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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如何联名 ？
———梁树新事件的法律思考
邓世豹
（ 广东商学院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要： 选举法规定的“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中的“联名”，社会常人的理解
与专业机构理解以及实际操作有巨大差距 ，如果缺少明确操作指引，或者缺少专业服务，冲突的发生是
摘

必然的，消除冲突，明确选民提名操作程序，做到选举操作的规范化、透明化，实现常人理解专业术语背
后的意义，选举法必须回应公民主体意识增强的现实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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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 选
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根据选举法规定，选民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是我
国直接选举中的一项重要选举制度 ，也是选民的一项法律权利。选民如何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却是一
个既有原则性又有很强操作性的具体工作 。由于选举法与地方选举法实施办法等都未对选民如何联名
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在 2011 年《选举法》修改后的首次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 ，公众参与选举热情高
涨，激活了许多沉眠选举法规范，也暴露了选举操作规范的缺失与不透明 。
2011 年 8 月 24 日，广州市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公布洛蒲街丽江居委选区初步候选人两名 ，以微博表
达参选的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不在其中 。梁树新在微博上声称获得 17 名选民推荐，番禺区选
举委员会违反选举法，并于 8 月 27 日通过丽江居委会向广州市番禺区选举委员会提出疑问 。番禺区选
举委员会 27 日对梁树新的疑问进行书面答复 ，其间番禺区洛蒲街选举办公室在网上对梁树新不能成为
番禺区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的情况对网民进行说明 ，梁树新与网民似乎并不满意，以为选举委
员会在抵制选民联名提名候选人 。可能并非如此，就笔者观察，由选民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不仅以前已
经存在，而且这次选举中，广州区、乡镇的许多选区选民成功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华南师范大学选区中
四个正式代表候选人中有三位是经选民联名推荐产生的 ，最后两名当选代表都是代表联名推荐 ，组织推
荐的候选人落选。广东商学院选区四名正式候选人中有一名是选民联名推荐 ，反映了选举机构对选民
提名推荐候选人的开放态度。
梁树新不能成为初步候选人已有结论，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需要进一步找出问题所在，完善有关选
民联名推荐制度和机制。就笔者总体判断，之所以有这种结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选民提名
透明； 其二，参选者梁树新虽然恶补了宪法、选举法等法律，但并不熟悉选民
推荐候选人操作规程不规范、
提名推荐操作细节； 其三，
选举委员会等选举机构职责定位不全面，服务选民意识缺失，选举法律、选举实
践中还没有把选举机构作为服务选民宗旨提上日程，
本次选民推荐提名中没有给提名者提供必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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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又具体体现在选民登记、
联名推荐和推荐人数统计各个环节上。
第一，
选民登记与确认方式混乱。根据法律规定提名推荐候选人是选民的一项法律权利，这项法律权
利主体是选民。何谓选民？ 选民是经过选举机构登记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公民。选民登记是由选举机构
对依法享有选举权的公民进行登记、
确认其选民资格的必经程序。必须经过选民登记及公示环节，
一个公
民才能正式成为选民，
经过选民登记法定程序后，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
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
的、
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
”选民登记按照户籍所
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的选区的选民名单； 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在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进行登记。自 1986 年开始实行的“一次登记，
长期有效”登记制度虽然是为了简
化选民登记手续，
减少工作量，
节省时间，
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选区选民数量也很多，选举
机构在选举后撤销，
工作人员也多为兼职，对选民登记资料保存完整性有影响，另外，由于人口流动性增
，
加 单位人员变换频繁，
由此产生人户分离、户岗分离、人与户、岗分离的情况普遍存在。虽然选民登记时
根据前一次登记的选民名单进行增减，其工作量与进行一次全面登记相差无几。除了对选举资料保存完
人口变化不大的选区进行补充登记外，一些地方进行重新选民登记。选举实践表明，这种登记模式下
好、
错登、
漏登、
重复登记现象比较严重，
因此每次直接选举中进行重新登记是适当的，应当修改完善选举法关
于选民登记的规定，
将“登记确认选民资格长期有效”修改为“一次一登记”。
登记之后如何确认，是否发放选民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授权地方选举办法进行规定，一些省份采
取发放选民证予以确认，例如北京市及一些省份采取集中公布选民名单方式 。选举实践表明，登记后立
即发放选民登记证虽然增加支出 ，但是优点更为明显，选民能够及时发现登记中出现的重登 、漏登、错登
等情况，每次每个选区选民公告中有成千上万选民名单 ，选民难以发现登记错误，发放选民登记证能够
有效避免选民登记中的失误。选民登记证是确认选民选举权的法律文书 ，选民持选民登记证行使包括
提名推荐权在内的各项选举权利 ，无选民证无法参加人大代表选举，
不能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
也不能被
推荐代表候选人。广东省按照选举法规定进行登记并予以公告，法律规定登记的选民名单必须于选举日
20 日以前公布。选民登记后并没有立即发放选民登记证，
