：“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
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
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
行政、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佈決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
懲行政工作人員。”
第五十二條 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中增加一節，作為第七節“監察
委員會”；增加五條，分別作為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內容
如下：
第七節 監察委員會
第一百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
關。
第一百二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
監察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員若干人。
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國家
監察委員會主任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監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
第一百二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最高監察機
關。
國家監察委員會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上級監察委員會
領導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條 國家監察委員會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
關和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
第一百二十七條 監察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
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
第七節相應改為第八節，第一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相應改
為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四十三條。
http://www.npc.gov.cn/npc/c505/201803/3bd1311cf0944324b6f3a2bfd8c8cb84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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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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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
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保證國家和
社會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前提和
基礎，是中國發展進步的制度保障。
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
專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人民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６０
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制定
憲法和法律，經過各方面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２０１０年底，
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
要、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意志，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
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
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本色的
法制根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實踐的法制體現，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
制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的偉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適應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而逐步形成的。
建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著組建和鞏固新生政權、恢復
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艱巨任務。根據政權
建設的需要，從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召開前，中國頒佈實施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共同綱領》，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工會法、婚姻法、土
地改革法、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最高人民檢察署暫行組織條
例、懲治反革命條例、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懲治貪污條
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及有關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的組織、民族區域自治和公私企業管
理、勞動保護等一系列法律、法令，開啟了新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
歷史進程。
１９５４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
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立了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確立了人
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同時
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
院組織法，確立了國家生活的基本原則。１９５６年，中國共產黨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制
定完備的法律”。此後至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立法
機關共制定法律、法令１３０多部。這個時期的民主法制建設，為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供了寶貴經驗。“文化大革命”
期間，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立法工作幾乎陷於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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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１９７８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總結建國以來正
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
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並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
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次會議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民主法制建設的歷史新時期。這個時期立法工作的重點是，恢復和
重建國家秩序，實行和推進改革開放。１９７９年，第五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若干規定的決議，規定縣和
縣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將縣級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改為由選民直接選舉等，同時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
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７部法律，拉開了新時期中國大
規模立法工作的序幕。
１９８２年，適應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
發生的巨大變化，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
憲法，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務和國家生活的基本原則，
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保障，標誌著
中國民主法制建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
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中國先後於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
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對憲法的部分內容進行修改，確認了非公有制
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尊重和保障
人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以及“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等內容寫入憲
法，推動了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和進步。
這個時期，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改革開放的需要，制定了
民法通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
業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經濟合同法、企業破產法等法
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強民族團結，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維護
公民合法權益，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刑事
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
生態環境，制定了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促進教育和文化事業發展，制定了義務教育法、文物保護法
等法律。這個時期立法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律體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１９９２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出了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戰略決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範和保障。中國立法機關
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加快經濟立法，在規範市
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促進對外開放等方面，制
定了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商業銀行法、鄉鎮企業法、反不正當競
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品質法、拍賣法、擔保法、海商
法、保險法、票據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廣告法、註冊會計師
法、仲裁法、審計法、預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外貿易法、勞
動法等法律。為完善刑事法律，修訂刑法，形成了一部統一的、比
較完備的刑法；修改刑事訴訟法，完善了刑事訴訟程式；為規範和
監督權力的行使，制定了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法官法、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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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法、律師法等法律；為進一步加強對環境和資源的保護，制定了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修改了礦產資源法等法律。
１９９７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對外開
放水準的不斷提高、民主法制建設的深入推進和各項事業的全面發
展，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中國共產黨第
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２１世紀第一個十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的遠景目標，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
本方略，明確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按照這一目標要求，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適應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中國繼續抓緊開展經濟領域立法，制定
了證券法、合同法、招標投標法、信託法、個人獨資企業法、農村
土地承包法、政府採購法等法律，修改了對外貿易法、中外合資經
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專利法、商標法、
著作權法等法律；為規範國家立法活動，健全立法制度，制定了立
法法，把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立法原則、立法體制、立法權限、立
法程式以及法律解釋、法律適用和備案等制度系統化、法律化；為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保護生態環境、發展社會
事業，制定了行政覆議法、高等教育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修
改了工會法、文物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藥品管理法等法律；
為保證法律有效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還對刑法、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等法律的有關規定作出法律解釋。經過這個階段的努力，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
進入新世紀，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
會確定的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
小康社會這一目標，為了使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
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
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中國立法機關進一步加強立法工
作，不斷提高立法品質。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國家和
平統一，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定了
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等
法律；為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保障和促進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制定了物權法、侵權責任法、企業破產
法、反壟斷法、反洗錢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企業國有資
產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法律；為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和改
善民生，制定了社會保險法、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人民調解
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為節約資源，保護
環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
迴圈經濟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此外，還制定和修改了
一批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的法律。
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各項法律相適應，根據憲法和法律
規定的立法權限，國務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還制定了大量行政
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為促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推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維護國家法制統一，促進法律體系科學和諧統一，中國各
級立法機關先後多次開展法律法規清理工作。２００９年以來，全
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集中開展了對法律法
規的全面清理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廢止了８部法律和有關法律問
題的決定，對５９部法律作出修改；國務院廢止了７部行政法規，
對１０７部行政法規作出修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廢止地方性
法規４５５部，修改地方性法規１４１７部，基本解決了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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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明顯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等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中國的立法工作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制定現行
憲法和有效法律共２４０部、行政法規７０６部、地方性法規８６
００多部，涵蓋社會關係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
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
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
幹，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
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等
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層次
憲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
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居於統帥地位，是國家長治久
安、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根本保障。在中國，各族人
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
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
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中國現行憲法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需要的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它是經過全民討論，於１９８
２年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先後通過了４個憲法修正案，對憲法的部分內容作了
修改。中國憲法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確立了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地位，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
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
度的政體，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
利和自由，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
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
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中國現行憲法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
代化建設事業的推進而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及時將實踐證明是成
熟的重要經驗、原則和制度寫入憲法，充分體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
突出成果，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成就，體現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不斷發展，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國憲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都必須以憲法為依
據，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不得與憲法相抵觸。
法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主幹。中國憲法規定，全
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
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主幹，解決的是國家發展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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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根本性、全域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是國家法制的基礎，
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與法律相抵觸。
立法法規定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屬立法權。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可以
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
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立法法還規定，對國家主權的事項，國家
機構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
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基本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訴
訟和仲裁制度等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確立了國家經濟建設、政治
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各個方面重要的基本
的法律制度，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主幹，也為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行政法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務
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這是國務院履行憲法和法律賦
予的職責的重要形式。行政法規可以就執行法律的規定和履行國務
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作出規定，同時對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
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可以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
定先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具有
重要地位，是將法律規定的相關制度具體化，是對法律的細化和補
充。
國務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政管理的實際需要，按照法定許
可權和法定程式制定了大量行政法規，包括行政管理的各個領域，
涉及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事務等各個方面，對於實施憲法
和法律，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全面
協調可持續發展，推進各級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發揮了重要作用。
地方性法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又一重要組成部
分。根據憲法和法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
常委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這是人民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促
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形式。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
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
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
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
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
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
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
