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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要素
蒋晓伟
（ 同济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092）
要：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
理中的具体化，它有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基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是实现“社会本位 ”； 社
摘

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 ，并对国家机关和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 ； 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包括： 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科学化
原则和长效化原则； 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有 ： 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公民、社会组织
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 ，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协同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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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它是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
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协调和控制 。 社会管理是建立在一定社
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 、
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正在逐步完善 ，但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还未建成，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完善 。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结构方面来
说，正从以高度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社会结构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结构过渡 ； 从
经济发展与生活状况方面来说，正从温饱型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变。 在这样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
化等领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不仅凸显出历史上积累的深层次矛盾 ，而且还爆发出新的社会问题，新
老社会矛盾交织和作用，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骤增，社会面临风险加大的考验。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相一致的 ，能有效克服和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突发期突出问题
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摆上了议事日程 。
一、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
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是一个综合概念 ，它包含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
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控制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任务，这就决定社会管理需要运用多种手
段，才能实现其任务，这些手段主要有技术的、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社会管理在运用技术
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诸种手段的同时，必须有一个社会管理的基本方略 ，这一社会管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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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略必须与国家治国方略相吻合和一致 。这一社会管理的基本方略，是社会管理工作的灵魂，是现代
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观念的基石。
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我国现行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
理中的具体化。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
［1］
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社会管理的法治
化。
我国经济关系的变更，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睿智地首先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
［2］
立在高度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1992 年确立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 。 市场
经济需要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 、平等发展，需要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需要确立新的分配制

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我们国家加入 WTO 以后，国际贸易规则通过立法成为我国经济制度的一个
组成部分；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用法制对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加以调整 、规范和指引，经济关系和经济秩
序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我国新时期社会管理法治
化的经济基础。
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政治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完善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制定并实施包括现行宪法在内的大量的法侓和法规 ，从而使国家重要的社
会关系做到“有法可依”； 随着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迫切需要民主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管理法治化也势在必行。
全民民主和法治意识增强，奠定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使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逐步地健全和完善，使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也使民主和法治理念在全民不断地普及和提高 。全
民的民法意识，即契约观念、权利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空前增强； 宪法意识，即公民的主体观念、参
与观念、表达观念、监督观念、控权观念逐步树立和增强。同时在快节奏的市场经济秩序中 ，一部分人不
堪重负而寄托于宗教也不可避免 ； 因特网的普及使意识形态上的逐步多元化已不可避免 。 所有这些思
想意识领域的变化和发展，使国家需要用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宪法和法律去统一 、协调人们的
思想意志，规范人们的行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全民民主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思想基础，促进
了社会管理法治化进程。
二、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
模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经过经验的积累和升华，形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带有规律性
的定式。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就是人们在社会管理的法治实践中，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形成
用法治化方式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带有规律性的定式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高度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在
这一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是由国家通过中央政府垄断 ，并通过国家计划进行配置，公共利益随之进行
统一分配，而个人的利益完全交由以国家去关心和保障 ，在国家利益优先的条件下，个人利益绝对服从
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这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公认的观念和行为准则。 这种“国家本
位”的治理方式，伴随着特定条件下革命的热情和权威政治 ，强调形式上的公平： “大锅饭 ”，但牺牲了效
率； 经济始终处于物资的短缺状态，未能解决全国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小康社会。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不同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经济、
私有制经济、外国资本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平等发展； 资源的配置不再依靠计划，而
是依靠市场。但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国家资源配置的管理模式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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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了中央政府以外，地方各级政府也成了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贯彻者 ，享有公共事务管理资格的主
