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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的宪政思考

①

陈宏光
（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要：社会管理创新是在法治社会的视野内的社会创新 。 用宪政思维、创新精神去建设法治体
制、更新法治观念、完善法律制度、确立法律规则，才能实现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
摘

法治思维与路径，提出公信力在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中的价值问题 ，权威性在当前调解机制中的定位
与价值问题。旨在指出社会管理活动的管与理之分离的现象 ，提出理是管之本、管是理之术，以理为重
的服务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追求和目的 ； 应当厘清社会管理创新中“管”和“理”的价值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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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
变化。面对当前的社会现象，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 对此，
社会管理创新问题，需有整体思维，实现预防与解决纠纷的统一。从理论层面来说，研究社会管理创新
问题可以弥补在法律救济方面的不足 ，并推动社会管理功能的拓展； 从实践层面来说，研究社会管理创
新问题可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为构建解决纠纷机制探索直接的切实可行的模式 。 对于建立和完善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深远。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内涵②
宪政的基础是法治、
民主与人权。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在法治社会的路径中寻求突破。我国建设法治
国家的进程是采取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模式。各级人民政府在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构建和谐
社会的过程中肩负着重任，只有以创新精神去建设法治体制、更新法治观念、完善法律制度、确立法律规
则，
才能完成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在我国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进程中，
法治创新是法治政府的责任。
（ 一）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体制的创新
当前我国法治体制的建设在发生根本性变革 ，集中体现在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
《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及已经颁布的具有推进性的法律规范之中，如《行政诉讼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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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笔者主持的研究课题： 司法部课题《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多元机制整合研究》； 安徽省政法委委托的
① 本文的主要观点，
《安徽省大调解机制构建与运行研究》，获中部地区法治论坛二等奖。另外，去年和今年主持和参与的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课题，从
不同层面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观点。包括《合肥市依法行政指标体系研究》、《合肥市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研究》（ 书稿已出） 、《合
肥市公务员交流轮岗制度研究》、《安徽省调解机制构建与运行研究》、《安徽省十二五法治规划研究》、《合肥市水环境立法问题研究》
（ 立法草案提交合肥市人大审议） 、《淮南市资源环境审计监督研究》（ 立法草案提交淮南市政府） 等横向委托研究课题。
2006 年 1 月发表文章“法治创新是法治政府的责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应当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即观
② 应《安徽日报》约稿，
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规则创新。2011 年 7 月 1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以“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思路”为题，具体解析
了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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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用依法治国的理念构建我国新型的法治体制 。
1. 调解工作体系建设问题。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对的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也是
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 ，这些矛盾和纠纷多数为利益诉求 ，而
非政治诉求，我们可以运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大调解 ”工作体系建设，正是回应了社会的矛盾和
纠纷新特点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政治语境而应用而生的 。调解是原则，是方法，观念决定行为。
2.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问题。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多种形态 ，每一种形态都有各自独特的
解决纠纷功能。然而，现实中却往往存在这样的悖异现象 ： 一个纠纷历经多个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
一级级的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都无法有效解决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所具有的优势效能并没能得
到充分发挥，现实中面临公信力不足、解决纠纷的决定和结果难以得到当事人信服的困境 。从行政机关
解决纠纷机制因公信力缺失而造成的现实困境出发 ，归纳提炼出公信力在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中的
作用，进而尝试提出在当下中国提升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公信力的可行性路径 。
（ 二）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观念的创新
法治观念的创新包含基础观念和思维观念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更新“权力观念 ”，公共权力法无规
定即禁止； “权利观念”，民事权利法无限制即享有； “制度观念 ”，权力要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和制约；
“人权观念”，即尊重与保障人权。依法行政需要宪政理念的指引，用法治观念进行思维，法律思维就是
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政府的执政理念应当体现依法行政 、执政为
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宗旨。
（ 三）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律制度的创新
从依法治理到依法治权不仅是观念的变化 ，更是法律制度的变革。 行政法律制度建设应当以规范
行政权力为核心，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宗旨，构建体现法治思想的法律制度为纽带的新型制度体系 。