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不得違背法律和行政法
規的基本原則，不得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以及其他法
律、行政法規專門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
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
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
批准後生效。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定，可以根據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
需要，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制定法
規，在經濟特區範圍內實施。地方性法規可以就執行法律、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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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的規定和屬於地方性事務的事項作出規定，同時除只能由全國人
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外，對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
者行政法規的，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地方性法規在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同樣具有重要地位，是對法律、行政法規的細化
和補充，是國家立法的延伸和完善，為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經驗。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積極行使地方立法職權，從地方經濟社會
發展實際出發，制定了大量地方性法規，對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
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的有效實施，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部門
憲法相關法。憲法相關法是與憲法相配套、直接保障憲法實施
和國家政權運作等方面的法律規範，調整國家政治關係，主要包括
國家機構的產生、組織、職權和基本工作原則方面的法律，民族區
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維
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國家標誌象徵方面的法律，保
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方面的法律。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
制定憲法相關法方面的法律３８部和一批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中國制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等法律，建
立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構領導人員選舉制度，為保證人民
當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障，為國家機構的產生提供了合法基礎；制
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法律，建立了有關國家機構的組織、職權和許
可權等方面的制度；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實現國家統
一，制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建立
了特別行政區制度，保持了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和穩定；制定了
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建立了城鄉基層群眾自治
制度。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
督的權利，對基層組織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民主自治，這成
為中國最直接、最廣泛的民主實踐。制定了締結條約程式法、領海
及毗連區法、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反分裂國家法和國旗法、國
徽法等法律，建立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法律制度，捍衛了
國家的根本利益；制定了集會遊行示威法、國家賠償法等法律以及
民族、宗教、信訪、出版、社團登記方面的行政法規，保障了公民
基本政治權利。
中國充分保障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實行普遍、平
等、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以及差額選舉的原則。中國憲法規
定，年滿１８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
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剝奪政
治權利的人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保障公民的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根據國情和實際，中國不斷修改完善選舉制度，逐步實現
了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並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
方面都有適當數量的代表，實現了城鄉居民選舉權的完全平等。
中國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充分尊
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依法保障各少數
民族的合法權益。目前，依據憲法和法律，中國共建立了１５５個
民族自治地方，包括５個自治區、３０個自治州、１２０個自治縣
（旗）
。此外，還建立了１１００多個民族鄉。根據憲法和民族區域
自治法的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擁有廣泛的自治權。一是自主管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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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本地區的內部事務。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中，都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
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全部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
民擔任。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並可以依照當
地民族的特點，依法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截至
２０１１年８月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現行有效的自治條例和單
行條例７８０多部。三是使用和發展本民族語言文字。中國５５個
少數民族中，５３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共使用７２種語言；２９
個少數民族有本民族的文字。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確立的民
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發展要求，保
障各少數民族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務，民主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
管理，平等享有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權利，維護了平等、團
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
中國尊重和保障人權。中國憲法全面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
自由，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法規，建立了較為完備的保障
人權的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公民的人身
權、財產權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
示威自由以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
利得到切實維護。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國
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務院還頒佈了宗
教事務條例。目前，中國共有各種宗教信徒一億多人，公民的宗教
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國憲法還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
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
權利。中國制定了國家賠償法，建立國家賠償制度，有效保障公
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民法商法。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
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係和人身關係的法律規範，遵循民事主體地位
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商法調整商事主體
之間的商事關係，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則，同時秉承保障商事交易自
由、等價有償、便捷安全等原則。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
制定民法商法方面的法律３３部和一大批規範商事活動的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
中國制定了民法通則，對民事商事活動應當遵循的基本規則作
出規定，明確了民法的調整物件、基本原則以及民事主體、民事行
為、民事權利和民事責任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陸續制
定了合同法、物權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債權制
度和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的物權制度；制定了侵權責
任法，完善了侵權責任制度；制定了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法
律，建立和完善了婚姻家庭制度；制定了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
法，健全了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制度；制定了公司法、合夥企業
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投資基金法、農民專業合
作社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商事主體制度；制定了證券法、海商
法、票據法、保險法等法律，建立健全了商事行為制度，中國的海
上貿易、票據、保險、證券等市場經濟活動制度逐步建立並迅速發
展。
中國高度重視保護智慧財產權，頒佈實施了專利法、商標法、
著作權法和電腦軟體保護條例、積體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著作
權集體管理條例、資訊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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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智慧財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特殊標誌管理條例、奧林匹克標誌
保護條例等以保護智慧財產權為主要內容的一大批法律法規。１９
８２年制定的商標法是中國開始系統建立現代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
的重要標誌，為進一步提高中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水準，並適應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需要，中國不斷健全智慧財產權法律制度，先後
多次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在立法原
則、權利內容、保護標準、法律救濟手段等方面，更加突出對促進
科技進步與創新的法律保護。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國累計授予各
類專利３８９萬多件；有效注冊商標達４６０萬多件，其中來自１
７７個國家和地區的注冊商標有６７萬多件。據不完全統計，２０
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各級版權行政管理部門共收繳侵權盜版複製
品７．０７億件，行政處罰案件９３０００多起，移送司法機關的
案件２５００多件。
為推進改革開放，擴大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中國制定了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對外國
投資者在中國的投資條件、程式、經營、監督、管理和合法權益的
保障等作出規定，確定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資應當尊重中國國家
主權的原則，以及中國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平等互利、給予優
惠、遵循國際通行規則等原則，為外國投資者在中國進行投資創造
了良好的環境。為更好地體現平等互利和遵循國際通行規則，中國
多次對這三部法律進行修改完善，充分保障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
資、開展經貿活動的合法權益。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國共批准設
立外商投資企業７１０７４７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１１０７８．
５８億美元，充分表明中國保護外國投資者的法律制度日益完善。
行政法。行政法是關於行政權的授予、行政權的行使以及對行
政權的監督的法律規範，調整的是行政機關與行政管理相對人之間
因行政管理活動發生的關係，遵循職權法定、程式法定、公正公
開、有效監督等原則，既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又注重保障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制
定行政法方面的法律７９部和一大批規範行政權力的行政法規、地
方性法規。
中國十分重視對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規範，依法加強對行政權
力行使的監督，確保行政機關依法正確行使權力。中國制定了行政
處罰法，確立了處罰法定、公正公開、過罰相當、處罰與教育相結
合等基本原則，規範了行政處罰的設定權，規定了較為完備的行政
處罰決定和執行程式，建立了行政處罰聽證制度，行政機關在作出
對當事人的生產生活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行政處罰決定前，賦予當
事人要求聽證的權利。制定了行政覆議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內部自
我糾正錯誤的機制，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提供救濟。
依據這部法律，平均每年通過行政覆議處理行政爭議８萬多件。制
定了行政許可法，規定了行政許可的設定、實施機關和實施程式，
規範了行政許可制度，並為減少行政許可，明確了可以設定行政許
可的事項，同時規定，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
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和仲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
行政機關採用事後監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夠解決的情形下，不
設行政許可。為了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一次會議一次通過９個法律修正案，取消１１項行政許可；國務院
先後撤銷了中央一級的許可事項１７４９項、改變管理方式１２１
項、下放管理層級４６項。制定了行政強制法，明確了設定和實施
行政強制的原則，規範了行政強制的種類、設定許可權、實施主體
和實施程式，為保證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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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
中國重視保護人類賴以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制定了環
境保護法，確立了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基本
方針，規定了各級政府、一切單位和個人保護環境的權利和義務。
為預防建設專案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制定了環境影響評價法。針
對特定環境保護物件，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海洋環境保護、大氣污
染防治、環境雜訊污染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放射性污染
防治等法律。國務院制定了建設專案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危險化學
品安全管理條例、排汙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危險廢物經營授權管
理辦法等行政法規。地方人大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了一大
批環境保護方面的地方性法規。中國已經建立了國家環境保護標準
體系，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共頒佈１３００余項國家環境保護標
準。中國還不斷加強環境領域行政執法，近５年來，共依法查處環
境違法企業８萬多家（次）
，取締關閉違法排汙企業７２９３家。
中國還制定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
法、教師法和幼稚園管理條例、教師資格條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了國民教育制度；制定了藥品管理法、母嬰
保健法、獻血法、傳染病防治法、體育法、國境衛生檢疫法、食品
安全法和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中醫藥條例、反興奮劑條例等法
律法規，建立健全了保障公民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的醫藥衛生制
度；制定了居民身份證法、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槍支管理法、消
防法、禁毒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和看守所條例、
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等法律法
規，建立健全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促進社會和諧、保障公共安
全的制度；制定了公務員法、人民警察法、駐外外交人員法和行政
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了國家公務員制度；制
定了國防動員法、軍事設施保護法、人民防空法、兵役法、國防教
育法和徵兵工作條例、民兵工作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了國防
和軍隊建設制度；制定了科學技術進步法、科學技術普及法、文物
保護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古生物化石保護條例、長城保護條
例、電影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了促進科技進步、保護和
繁榮文化的制度。
經濟法。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對經濟活動
實行干預、管理或者調控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關係的法律規範。經濟
法為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適度干預和宏觀調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
框架，防止市場經濟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所導致的弊端。截至２０１
１年８月底，中國已制定經濟法方面的法律６０部和一大批相關行
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中國制定了預算法、價格法、中國人民銀行法等法律，對經濟
活動實施宏觀調控和管理；制定了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
車船稅法、稅收徵收管理法等法律，以及增值稅暫行條例、營業稅
暫行條例、城市維護建設稅暫行條例等行政法規，不斷健全稅收制
度；制定了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反洗錢法等法律，對金融行業的安
全運行實施監督管理；制定了農業法、種子法、農產品品質安全法
等法律，保障農業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制定了鐵路法、公路法、
民用航空法、電力法等法律，對重要行業實施監督管理和產業促
進；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法、礦產資源法等法律，規範
重要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制定了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
法、迴圈經濟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法律，促進能源的有效利
用和可再生能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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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重視通過法律保障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有序競爭。反不
正當競爭法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制定的一部重要
法律，借鑒國際經驗，規定禁止仿冒、商業賄賂、虛假宣傳、侵犯
商業秘密、不正當有獎銷售、詆毀競爭對手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維
護經營者公平競爭的權益。價格法規定國家實行並逐步完善宏觀調
控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實行市場調節
價，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反壟斷法對
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的經營者集中等壟
斷行為作了禁止性規定。中國依法對財稅、金融、外匯、投資等體
制進行改革，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中國經濟
的市場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國積極履行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承擔的義務，不斷完善對
外貿易法律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對外貿易體
制，規範了對外貿易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健全了貨物進出口、技
術進出口和國際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貿
易調查制度和對外貿易促進體制，並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完善了
貿易救濟制度以及海關監管和進出口商品檢驗檢疫制度，確立了統
一、透明的對外貿易制度。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進出口總額在
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２０１０年中國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
重達１０．４％。
社會法。社會法是調整勞動關係、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特殊
群體權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規範，遵循公平和諧和國家適度干預原
則，通過國家和社會積極履行責任，對勞動者、失業者、喪失勞動
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扶助的特殊人群的權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維
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制定
社會法方面的法律１８件和一大批規範勞動關係和社會保障的行政
法規、地方性法規。
中國制定了勞動法，將勞動關係以及與勞動關係密切聯繫的勞
動保護、勞動安全衛生、職業培訓以及勞動爭議、勞動監察等關係
納入調整範圍，確立了中國的基本勞動制度；制定了礦山安全法、
職業病防治法、安全生產法等法律，對安全生產、職業病預防等事
項作了規定，加強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制定了勞動合同法、就
業促進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建立健全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的勞動合同、促進就業和解決勞動爭議的制度；制定了紅十字會
法、公益事業捐贈法和基金會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了促
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和管理的制度；制定了工會法，並先後兩次進
行修訂，確定了工會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明確
了工會的權利和義務，對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發揮了積
極作用。
中國重視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制定了社會保險法，確立了覆蓋
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險體系，建立了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
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五項保險制度，保障公民在年
老、患病、工傷、失業、生育等情況下，能夠獲得必要的物質幫助
和生活保障；明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逐步實行全國統籌，其他社會
保險基金逐步實行省級統籌；規定了勞動者在不同統籌地區就業社
會保險關係轉移接續制度。國務院還制定了失業保險條例、工傷保
險條例和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等行政
法規，並決定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對
推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確
立，為中國政府依法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構建
291