体，政府行使着对全社会一切事务控制和管理的权力 。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是建立在政府需要的基础上 ，
包括对经济指标和政绩的追求。 多年来，在法治国家尚未建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条件下，
“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习惯化 ”等问题日趋严重，以权谋利的政府趋利行
为，违背了政府是人民公仆的基本宗旨 ，严重地侵害了企业和公众的利益 ，损坏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同时，政府“职能无限，责任有限 ”的体制，不断扩容相应的政府机构、管理
部门和管理人员，从而导致政府机构林立、人员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高昂。 在“政府本位 ”体
制的支配下，政府直接面对大量宏观、微观的管理活动，出现了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因此正如邓
小平同志所指出的：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
定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
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
［3］
事情。” “政府本位”的管理体制追求全能而效率低下 ，控权缺失而导致腐败，与民争利而失去公平。
社会治理经过了“国家本位”，面对着“政府本位 ”，其问题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找到一
种新的治理模式，使之与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相适应。
“社会本位”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治理社会的模式 ，它是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治理方式。 社会本位要建
立“委托———代理”模式。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是人民的代理人，是人民的公仆；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人民通过法律赋予的职权 。政府
职权即责权，是不能放弃、抛弃，必须要依法履行的； 所以政府职权首先是义务，它要通过为人民、为社会
服务而实现。政府在经济、社会与管理活动中，首先必须考虑公民的利益，也就是追求公民利益的最大
化，同时必须保障公民的意志在整个社会管理中的决定地位。“社会本位 ”的社会管理模式还需要建立
法律的权威，社会要靠法律来维系，因为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制定、反映人民群众共同意志和利益的行
为规则，这是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真理、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 其他任何思想、任何学说、任何行为规则有
其群体接受的局限性，而不可能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 ，都不能替代全社会认同的法律。 因此，
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是至高无上的。“社会本位”的治理模式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强调公开、公平、公正
的社会秩序，追求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
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本位”的社会管理法治化治理模式就是要使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 ，在社会管理过程
中得到普遍地贯彻实施； 真正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包括管理社会的主体。 那
么，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
第一，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和机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民主
国家的基本制度，要真正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落实在具体的制度上，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市民和村民是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管理最重要的主体 。市民和村民对社会管理要通过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体现出来，也包括广大市民和村民通过各种组织 ，如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社区组织、
行业组织、职业组织等直接参与社会管理。 这一社会管理的内容不仅是事务性的，而且应当是决策性
的，如问责、听证、巡访、公益诉讼、法规制定等，以及市民和村民对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包括对政府的有
效监督等形式加以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对当时西方的市民社会极为赞赏，认为市民
社会能使人民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 ，并能以市民的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 。
第二，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有效的控权 。从人性的弱点和权力的特性来说 ，必须对
国家各级机关行使权力有效地控制 ，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
［4］
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
［5］
胡锦涛也指出： “没有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 从
权力授受关系来讲，权力控制具有必要性，因为： 一是权力授受关系实际上是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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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状态，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实体 ，二者之间的利益差别导致了权力使用者能否按照
所有者意志在正确的轨道上行使权力处于两可之间 ； 这样，权力所有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就不能对
权力运行不管不顾、听之任之，而必须加强对权力行为的控制和引导 ，使之朝着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向前
进。二是授受关系本身意味着权力所有者有资格制约和监督用权者的一切用权行为 。 在授受关系中，
授权者只是暂时性地让渡了权力的使用权 ，并非所有权，他有权力对一切用权行为实行必要的监控 。
法律控权本身是一种制度架构，权力控制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从以往的实践看，这种途径
大体上有两种： 一是权力制约，二是权力监督。两者各侧重于不同的角度并相互作用，以确保权力运行
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社会管理法治化，就需要运用人民的权利去控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的运用 ，不仅是
在国家权力行使上建立互相制约和监督的制度 ，而且广大人民要充分运用多种参与形式，包括运用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以避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 ，违背人民的意志，损害
人民的利益。
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原则是事物的本质，是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生规则。从认识论上说，原则是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的准则。基本原则是事物本质的核心部分 ，是事物所有原则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则，它的存在
决定着事物其他原则的性质、方向和程度。基本原则也是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最重要准则。 因此，在
阐述社会管理法治化问题时，确立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尤为必要 。
第一是民主化原则。民主是在一定民众的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
事务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民主化原则要体现 ： 社会管理的最重要主体是广大市民和村民 ，广
大市民和村民要参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 ，包括事务性管理和决策性管理，行政性管理和专业性管理，社
会性管理和政治性管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民主化原则还要体现广大市民和村民在社会管理中运用人
民的权利和自由去控制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 。
第二是社会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社会化原则是，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市民和村民能解
决的事情，由社会组织、市民和村民依照法律规定加以解决 ，尽量减少国家机关的介入和参与。 社会管
理法治化需要有高度的社会自治 ，并逐步培植大量的非政府性社会组织，如社区自治组织、行业自治组
织、职业自治组织等。发达的社会自治能最充分体现市民 、村民的意志和利益； 并以最低成本、最有效地
满足民众的大多数公共品需求，同时也为政府权力划定一个界限 ，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
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社会化原则，还需要改变政府职能，政府要成为服务政府。政府通过为社会提供
良好、及时的服务，从而履行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职能 。这些良好、及时的服务通常包括： （ 1） 公共安全服
务（ 公安、消防、民防等防灾救灾） ； （ 2） 公共设施服务（ 文化、教育、卫生、康乐、休息等设施完好 ） ； （ 3） 公
用事业服务（ 交通、能源、电信等） ； （ 4） 公共福利服务 （ 对弱者、失败者和生老病死的救助 ） ； （ 5） 公共卫
生环保服务（ 防疫、保健、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 ； （ 6） 公共关系服务 （ 保障众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如行业