而是在投票日前发放选民证，
并用选民证交换选
票（ 选举法规定也可以凭身份证领取选票） 。这样，
公众对选民登记公告中成千上万选民名单无法进行有
（
效核对 中国人口众多体现在选举中就是每个选区都有成千上万的选民，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更需要规
范选举细节） ，
选举日发放选民证虽然有利于防范其丢失影响选民投票，却无法在登记之后为选民提供有
效法律文书，
无法有效确认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不能有效证明选民身份，影响“选民”权利的行使。对于选
民联名推荐的影响就是没有进行选民登记的也在联名推荐候选人。梁树新两份登记表的 33 名推荐人中，
番禺区洛蒲街选举办公室审查有 9 名提名人尚未进行选民登记，提名无效。参选人梁树新并不清楚只有
登记选民才能进行有效提名，
该选区的选举机构也未进行这方面的指引或者提示。
第二，选民提名推荐资格模糊。根据《选举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直接选举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直接选举中进行选区划分，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
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每个选区，将按照选民规模，选出一到三名代表。各选区每一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应大体相等。提名推荐候选人的选民与候选人是否必须在同一选区登记 ，不在同一选区
登记的选民是否不能推荐，选举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解释： “选民联名推荐不受选民
小组的限制，只要在一个选区的范围内，出于选民本人愿意而联名都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也就是说，
同一个选区的选民才可以推荐本选区的代表候选人 ，不能跨选区进行提名推荐。选举法规定，“每一选
民只能在一个选区登记，不得重复登记 ”。 而且选民推荐数量有明确要求，“每一选民参加联名推荐的
代表候选人的人数不得超过该选区应选代表名额 ”。 不得跨选区推荐代表候选人，有利于加强对选民
推荐候选人数量的监督，防范提名推荐权的滥用，保障选举权平等。根据番禺区洛蒲街选举办公室的审
查，梁树新的提名推荐中有 2 位提名人已经在其他选区登记，在本选区登记属于重复登记，提名无效。
这里出现的问题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是否方便选民查阅 ，选举机构有没有对选民提名进行指
引，告诉推荐选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的公布时间 、文号等，梁树新本人也没有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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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选民对梁树新的部分提名无效 。
第三，选民提名推荐形式不明确。法律对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的形式没有规定 ，全国各地做法也不
一致，一些省份地方立法明确要求采取书面形式 ，例如，四川省、江西省等规定“推荐候选人应当采取书
面形式”，采取书面推荐更能体现法律要求，《选举法 》规定推荐者应当介绍候选人，而且选民联名推荐
代表候选人书面提出，能够固化候选人推荐过程，做到有据可查，防止违法情况出现，预防选举纠纷，充
分保障选民的提名权。广东省规定实行书面推荐，并且为了方便选民推荐，由选举委员会统一制作提名
代表候选人登记表，供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时填写该表 ，方便选民推荐和署名。广东省实施选举法《细
则》规定： “推荐者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填写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并在选举日
的十七日以前提交选举委员会。”填写提名代表候选人登记表虽然方便选民提名推荐 ，但如果没有明确
指引，理解上又会出现下面推荐选民人数的统计问题 。
第四，选民联名推荐人数统计方式存在争议 。法律规定： “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
荐代表候选人。”要求选民行使推荐权必须是集合行使，而不是单个选民行使，就像公民行使结社、游
行、示威自由权利一样。关键问题是这里的“联名”如何理解，具体内涵是什么。顾名思义，“联名 ”就是
“联合署名”或者“共同签名 ”，体现联名人的共同意志，而不是个人意志的叠加，不是分散提名人数相
加。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解释： “十人以上选民分别在各选民小组推荐同一人为候选人，不能算作十
人以上联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解释： “选民联名推荐 …… 但不能以选民分散联名推荐同一候选人的
人数相加作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 。”番禺区洛蒲街选举办公室对网民解释 ，截至 8 月 22 日，选举委员会
共收到两份提名梁树新的《广州市番禺区洛蒲街丽江居委选区提名推荐番禺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候选人登记表》，其中一份有 17 个提名人，一份有 16 个提名人，经过审查，综合没有进行选举登记的、不
在本选区登记的和撤销提名的情况后 ，一份提名表有效提名人数只有 9 名，一份提名表有效提名人数只
有 8 名，均达不到法定的 10 人以上，因此，提名无效。也就是说，联名推荐的选民人数统计必须是在一
张登记表上联名，而不是多张登记表推荐选民人数相加得到的总和 。 我国《选举法》、《组织法》、《代表
法》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都有规定代表联名制度 ，集体行使某一权利，实践中也是统计在一张表格上签
名的代表人数，也就是形成“联名 ”的操作“习惯 ”，问题是“小圈子 ”习惯，公众也并不知晓，也难以查
询，也就成为本次选举中争议最大的地方 ，梁树新在微博上讲有 17 个有效提名推荐，达到法定 10 人以
上联名要求，却没有列入初步候选人名单，违反选举法。
法律规定的“联名”，社会常人的理解与专业的理解或者专业部门选举实际操作有巨大差距，如果
缺乏明确操作规程指引，或者缺少专业服务，冲突的发生是必然的。 消除误解，应当将选举的操作细节
规范化，实现选举的透明，让常人掌握法律术语的意义。
亡羊补牢尤未晚，伴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主动性、积极性
不断提高，在各政党、人民团体单独或联合提名代表候选人之外 ，选民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比例将会
越来越大，国家对法律规定的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并不排斥 。在解决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个环节上 ，