和諧社會，提供了法制保障。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覆蓋面越來越
大，逐步從國有企業擴大到各類社會經濟組織，從單位職工擴大到
靈活就業人員和居民，從城鎮擴大到農村。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城
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覆蓋２．５７億人，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約
１．７倍；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覆蓋了１．０３億人；城鄉基本
醫療保險覆蓋１２．６億人，是２００２年的１３倍；工傷保險參
保１．６１億人；失業保險、生育保險覆蓋面也迅速擴大。國務院
還制定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法律援助條
例、自然災害救助條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等行政法規，
並決定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國覆蓋城鄉的社會救助體系
已基本建立。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國共有７７００萬困難群眾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中國社會保障的水準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切
實共用發展成果。
中國重視保障特殊群體的權益，制定了殘疾人保障法、未成年
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預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等法律，在保護特殊群體權益方面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制
度，對於保護特殊群體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發揮了重要
作用。
刑法。刑法是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規範。它通過規範國家的
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保障國
家安全。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底，中國已制定一部統一的刑法、８
個刑法修正案以及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
決定，並通過了９個有關刑法規定的法律解釋。
中國刑法確立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適應等
基本原則。中國刑法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
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
的特權；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
相適應。中國刑法規定了犯罪的概念；規定了刑罰的種類，包括管
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五種主刑以及罰金、剝奪政
治權利、沒收財產三種附加刑，並對刑罰的具體運用作出了規定；
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
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
責罪等十類犯罪行為及其刑事責任。
中國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實際，適時對刑法進行修改和解
釋，不斷完善刑事法律制度。２０１１年２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
（八）對刑法作了比較重大的修改，取消了１３個經濟性非暴力犯
罪的死刑，占中國刑法死刑罪名的１９．１％；完善了對未成年人
和年滿７５周歲的老年人從寬處理以及非監禁刑執行方式的法律規
定；把不支付勞動報酬嚴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醉酒駕駛
機動車等危險駕駛行為，規定為犯罪；加大了對一些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生命健康等犯罪行為的懲處力度，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刑事法
律制度，加強了對人權的保護，體現了中國社會文明的發展和國家
民主法治的進步。
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是規範解決社會糾
紛的訴訟活動與非訴訟活動的法律規範。訴訟法律制度是規範國家
司法活動解決社會糾紛的法律規範，非訴訟程式法律制度是規範仲
裁機構或者人民調解組織解決社會糾紛的法律規範。截至２０１１
年８月底，中國已制定了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方面的法律１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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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定了刑事訴訟法，規定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
等，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人民法
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保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辯護，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
不得確定有罪等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和制度，並規定了管轄、回
避、辯護、證據、強制措施、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制度和程
式，有效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護了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
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中國制定了民事訴訟法，確立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根據
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公開審判、兩審終審等民事訴訟的基
本原則和制度，明確了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規範了
證據制度，規定了第一審普通程式、第二審程式、簡易程式、特別
程式、審判監督程式等民事審判程式，還對執行程式、強制執行措
施作了明確規定。
中國制定了行政訴訟法，確立了“民告官”的法律救濟制度。
行政訴訟法明確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
被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有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保障公民的合法權
益。行政訴訟法頒佈實施以來，平均每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０萬餘
件，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權益，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
中國制定了仲裁法，規範了國內仲裁與涉外仲裁機構的設立，
明確規定仲裁委員會獨立于行政機關，從機構設置上保證了仲裁委
員會的獨立性，明確將自願、仲裁獨立、一裁終局等原則作為仲裁
的基本原則，系統規定了仲裁程式。仲裁法頒佈實施以來，共仲裁
各類經濟糾紛５０多萬件，案件標的額達到人民幣７０００多億
元，對於公正、及時、有效地解決民事經濟糾紛，保護當事人的合
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穩定與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了積極作
用。
人民調解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紛爭的非訴訟
糾紛解決方式。中國憲法、民事訴訟法對人民調解的性質和基本原
則作了規定，國務院頒佈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工
作不斷發展。２００９年，人民調解組織調解民間糾紛７６７萬多
件，調解成功率在９６％以上。為進一步推動人民調解工作，完善
人民調解制度，中國制定了人民調解法，將人民調解工作長期積累
的好經驗、好做法制定為法律。目前，中國共有人民調解組織８２
萬多個，人民調解員４６７萬多人，形成了覆蓋廣大城鄉的人民調
解工作網路，為預防和減少民間糾紛、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
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國還制定了引渡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式法、勞動爭議
調解仲裁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健全
了訴訟與非訴訟程式法律制度。
上述法律部門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涵蓋了社會關係的各個方
面，把國家各項工作、社會各個方面納入了法治化軌道，為依法治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法律已經成為中國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的重要手段，也為中國
各級人民法院維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提供了重要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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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特徵
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具體國情和發展道路不同，社會制度、
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不同，決定了各國的法律體系必然具有不同特
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
放３０多年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驗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體現，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十分鮮明的特徵。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本質要求
一個國家法律體系的本質，由這個國家的法律確立的社會制度
的本質所決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
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實行公有制
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中
國的法律制度必然是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所構建的法律體系必然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法律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所包括的全部法律規範、所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有利於鞏固和發
展社會主義制度，充分體現了人民的共同意志，維護了人民的根本
利益，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制定哪些法律，具體法律制度的
內容如何規定，都堅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出發，從人
民群眾的根本意志和長遠利益出發，將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
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要求
中國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相互促進。一方面，形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內
在要求，是在深入總結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豐富實踐經驗基礎上
進行的。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為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環境，發揮了積極的規
範、引導、保障和促進作用。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妥
善處理了法律穩定性和改革變動性的關係，既反映和肯定了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做法，又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
展預留了空間。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了結構內在統一而又多
層次的國情要求
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如何構成，一般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法律傳
統、政治制度和立法體制等因素。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單一制國
家，由於歷史的原因，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與這一基本國
情相適應，中國憲法和法律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統一而又多層次
的立法體制，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內在統一而又
多層次的結構特徵，這既反映了法律體系自身的內在邏輯，也符合
中國國情和實際。與其相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以憲法
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
成。這些法律規範由不同立法主體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立法權限
制定，具有不同法律效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有機
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一個科學和諧的統一整體。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了繼承中國法制文化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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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傳統和借鑒人類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
各國的法律制度基於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情況不斷發
展，也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增強而相互溝通、交流、借鑒。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始終立足於中國國情，堅持將傳承
歷史傳統、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和進行制度創新有機結合起來。一方
面，注重繼承中國傳統法制文化優秀成分，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進行制度創新，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
合；另一方面，注意研究借鑒國外立法有益經驗，吸收國外法制文
明先進成果，但又不簡單照搬照抄，使法律制度既符合中國國情和
實際，又順應當代世界法制文明時代潮流。這個法律體系具有很強
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充分體現了它的獨特文化特徵。
（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體現了動態、開放、與時俱
進的發展要求
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通常是對這個國家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現狀
的反映。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法律體系需要不斷豐富、完善、創
新。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國家還處於體
制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不斷自我完善和發
展，這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必然具有穩定性與變動
性、階段性與連續性、現實性與前瞻性相統一的特點，決定了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必然是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而不是靜
止的、封閉的、固定的，必將伴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國家建
設的實踐而不斷發展完善。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過程中，中國立法機關堅持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始終圍繞國
家的工作重心，積極行使立法職權，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開
展立法工作，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成功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
的立法路子。
堅持有目標、按計劃、分階段積極推進。改革開放３０多年
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程
中，中國立法機關根據各階段中心工作，立足現實、突出重點、精
心組織，區別輕重緩急，制定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五年立法規劃
和年度立法工作計畫，抓緊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法律法規，積
極穩妥地推進立法工作，逐漸形成了有目標、按計劃、有重點、分
階段推進法律體系建設的方法，集中立法資源，突出立法重點，及
時滿足了改革開放快速推進的需要，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提供了有效路徑。
堅持多層次立法齊頭並進。適應中國的基本國情，根據憲法確
定的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主動性的原則，在維
護國家法制統一前提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國
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
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條
例和單行條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
國人大的授權決定制定在經濟特區範圍內實施的法規，逐漸形成了
多層次立法共同推進的立法工作格局，既大大加快了法律體系建設
的步伐，又充分照顧到了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為形成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供了可行的工作模式。
堅持綜合運用多種立法形式。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
系，是一項科學的系統工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立法機關根據經
295