社会管理创新所涵盖的法治涉及多领域 、多方面，需要法律制度的更新与完善。社会管理创新首先
应当解析宪政与法治基础问题，社会管理创新涉及行政管理制度更新问题 、公众参与权利的制度问题、
行业自治的制度问题、社区自治问题、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基础问题，其间还包容纠纷解决机制多
元化问题等。这些方面都是法律制度建设需要跟进的问题 。
（ 四）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律规则的创新
我国社会管理的法治创新早已提出 ，大量的立法规范与制度建设都体现了社会规则的变化 。例如，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对法治政府提出了新的“行政规则 ”。因为，《纲要》是一种政治规则，
它提出了解决政治与法律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纲要》是一种法律规则，它蕴涵了法律规范的基本内
容。《纲要》是一种法治规则，它指出行政法治的基本目标。《纲要 》是一种行政规则，它确立了法治政
府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纲要》还是一种社会规则，它试图以法治理念和创新思维来构建新型的社会
秩序。在法治政府建设与依法行政的“路标”指引下，更新观念、创新规则，才能有效地推进与正确引导
社会管理创新。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宪政思维与法治路径
当前，社会调解的机制整合是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与方法去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建立解决社会
矛盾的多元机制。所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以行政
调解和司法调解为纽带，运用多元化的、相互衔接的、创新的工作方法，实现化解社会矛盾为目的的新型
工作体系。调解体系与机制建设，既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措施 ，又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
容。
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具有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的特点，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
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观念、政策、法律、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 解决这些矛盾
纠纷，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建立和完善调解机制
与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 。从法治与宪政的视野看，树立调解的权威性、提高公权的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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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信力在解决纠纷机制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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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高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信用度 。当事人的矛盾或纠纷之所以愿意通过某种机制进行解
决，总是建立在对该解决机制的信任和认同基础之上的 。 当纠纷发生主体信任，认同某解决纠纷机制
时，就愿意将矛盾和纠纷诉诸该解决纠纷机制 ，也表明他们相信该解决纠纷机制对解决纠纷或冲突是有
效的、公平的。
二是提高公权机关解决纠纷决定的执行度 。实践当中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
制已经就某一纠纷进行解决并作出决定 ，该决定也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但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实际执
行情况不尽如人意，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没有达到，久而久之，造成当事人以及其他民众对公权机关解
决纠纷机制丧失信任，损害了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公信力 。提高公权机关纠纷解决机制公信力 ，提
高公权机关解决纠纷决定的执行度 ，使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每一个决定都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 ，达
到“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
三是提高公权机关纠纷解决决定的接受度 。人们对事物的接受总是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之上，只有
对某事物信任、认可之后，才有可能接受它。如果公众认为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具有公信力并值得信
任，就会相信这种机制能够公平、公正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从而能够接受这种机制所作出的决定，如果
认同其公正性，即使该决定在实际效果上可能适度偏离 ，也不会对制度与规则本身持有异议，良好的制
度设计是允许机制的前提。
四是解决纠纷的社会效果有效实现。任何机制解决纠纷所追求的最低层次的目的不应仅是“案结
了”，
而应当是“案结、
事了、
社会效果达到”，
更不应因解决一个纠纷和矛盾而引发新的或更多的纠纷和矛
盾。增强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公信力，
强调公权机关解决纠纷机制运行过程中，既要注重个案的公正
解决，
公平正义的实现，
也要强调社会效果的实现，
通过公正个案的累积和放大，
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
（ 二） 权威性在化解社会纠纷机制中的定位
一是提高调解机制的认同度。社会纠纷当事人相信调解机制在民众之中具有权威性，解决纠纷是
有效的、公平公正的，对其就自然产生敬畏感。
二是确保调解机制的中立性。中立性是调解机制的生命所在，是调解机制权威性的重要渊源之一 ，
也是调解机制公正解决纠纷的必然要求 。
三是保证调解机制的有效运行。调解机制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具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条件，内在条件
是调解机制所具有的合理内部设计和架构 ，处理协调纠纷的基本条件具备，即本身所拥有的值得信任的
东西； 外在条件是指调解机制在长期解决纠纷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身形象 ”，即公众对其所作的评价状
态和权威性程度。
四是促使调解机制的应时完善。任何一个解决纠纷机制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与民众的期望也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解决纠纷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就
调解机制权威性而言，在承认其权威性不高这一最大的实际基础之上 ，应着力缕析其原因，探索解决问
题的路径。
确立和提升大调解机制权威性的路径在哪里 ？ 一是独立性。 独立性是大调解机制权威性的前提。
相对独立性是调解机制保证解决纠纷结果公正性的重要条件 ，而且这种独立的程度和调解机制权威性
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即相对独立性越高，调解机制所具有的权威性就越强。 二是专业性。
专业性是大调解机制权威性的保证 。专业性应是其要求之一。具有实际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一是
可以提高对争议事项的分析水平 ，从而增强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专业性可以增强职业思维的规范
性、判断标准的统一性、调解处理类似纠纷的一致性，从而有利于避免大调解机制在协调处理纠纷过程
中的随意性，增强解决纠纷的公正性。