消除不必要误解，近期有必要针对性改进下列工作 ： 第一，完善联名推荐程序，完善选民联名提名推荐制
度实施操作流程，完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法律规定 ； 第二，明确选举委员会等选举机构服务选民的职
责，为选民参加选举工作，实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服务 。
关于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选举法与各地选举办法规定都很原则 ，直接规范基层直接选举的全国性法
律还是 1983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该规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
出台的，内容十分简短，只有区区十条，而且许多内容都被后来修改的选举法吸收或者修正。 除了该规
定之外，有关规范直接选举的都是全国人大 、地方人大法工委的解释、选举问答，内容庞杂而又分散，法
律地位也有争议。2000 年立法法对人大工作机构的解释、问答有所提及，《立法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 ，并报常
务委员会备案。”但立法表述只是对人大工作机构的授权 ，并没有明确其法律地位。当前直接选举许多
细节都是依照这些解释、问答形成的选举“习惯 ”进行操作，其规范性、公开性和正当性都受到挑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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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尽快修改完善《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 》，消除冲突，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维护社会和谐。
本次选举事件也暴露出当前选举委员会等直接选举组织机构的职能定位不全面 ，选举委员会等选
举机构未能为选民联名提供服务和指引 ，导致选民联名失败。选举法本质上是保障公民选举权的 ，但是
我国选举法保障公民选举权的立法目的是缺失的，《选举法》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只提到立法依据，并没有明确立法目的 （ 根据权利与
法律关系的现代法理，法律保障权利，选举法的根本是保障公民选举权利） 。《选举法 》第十条只规定选
举委员会的七项职责，并要求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并没有要求选举委员会服务选民 。现
代政府是服务政府，这里的政府不仅仅指的是行政机关意义上的政府 ，而是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包括各
级人大。选举委员会等选举机构不仅要组织选举 ，更要服务于选民，保障公民的民主参政权。修改选举
法，明确选举机构服务选民的职责是中国民主进程迫切的需求 。
长期来看，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思考我国选举制度的价值理念中两个深层次的问题 ，一是被选
举权问题，二是选举人平等与选举中界别平等问题 。
［1］
［2］
第一，关于被选举权方面。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两个独立权利，内涵、功能 及资格是不同的 。
我国选举制度中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完全不分的 、一体化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体化造成被选举权
空洞化，被选举权独立性丧失，被选举权人主体地位丧失。在候选人提名阶段，选举法规定候选人由各
政党、人民团体、选民推荐并由推荐人进行推荐并介绍候选人 ，主体是各个政党等，体现被选举权的候选
人是推荐客体； 候选人宣传阶段，《选举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选举委员
会应当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
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但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选民可以在选举日的
三日以前提出与代表候选人见面的要求 。选举委员会应当根据选民的要求，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
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 ”，由选举委员会向选民介绍，而不是候选人自我向
选民介绍； 只有应选民要求时，由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回答选民问题，“选举过程基本没
［3］
有候选人意思表示” 。候选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主体地位，体现被选举权的空洞化。 由于选举
理念中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合一，制度设计中无法体现被选举权与选举权的条件不同 ，无法明确提出对被
选举人的资格要求，只有明确直接选举中的选民自荐、自我介绍、自我宣传才能保证被选举人的独立主
体资格，才能保证被选举权是选民的一项独立权利 。
第二，关于选举平等方面。我国选举制度设计反映的不仅仅是选举权平等 ，还追求选举中地域平等
和界别（ 民族） 平等，也就是选举法追求的“三个平等”①。“每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和
每票等值体现选举权的平等，同时，我国《选举法 》第六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
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选举法律虽然没有使用“界别 ”字样，也并没有明确
界定“界别”内涵，但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华侨、少数民族是法律提到的界别。 各级人大选举
中界别问题还通过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或者各级人大中“代表构成 （ 结构） ”受到关注。当今我国各级
人大中的“界别”与 20 世纪初的职业代表制度中的“职业”又有所不同，内涵大于职业。
主张选举中界别平等是注重代议制的利益整合功能 ，具有正当性。 代议制功能在于实现多元社会
中不同社会利益需求的利益整合 ，保障国家立法、决策机关中各个阶层、各个方面都有代表人，保证社会
各种利益需求在立法、决策中都得到考虑。代议机关通过的法律、决策是民意的反映，但不是任何一种
阶层单个利益和意志的反映，而是整合各种利益后整体利益的反映 。实现代议制的利益整合功能仅仅
①

2010 年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作关于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提出，一步到位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