濟社會發展需要，抓緊制定各方面迫切需要的法律規範，同時注重
對法律規範的修改和廢止，及時對法律規範進行解釋和清理，綜合
運用制定、修改、廢止、解釋等多種立法形式，全方位推進立法工
作。既促進了立法品質的不斷提高，保證了法律體系的科學和諧統
一，又為保障法律規範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基礎。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完善
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成就輝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法律體系任重道遠。在新的起點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
體系，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完善的內在要求，也是今
後立法工作面臨的重要任務。
中國已經確定了本世紀頭二十年發展的奮鬥目標，進入改革發
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國內外形勢的新情況新變化，
廣大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新課題新矛
盾，迫切需要法律制度建設予以回應和調整。實現科學發展，加快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迫切需要法律制度建
設予以推動和引導。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格局複雜化的客觀現
實，對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愈來愈高，通過立法調整社會利
益關係的難度愈來愈大。
適應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
略的要求，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將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
需要，緊緊圍繞實現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推動和諧社會建設，不斷健全各項法律制度，推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完善。
繼續加強經濟領域立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完
善民事商事法律制度；適應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要求，完善
預算管理、財政轉移支付、金融風險控制、稅收等方面的法律制
度，特別是加強稅收立法，適時將國務院根據授權制定的稅收方面
的行政法規制定為法律；完善規範國家管理和調控經濟活動、維護
國家經濟安全的法律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積極加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立法。適應積極穩妥推進政
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完善選舉、基層群眾自治、國家機構組織等方
面的法律制度；加強規範行政行為的程式立法，完善審計監督和行
政覆議等方面的法律制度；適應司法體制改革要求，修改刑事訴訟
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完善訴訟法律制度；完善國家機關
權力行使、懲治和預防腐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擴大社會主義民
主，加強對權力行使的規範和監督，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
度的完善和發展。
突出加強社會領域立法。堅持以人為本，圍繞保障和改善民
生，在促進社會事業、健全社會保障、創新社會管理等方面，逐步
完善勞動就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收入
分配、教育、醫療、住房以及社會組織等法律制度，不斷創新社會
管理體制機制，深入推進社會事業建設。
更加注重文化科技領域立法。適應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促進科
技進步的要求，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鼓勵文
化科技創新、保護智慧財產權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推動社會主義文
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創新型國家。
296