①

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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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信力的观点，详细内容见笔者在 2010 年行政法学年会的交流论文“公信力———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有效运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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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管理创新中管与理的价值位阶
（ 一） 社会管理活动的管与理之分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人类需要群居才能生存和发展。 于是，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互相之
间的联系就不可或缺，在互相发生人际交往和利益交换的过程之中 ，不可能总是和谐融洽，一帆风顺，必
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纠纷 ，事涉群体的共同事务也需要集中进行处理，这种情况之下，社会管
理便因应实际的需要而产生了，也许在以前没有用“社会管理 ”这个词。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管理
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管理总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社会管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不断适应实际的需要，用新观念、新方法和途径去解决现实之中出现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社会管理创新。
毋庸置疑，我们今天正大力提倡和将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绝对不是从零开始
的，要做好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就必须对已经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深入的整理
吸纳，哪些社会矛盾化解的方法，效果是良好的，而哪些对群众利益诉求的反映是迟钝的 ，受到了大家的
诟病，总结的成果作为今日创新的基础 ，不能一概否定，另起炉灶。假如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概视而
不见，我们的社会管理创新也就必然失去客观基础 ，没有了历史渊源，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就
会陷入在脱离实际的错误之中，难以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径。
在历史上，社会管理一向重视“管 ”字，作为国家层面而言，是用一些方针、政策对社会和民众进行
管理，使民众因服从管理而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 ，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国家和民众二元对立的
基础之上的，是将民众视为被管理的对象，而国家是主动去管理的，所要追求的也是全社会的整齐划一 ，
服从王权或专制的统治。这样的管理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中国 ，人
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目前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是人民内部矛
盾，在社会管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但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应当是以
“理”为追求，即理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矛盾和纠纷，而不应当单纯地放在“管”上，尽管“管 ”
是必需的，但在二者的位阶序列上，“理”应居于前。
（ 二） 以“理”为重是创新之追求和目的
对社会管理来说，以“理”为重心的服务才是我们的追求和目的，管只是手段，不能反客为主，本末
倒置，颠倒主次。当然必要的“管”是需要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予以明确的是“管 ”只
能是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只能是局部行为。必须给予民众和社会一个正当诉求的途径，而且这些途径
应当是畅通的，我们要让民众话有地方说、怨气和不满有地方释放，话说出来就踏实了，气撒出来就平安
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正是矛盾双方
的对立统一促进了事物的发展。正如一句民谚所言，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团结，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一定形式的紊乱和不同的声音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 。刚性的社会稳定容易折断，有效也有限；
弹性的社会稳定是包容性的社会稳定 ，才是本质的稳定。和谐良好的社会稳定绝对不是死气沉沉 ，绝对
不意味着鸦雀无声，而是多样性的稳定和有序。
就社会管理创新重在“理”而非“管”的观点，有一则历史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 大家都知道的春
秋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只要人生了病，不管是多大的怪病奇病，扁鹊都能有办法治好，所以大家都称扁
鹊是神医。但是扁鹊自己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神医 ，而积极地向人们推荐他哥哥哥，说他哥哥的医术比他
高得多。人们都百思不得其解，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从来没听过他哥哥还能够给人治病 。扁鹊向人们解
释说因为他哥哥只治没有生的病 ，预防人们得病，就是说这个人还没生病之前，他哥哥就告诉你有可能
要生病了，告诉你如何去保健、养身、调理，经过事先的预防，人们便不会得病了。 这样的医术其实才是
最高明的医术，但是由于被告诉过的人大都没有生病 ，便以为自己本来就没病，所以就感觉不到他哥哥
医术的高明。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得病之后治病重要，但是如何预防不得病更加重要，将本来可能要患
的病在事前预防处理，减少疾病对身体机能的损害，对于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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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理是管之本、管是理之术