协会、社区自我管理及优质服务） ； （ 7） 公共信息服务 （ 准确、及时、全面公布法规、政策，并提供咨询 ） ；
（ 8） 公共经济服务（ 在本城区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商贸的政治保险，以及对本
地产品的大力宣传介绍） 。总之政府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产力发展环境、良好的社
会保障环境。
第三是科学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科学化原则，就是社会管理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积极
探索和掌握社会管理的客观规律 。这一科学化的原则实际上与民主化的原则是紧密结合起来的 ，即科
学化要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和机制上面 ，要建立在实现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基础上 ，并做到程序
公正。社会管理法治化的科学化原则具体包括 ： 社会管理决策科学化、计划科学化、组织科学化、指挥科
学化，并注重法治化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使社会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
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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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社会关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
社会稳定。
第四是长效化原则。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长效化原则，就是社会管理中依法贯彻持续性的管理目标 、
持续性的管理行为、持续性的管理效果。具体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长效管理是源头导向的管理，即从
问题的源头找原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社会管理方式，从体制性源头、行为性源头、
发展性源头等诸方面查找问题的原因 。第二，长效管理是目标导向的管理，即以实现具体目标为方向的
社会管理，目标为总目标和分目标，层层推进目标的管理。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投入为导向的管理，注重
的是投入； 目标导向的管理，注重产出，目标的实现。第三，长效管理是强调日常控制的管理，即注重社
会管理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有突击整治，但不以突击整治为管理的常用手段，而仅作为常态管理中应急
状态的补充。第四，长效管理是系统过程的管理，即对社会管理的时间系统、空间系统和程序系统进行
全程控制，时间上有阶段性目标，空间上也有阶段性目标，并注重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建立公开、公
平、公正的社会管理机制。第五，长效管理是局部朝全局发展的社会管理 ，即社会管理要从局部开始，集
中力量从点到面； 而不是全面铺开，从面到点； 前者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后者可能漫无边际，顾
此失彼。
五、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
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协同性关系是指法治化社会管理的各个要素有机结合 ，彼此作用，互相影响，产
生整体效益的最佳化。
第一是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社会管理立法要着眼于执法和守法的现实性 ，即立法要与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相协调，与执法水平和守法意识相适应； 立法必须注重健全和完善百姓身边
的事关民权和民生的法律，使这些法律真正地走进百姓生活 ，惠及百姓、给百姓幸福感，使百姓认识到法
律就是我的权益，法律就是我的幸福生活，法律就是公平正义，从而促进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
追求、对法治的向往。社会管理执法要遵循立法的原则和宗旨，并考虑守法现实的实际情况，即在“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础上做到正确、合法、及时，同时尽量体现合情合理； 执法在方法上，
要柔性与刚性结合，即情理与强力结合，并体现有原则的适度的宽容； 执法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同等
重要，在执法中要恪守程序合法。守法既要遵循立法的精神和宗旨，又要考虑执法的立场，即做到自觉
遵法、自觉守法、配合执法。
第二是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会管理的协同性关系 。要处理好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参与社
会管理的协同关系，必须建立市民和村民是社会管理最重要主体的体制 ，建立服务政府的体制； 市民和
村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政府则通过市民和村民的授权，来维护市民
和村民的共同利益； 两者对社会管理协调一致。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参与社会管理强势，市民和村
民参与社会管理弱势。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面临管理空间问题 、组织机构法律地位问题、自治
组织自身发展机制的培育问题，以及社会自治意识的缺乏等问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国家有必要通
过法律，开放社会自治空间，如开放社区范围、公益范围、专业领域范围管理事务； 并制定社会自治的制
度框架，从法律、道德、行规、习俗等方面保障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 同时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识，从小树
立： 必须依靠自己去管理自己，并克服生活中的问题； 对政府，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 。
第三是行政、经济、教育、法律等社会管理手段的协同性关系。 法治化的社会管理不能依靠以往那
种以单一的手段包打天下的做法 ，而是需要将技术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诸种手段进行综
合运用，唯有这样，才能进行现代化的社会管理，才能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 技术手段是运用包括信
息技术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社会的方式 ； 行政手段是政府运用行政职权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的社会管理方式； 法律手段是全体公民、社会组织和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通过各种法律 、法规的制定、实施
和遵守来管理社会的方式； 经济手段是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依据客观经济规律 ，运用价格、工资、税收、
投资、奖金、罚款等经济杠杆，影响和调节各类社会行为主体的管理方法 ； 教育手段则是通过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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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市民的宣传教育普及法律和科学知识 ，促进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众对社会管理的积极参与 。上述
技术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是刚性的手段，经济和教育的手段是柔性的手段 ，两者结合，刚柔相济，知性
适度，就能使社会管理法治化工作效果更好 ，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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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
Jiang Xiaowei
（ Law School，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 embodies China’s basic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s
“rule of law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ruled by law”in respect of social management ． It h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ses． The mode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 is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standar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 is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and the
mechanism，in which citizens and villag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ain bodies of social management，and to
control the rights of the state organs and functionaries of state organs effectivel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include the democratization principle，the socialization principle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the long-acting principle． The cooperativity relationships of rule of law in social management include the cooperativity of legislation，law enforcement and law abiding，the cooperativity of the citizen，the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anagement，the cooperativity of administrative
means，economic means，educational means and legal means and other social management means．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rule of law； basic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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