高度重視生態文明領域立法。適應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
會建設的要求，完善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法律制
度，從制度上積極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努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
與環境資源保護的矛盾，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在完善各項法律制度的同時，更加注重保障法律制度的有效實
施。建立健全工作機制，做好法律法規配套規定制定工作；完善法
律解釋機制的途徑和方法，建立法律解釋常態化機制，對需要進一
步明確法律規定的具體含義或者法律制定後出現新情況需要明確法
律適用依據的，及時作出法律解釋；健全備案審查機構，完善備案
審查機制，改進備案審查方式，加強對法規、規章、司法解釋等規
範性檔的備案審查；健全法律法規清理工作機制，逐步實現法律法
規清理工作常態化，確保法律體系內在科學和諧統一。
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著力提高立法品質。完善人大
代表參與立法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
完善法律案審議制度，建立健全科學民主的審議和表決機制；探索
公眾有序參與立法活動的途徑和形式，完善立法座談會、聽證會、
論證會和公佈法律法規草案徵求意見等制度，建立健全公眾意見表
達機制和採納公眾意見的回饋機制，使立法更加充分體現廣大人民
群眾的意願；建立健全立法前論證和立法後評估機制，不斷提高立
法的科學性、合理性，進一步增強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

結束語
社會實踐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提煉。社會
實踐永無止境，法律體系也要與時俱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
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同樣是一項
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必須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不斷
向前推進。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
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對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提出了更為突出、更加緊迫的要求。中國將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切
實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有效實施，加快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
法治國家的進程。