在法治的视野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这是法治社会的理之基础。法律是蕴涵法治精神的社会规则 ，
我们应当透视法理、掌握规则； 法律是平衡公共利益的基础原则 ，我们应当熟悉原则； 法律是化解生活矛
盾的基本准则，我们应当了解准则。因为，法治是社会秩序，法律是社会规则； 矛盾是社会插曲； 法理是
智慧结晶。正因为如此，法律不能不懂，也不要机械地适用。 法律如“车 ”，法治如“路 ”，规则如“标 ”，
法理如“术”。合法的依据是“法律”，违法的标准也是“法律”。不是有了车就可以随意上路行驶的，不
是佩戴了枪可以随便乱放的。法律由法治精神贯穿其中。法律实现 （ 执法 ） 需要掌握法治观念、熟悉法
律规则和遵守执法程序。不是有了“法律规定”就可以执法，拿着“法律条文 ”就去执“罚”，往往钱收上
来了，“法治”丢了。有些执法者通过对法律的自我理解 （ 一知半解） ，认为知道了法律规定，就有了法律
根据，似乎有了“尚方宝剑”。这样的执法，往往误解或曲解法律。
现代社会为保障生产有序、
交换公平、
相处和谐，
需要依靠一种强有力的判定和调解的力量，这种力量
往往是司法权威。立法将何种社会冲突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观意愿
和客观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社会对于司法控制的主观和客观需求。社会本身就需要存有一定的自
治空间来进行运转，
并且目前我国司法资源的现状也需要公民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规则作出判断，用更加
便利和经济的方式解决纠纷。我国现阶段司法救济存在的困局是： 法院受案范围之外的权益如何寻求救
济，
公民如何最佳地利用法律规则维护自身权益。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成为公民权利时代面临的一个新
而非诉讼方式（ 调解、
仲裁、
复议、
申诉、
和解等） 的救济途径是实现权益保护最大化的有效方法。
选择，
大道同理。无论从宪政视角、行政层面、管理阶段，我们所说的社会管理创新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
平时在“理”和“服务”民众上多下工夫，立足宪政的观念指引，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完善诸种机制，
使民众的正常利益得到满足，正常诉求得到重视，很多问题必然能够防患于未然。 即使出了一点问题，
也是要直面这些问题，想办法去解决，而非把问题压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暂时平息了，而真正的矛
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对于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事后和稀泥式的糊弄不是办法，事前付出时间和金钱预防
不是浪费； 未雨绸缪显本事，防微杜渐见功夫。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
需要宪政理论与观念的指导，
更需要实证平台的支撑①。 我们的研究空间在
地方，
我们的成果可能有局限，
甚至是片面的。然而，
只有特色的才是自己的，
只有民族的或者地域的，
才是中
才是世界的。但愿我们的地方性探索的拙见与素材能够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提供基层经验。
国的、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Chen Hongguang
（ Law School，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9）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is social innov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Only
to build the legal system，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rule of law，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law with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spirit，can the rule of law be achieved historical mission．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law thinking and way of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and the location
and the value of public authorities’credibility or authority to solve the dispute and the current mediation
mechanism．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e phenomenon of the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then puts forward that administration is the basic of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is the tactical of administration，tha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administration is the purpose of social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clarify the location of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rule of law； credibility； value of rank

①

安徽大学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团队，重点研究地方的政府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我们社会管理创新问题的研究平台是：

创新团队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均受聘担任安徽省政府法律顾问、安徽省政府立法咨询员，安徽省人大、合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合肥市、六安市、淮北市、阜阳市、淮南市、马鞍山市、宣城市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律顾问。联系方式： chglaw@ 163． com 13956061172，
网址： www． ahpublaw．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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