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并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的人大代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能够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
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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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民平等选举权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社会各个界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平等代表权 。 代议制中的
选举平等原则不仅要求投票人平等选举权 ，还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平等代表权。单纯立足于
投票人的平等选举权的平等不能保证社会各种利益的平等代表权 。
各级人大会中代表构成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问题 。2011 年基层直接选举中也特别关
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界别问题 ，提出优化代表结构（ 中央 4 号文） ，做到“两升一降两保证一适当 ”，
“两升”是指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一届有所上升，妇女代
表的比例要比上一届有所上升； “一降”是指党政干部担任人大代表的比例要比上一届有所降低； “两保
证”是指对少数民族和归侨侨眷代表要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保证； “一适当 ”是指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等其他社会阶层人士担任代表 ，要统筹兼顾，比例适当。选举中的界别平等，反映人大代表广泛性要
求，作为各级权力机关，需要有社会各个方面的代表，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本次直接选举中优化代表
结构的做法回应了社会的呼声。但是，选举人权利平等与选举界别平等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冲突的地
方。实现选举中的界别平等意味着要有硬指标 ，意味着选举中的“计划性 ”，而选举结果又是无数选民
合力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直接选举实践中，具体落实界别平等，实现选举权平等与界别平等却异常困难和敏感 。番禺区选举
委员会除了组织选举工作之外，还要具体落实选举中的该选区代表结构，即该选区“宜 ”产生一名女性
代表。虽然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指导性计划 ，但却是评价选举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指标 ，是考核基层党
委书记组织能力的重要内容。选举委员会为了实现代表结构，必须在提名、正式候选人产生环节以至投
票环节做工作。提名环节，正如番禺区选举委员会在回答梁树新问题时提到“洛蒲街选举办工作人员
根据该选区的代表结构安排先后约见了部分提名人 ，希望他们能按洛蒲街的总体代表结构重新予以考
虑代表候选人”。但是，这些具体做法还不能以明确文件予以公布 （ 个别选区直接公告本选区代表的构
成，遭到质疑而被撤回） ，也不能对候选人资格和条件提出明确要求。 确定正式代表环节，往往也动员
不符合本选区代表结构的初步候选人退选或者被“协商”下去，这又与选举法规定的“被选举权平等 ”冲
突。投票环节，选举委员会反复强调本选区的代表构成 ，暗示选民投票取向，又有干扰选举之嫌疑。 总
之，选举法确定平等选举权原则与界别平等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直接冲突 ，落实界别平等具体实施措施经
常受到质疑，被批评为损害公民选举权，也损害公民被选举权。一旦确定某选区的代表结构，就意味着
该选区其他界别的公民的被选举权尽失 ，选民推荐权也得不到保障。
顺应选民主体意识增强，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选举法需要尽善尽美，落实选举权平等、地区平等与
界别平等的配套制度要完善。
参考文献：
［1］邓世豹． 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的几个问题［J］． 理论月刊，
2001，（ 9） ．
［2］戴鸿映． 选举资格与被选举资格比较研究［J］． 江淮论坛，
1992，（ 2） ．
［3］蒋劲松． 被选举权、竞选正当性与竞选权［J］． 法学，
2010，（ 4） ．

How to Recommendate Candidates by Joint-signature-voters？
—The Legal Reflection on Liang Shuxin Incident
Deng Shibao
（ Law School，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Guangzhou，Guangdong 510320）
Abstract： Voting Rights Act stipulates“more than ten voters who sign jointly are entitled to recommend candidates”． The public’s interpretation of“sign jointly”varies，and there is a dramatic gap betwe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genci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Conflicts are inevitable if lacking explicit operation instruction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eliminate conflicts，specify the procedure of nomination，standardize and
demystify the election oper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public’s interpretation of technical terms，Voting Rights Act
should be refined in response to the enhancement of civil subject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vote； joint signature； candidate； right of being 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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