http://www.gov.cn/zhengce/2011-10/27/content_26157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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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2000 年 3 月 15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根據 2015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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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為了規範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品質，完
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
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
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
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
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
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
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
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
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
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
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
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範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第二章 法律
第一節 立法權限

第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
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
本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
本原則相抵觸。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
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十）訴訟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
事項。
第九條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
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
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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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範圍、期限以及被授
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
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
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第十一條授權立法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
立法事項的授權終止。
第十二條 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行使被授予的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
第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
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
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

第二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程式

第十四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法律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
第十五條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
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會
議議程。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十六條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常務委員會提出，經常務委員會會議依照本法第二
章第三節規定的有關程式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由
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
明。
常務委員會依照前款規定審議法律案，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徵求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意見，並將有關情況予以回饋；專門委員會和常務
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立法調研，可以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參加。
第十七條 常務委員會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的法律
案，應當在會議舉行的一個月前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
第十八條 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大會全體會議
聽取提案人的說明後，由各代表團進行審議。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根據代表團的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應當
派人介紹情況。
第十九條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有關的專門
委員會進行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意見，並印發會議。
第二十條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
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
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
應當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經主席團會議審議通過後，印發會
議。
第二十一條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必要時，主
席團常務主席可以召開各代表團團長會議，就法律案中的重大問題聽取
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和意見向主席團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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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團常務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專門性問題，召集代表
團推選的有關代表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的情況和意見向主席團報告。
第二十二條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決
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應當說明理由，經主席團同意，並向大會報
告，對該法律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二十三條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
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
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報
告；也可以授權常務委員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
案，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審議決定。
第二十四條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各代表團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
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
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第二十五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
以公佈。

第三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法程式

第二十六條 委員長會議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常務委
員會會議審議。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
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
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
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務委
員會提出。
第二十七條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務委員會
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或者先
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務
委員會會議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二十八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況外，應
當在會議舉行的七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
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列席會議。
第二十九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
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決。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一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的說
明，由分組會議進行初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二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
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彙報，由分組會議進一步審議。
常務委員會會議第三次審議法律案，在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
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由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修改稿進行審
議。
常務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根據需要，可以召開聯組會議或者全體
會議，對法律草案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
第三十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
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
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
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
第三十一條 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
取意見，回答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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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委員會分組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根據小組的要求，有關機關、
組織應當派人介紹情況。
第三十二條 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有關的專門委員
會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印發常務委員會會議。
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可以邀請其他專門委員會的成員
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三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
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
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提出修改情況的彙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和
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彙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中予
以說明。對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沒有採納的，應當向有關的專
門委員會回饋。
法律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
會議，發表意見。
第三十四條 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召開全體會議審議，根
據需要，可以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派有關負責人說明情況。
第三十五條 專門委員會之間對法律草案的重要問題意見不一致時，
應當向委員長會議報告。
第三十六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有關
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
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
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
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係重大調整，需
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
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
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徵
求意見。
第三十七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
會議後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但
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佈的除外。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
少於三十日。徵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第三十八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常務委員會工作機
構應當收集整理分組審議的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以及其他有關資
料，分送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並根據需要，印發常務委員
會會議。
第三十九條擬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員
會提出審議結果報告前，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法律草案中主要制
度規範的可行性、法律出臺時機、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
題等進行評估。評估情況由法律委員會在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
第四十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決前，提案
人要求撤回的，應當說明理由，經委員長會議同意，並向常務委員會報
告，對該法律案的審議即行終止。
第四十一條法律草案修改稿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
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決稿，
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
員的過半數通過。
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前，委員長會議根據常務
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情況，可以決定將個別意見分歧較大的重要條款提請
常務委員會會議單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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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表決的條款經常務委員會會議表決後，委員長會議根據單獨表
決的情況，可以決定將法律草案表決稿交付表決，也可以決定暫不付表
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第四十二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對制定該
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問題存在較大意見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
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審議
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務委員會報告，該法律案終止審議。
第四十三條對多部法律中涉及同類事項的個別條款進行修改，一併
提出法律案的，經委員長會議決定，可以合併表決，也可以分別表決。
第四十四條 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
佈。

第四節 法律解釋

第四十五條 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
（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
（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
第四十六條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察院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以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
要求。
第四十七條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研究擬訂法律解釋草案，由委員長
會議決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
第四十八條法律解釋草案經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
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審議、修改，提出法律解釋草案
表決稿。
第四十九條 法律解釋草案表決稿由常務委員會全體組成人員的過半
數通過，由常務委員會發佈公告予以公佈。
第五十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律解釋同法律具有同等
效力。

第五節 其他規定

第五十一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組
織協調，發揮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第五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法規劃、年度立法
計畫等形式，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編制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
畫，應當認真研究代表議案和建議，廣泛徵集意見，科學論證評估，根
據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確定立法專案，提高立法的及
時性、針對性和系統性。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畫由委員長會議通過並
向社會公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負責編制立法規劃和擬訂年
度立法計畫，並按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要求，督促立法規
劃和年度立法計畫的落實。
第五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
機構應當提前參與有關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綜合性、全域性、基
礎性的重要法律草案，可以由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工作機
構組織起草。
專業性較強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起草工作，
或者委託有關專家、教學科研單位、社會組織起草。
第五十四條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
提供必要的參閱資料。修改法律的，還應當提交修改前後的對照文本。
法律草案的說明應當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內
容，以及起草過程中對重大分歧意見的協調處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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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條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提出的法律案，在
列入會議議程前，提案人有權撤回。
第五十六條交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表決未
獲得通過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認為必須制定該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規
定的程式重新提出，由主席團、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其
中，未獲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法律案，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審議決定。
第五十七條 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施行日期。
第五十八條 簽署公佈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
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公佈後，及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中國
人大網以及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常務委員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準文本。
第五十九條 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程式，適用本章的有關規定。
法律被修改的，應當公佈新的法律文本。
法律被廢止的，除由其他法律規定廢止該法律的以外，由國家主席
簽署主席令予以公佈。
第六十條法律草案與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不一致的，提案人應當予以
說明並提出處理意見，必要時應當同時提出修改或者廢止其他法律相關
規定的議案。
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認為需要修改或者
廢止其他法律相關規定的，應當提出處理意見。
第六十一條 法律根據內容需要，可以分編、章、節、條、款、項、
目。
編、章、節、條的序號用中文數位依次表述，款不編序號，項的序
號用中文數位加括弧依次表述，目的序號用阿拉伯數字依次表述。
法律標題的題注應當載明制定機關、通過日期。經過修改的法律，
應當依次載明修改機關、修改日期。
第六十二條法律規定明確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對專門事項作出配套的
具體規定的，有關國家機關應當自法律施行之日起一年內作出規定，法
律對配套的具體規定制定期限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有關國家機關未
能在期限內作出配套的具體規定的，應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說明情況。
第六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
機構可以組織對有關法律或者法律中有關規定進行立法後評估。評估情
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六十四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有關具體
問題的法律詢問進行研究予以答覆，並報常務委員會備案。

第三章 行政法規
第六十五條 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
（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
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規，
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國務院應當及時提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
第六十六條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家總體工作部署擬訂國務院
年度立法計畫，報國務院審批。國務院年度立法計畫中的法律專案應當
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畫相銜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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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及時跟蹤瞭解國務院各部門落實立法計畫的情況，加
強組織協調和督促指導。
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向國務院報請立
項。
第六十七條行政法規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國務院法制機構具體負
責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草案由國務院法制機構組織起
草。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
會等多種形式。
行政法規草案應當向社會公佈，徵求意見，但是經國務院決定不公
佈的除外。
第六十八條行政法規起草工作完成後，起草單位應當將草案及其說
明、各方面對草案主要問題的不同意見和其他有關資料送國務院法制機
構進行審查。
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向國務院提出審查報告和草案修改稿，審查報
告應當對草案主要問題作出說明。
第六十九條 行政法規的決定程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
法的有關規定辦理。
第七十條 行政法規由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佈。
有關國防建設的行政法規，可以由國務院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
席共同簽署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令公佈。
第七十一條 行政法規簽署公佈後，及時在國務院公報和中國政府
法制資訊網以及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國務院公報上刊登的行政法規文本為標準文本。

第四章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
第一節 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第七十二條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
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
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
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
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
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另有
規定的，從其規定。設區的市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施行。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
報請批准的地方性法規，應當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同憲法、法律、行
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不抵觸的，應當在四個月內予以批
准。
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報請批准的設區的市的
地方性法規進行審查時，發現其同本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的規章相抵
觸的，應當作出處理決定。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
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
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
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
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
國務院備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本條第二款規定行
使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職權。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
步驟和時間，依照前款規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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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
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涉及本條第二款規定事項
範圍以外的，繼續有效。
第七十三條 地方性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
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
（二）屬於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
除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外，其他事項國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
法規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
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
規生效後，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
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設區的市、自治州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
本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事項。
制定地方性法規，對上位法已經明確規定的內容，一般不作重複性
規定。
第七十四條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
會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決定，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範圍內實
施。
第七十五條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
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區的自治條例
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
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
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但不得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不得
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以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專門就民
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
第七十六條 規定本行政區域特別重大事項的地方性法規，應當由人
民代表大會通過。
第七十七條地方性法規案、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案的提出、審議和
表決程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組織法，參照本法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節、第五節的規定，由本級
人民代表大會規定。
地方性法規草案由負責統一審議的機構提出審議結果的報告和草案
修改稿。
第七十八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由大會主席團發佈公告予以公佈。
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
由常務委員會發佈公告予以公佈。
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報經批准後，由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佈公
告予以公佈。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經批准後，分別由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
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佈公告予以公佈。
第七十九條地方性法規、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公佈後，及
時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和中國人大網、本地方人民代表
大會網站以及在本行政區域範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常務委員會公報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文本
為標準文本。

第二節 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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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條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
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
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範圍內，制定規章。
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
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依
據，部門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
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或者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
第八十一條 涉及兩個以上國務院部門職權範圍的事項，應當提請國
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
第八十二條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
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
規章。
地方政府規章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規章的
事項；
（二）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政
府規章，限於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
項。已經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涉及上述事項範圍以外的，繼續有效。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
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開始制
定規章的時間，與本省、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的本市、
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時間同步。
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條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
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規章。規章實施滿兩年需要繼續實施規章所規定的行
政措施的，應當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
規。
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
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
第八十三條 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程式，參照本
法第三章的規定，由國務院規定。
第八十四條 部門規章應當經部務會議或者委員會會議決定。
地方政府規章應當經政府常務會議或者全體會議決定。
第八十五條 部門規章由部門首長簽署命令予以公佈。
地方政府規章由省長、自治區主席、市長或者自治州州長簽署命令
予以公佈。
第八十六條 部門規章簽署公佈後，及時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
報和中國政府法制資訊網以及在全國範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地方政府規章簽署公佈後，及時在本級人民政府公報和中國政府法
制資訊網以及在本行政區域範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載。
在國務院公報或者部門公報和地方人民政府公報上刊登的規章文本
為標準文本。

第五章 適用與備案審查
第八十七條 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
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第八十八條 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
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
第八十九條 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本級和下級地方政府規章。
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的效力高於本行政區域內的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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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
第九十條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依法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
作變通規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適用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定。
經濟特區法規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通規定
的，在本經濟特區適用經濟特區法規的規定。
第九十一條 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具有同等
效力，在各自的許可權範圍內施行。
第九十二條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
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
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
第九十三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規章不溯及既往，但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和利
益而作的特別規定除外。
第九十四條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
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
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
第九十五條 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由有關機關依照下列
規定的許可權作出裁決：
（一）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
制定機關裁決；
（二）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
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
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
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三）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
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
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第九十六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規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關機關依照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的許可權
予以改變或者撤銷：
（一）超越許可權的；
（二）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規定的；
（三）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經裁決應當改變或者撤
銷一方的規定的；
（四）規章的規定被認為不適當，應當予以改變或者撤銷的；
（五）違背法定程式的。
第九十七條 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
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是：
（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
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的違背憲法
和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
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
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的違背憲
法和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三）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
章；
（四）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
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適當的地方性法規；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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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當的規章；
（六）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下一級人民政府制
定的不適當的規章；
（七）授權機關有權撤銷被授權機關制定的超越授權範圍或者違背
授權目的的法規，必要時可以撤銷授權。
第九十八條 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
應當在公佈後的三十日內依照下列規定報有關機關備案：
（一）行政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
地方性法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設區的
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由省、
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
務院備案；
（三）自治州、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
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報送備案時，應當
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通的情況；
（四）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報國務院備案；地方政府規章應當
同時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
府制定的規章應當同時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人民
政府備案；
（五）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應當報授權決定規定的機關備案；經濟
特區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
通的情況。
第九十九條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
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
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
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
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
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
查、提出意見。
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報送備案的規範性
檔進行主動審查。
第一百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在審
查、研究中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
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制定機關提出書面審查意見、研究意見；也可
以由法律委員會與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召開聯合審
查會議，要求制定機關到會說明情況，再向制定機關提出書面審查意
見。制定機關應當在兩個月內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見，並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或者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回
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
作機構根據前款規定，向制定機關提出審查意見、研究意見，制定機關
按照所提意見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進行修改
或者廢止的，審查終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
作機構經審查、研究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而制定機關不予修改的，應當向委員長會議提出
予以撤銷的議案、建議，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提請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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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
作機構應當按照規定要求，將審查、研究情況向提出審查建議的國家機
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回饋，並可以向社會公開。
第一百零二條其他接受備案的機關對報送備案的地方性法規、自治
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審查程式，按照維護法制統一的原則，由接受
備案的機關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一百零三條 中央軍事委員會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法規。
中央軍事委員會各總部、軍兵種、軍區、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
可以根據法律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軍事法規、決定、命令，在其許可權
範圍內，制定軍事規章。
軍事法規、軍事規章在武裝力量內部實施。
軍事法規、軍事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辦法，由中央軍事委員會
依照本法規定的原則規定。
第一百零四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
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並符合
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遇有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情況的，應
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法律解釋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
修改有關法律的議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於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
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自公佈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備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外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不得
作出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
第一百零五條 本法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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