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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全方位综合

联动改革中其他领域改革的关键枢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基石。这是由于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

的关键是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的界定，而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的界定，

关键靠法治。在“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大基本制度安

排中，“法规治理”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制度安排。因此，法治改革与

其他领域改革之间具有很强的动态互动内在逻辑关系。在全部领域的改

革中，法治改革先行是其他领域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

目标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法治改革、完善立法，才能使各个领域的改

革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如果法治改革不推进，必定会严重影响其

他领域的深层次改革。

法治：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田国强

摘要 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全部领域的改革

中，法治改革先行是其他领域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

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

域的改革上，法治改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严重滞后，实质

法治更为滞后。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无法长期良

好运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法治。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大局中，迫切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力量，以此形成“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改革势态以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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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全局

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专门用一个章节论述“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并将改革和法治同时

向“全面”的层次升级，一方面是“全

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将“法治”

的至关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

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

济领域的改革，法治领域的改革常常处于从

属和被忽视的地位。过去30多年中国的法治

发展受制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结构和经

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法治状况只能随着外部

环境起伏，而外部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

改革的方向和力度。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尽

管在中央文件和媒体中屡被提及，但法治改

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较为滞后，实质

法治也相应滞后，具体执行同样遇到种种困

境①，影响到了其他领域的改革，由此难以

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的

全方位联动改革和综合治理。

法治的市场意义

法治②为什么至关重要？一个好的法

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

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③。市场的本

质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必要

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

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

政府，一个有效政府首先得是一个有限

和定位恰当的政府，因此，政府职能转变

成为关键。市场有没有效，关键取决于政

府职能的有效界定，其定位需要由法治来

规范化、有序化、制度化。“无为而治”

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基于法治的政府

治理，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无为而

治”的法治经济。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

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良好运行

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

法治。

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法

制，而在于法治是否建立在民主基础之

上，民主是中国跳出兴亡历史周期律④的

必由之路。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

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是和谐社

会的本质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将市场提高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的地位，但当前中国市场化严重不

足，在制度上有许多限制，再加上政府本

不应该有的权力过多，市场活动往往受到

权力干扰。前者要求在立法上改革现有制

度，后者则要求完善执法和司法体制，建

立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两者都呼唤法治

体制的建设与改革。

法治的两个主题是限制政府权力和

赋予公民个人权利，界定和划清公民权利

和政府权力的边界。其首要作用就是制约

政府的行为，约束其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

预，限制政府的权力就是为了保护市场不

受“看得见的手”随意干扰。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

本特征在于其制度的基础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也就是依法治国，这是现代法治

社会和传统法制（封建法家）社会的本质

根本差别。在传统的法制社会状态下，政

府及其领导者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独立

于法律的权威之外，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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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⑤。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理

念，就说明中国在封建主义时期不是法治

社会，最多只能算是法制国家。为什么要

强调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

制度的根本制度基础，主要用来约束政府

以及个人的行为。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

制约和约束，独立的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

就没有根本的保障，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

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法治还要赋予公民个人权利，

同时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

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维护市场竞

争。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合同要

得到执行，财产要得到保护。保护产权，

就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能掠夺别

人的财富。有了法治，产权就能得到保

护，人们就会把自己的资源和精力全部投

入于创造财富，经济才能发展，整个社会

才能走向富裕。⑥因而，一个国家经济长远

发展的保证就是依法治国。

与此同时，法治与民主政治也是密切

相关的，是民主深化发展的需要。邓小平

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

入义胜时就曾提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

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

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⑦如前

所述，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

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民主制度的不

健全往往会带来法治上的欠成熟。当前，

中国还是一个关系社会，而不是一个契约

社会、法治社会。其根源是政府的触角无

所不至，过度干预经济，使得规则让位于

“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市场制度

还不是非常成熟。

那么，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靠分

权（或放权），分权保障了一定的民主。

具体来说，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分权，上下

级政府之间的分权，政府和民间的分权，

以及民间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人之间的

分权，即不让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

利益集团手上。分权对保证民主非常关

键。为什么要分权呢？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和个体逐利。由于经济社会活动方面的信

息是不对称的，因而往往需要采用分散化

决策的方式，再加上个体的自利性，为了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需要给予人们尽可能

多的自由选择权。⑧

只有民主与法治、分权相结合，实

行宪法政治，才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支

配。只有重视大众对政府的监督，用制

度来约束政府及其领导人，才能彻底解

决长期执政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

体制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

实行市场经济，其经济绩效和社会效果会

有非常大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

于，有些国家在体制转型的系统中，其他

体制改革难以满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

和支撑，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治环境、民

主制度，权力过于集中，陷于权力设租、

寻租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中难以自拔。

所以，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

大量减少直至消除政府角色越位和错位的

现象。建立有限政府，关键是要让公权力

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次发展和矛盾问题

的不断涌现，法治建设正变得日益紧迫，

成为中国顶层设计中的刻不容缓的议题之

一，随之而来的还有如何让法治落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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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筑牢中国梦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十年“文革”

梦魇的中国，开始重新擎起民主法制的旗

帜，对过去否定法律、轻视法律、以言代

法、有法不依、政策就是法律等错误思

想和做法进行系统纠偏。尽管还没有上

升到现代民主法治的高度，但是与改革

前极度扭曲的国家治理体系相比，无疑

已经有了质的转变。1979年，中共中央

在《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

实施的指示》中强调，刑法、刑事诉讼法

等7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

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

标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

的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法治”这一概

念。自此以降，中国的法治建设走上了

一条崭新的道路。

首先是宪法核心统帅地位得到彰

显。宪法是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

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现行宪

法颁布于1982年⑨，数亿人参加了对新宪

法草案的讨论，这也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

部公开表决结果的法律，其后又经历了四

次修宪，内容涉及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

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

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尊重

和保护人权、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

识的不断深化⑩，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成功

经验肯定下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民主

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如同习近平2012年12月在现行宪法颁布30

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的，“宪法的生命在于

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不

仅是一个文本，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其

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对超越宪法和法律的

特权的约束等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真正落到

实处，那么法治还是空谈。

其次是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建立健

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的

法治方针，而其中有法可依则是改革开放

之后填补法制空白或盲区的首要方针，由

此进入了一个立法爆炸期。据统计，截至

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

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

规8600多部，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这还是2009

年国家对法律法规全面清理之后的数

据，其间全国人大废止了8部法律、国务

院废止了7部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

委会废止了地方性法规455部。 这里就涉

及两个问题：一是法律是不是越多越好？

不尽然。当法律干预了不该干预的领域，

如过多地介入个人私域，反而可能会造成

人们的行为扭曲。二是法有良法、恶法之

分，只有基于善法之上的治理才是真正

的法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

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法治应包含两

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

良好的法律。”

第三是政府依法行政得到一定推

进。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最重要、最核

心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这一定位

的确认越来越明晰。1999年，国务院就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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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

定》，将依法行政界定为依法治国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明确了建设廉洁、勤政、务

实、高效政府的内在基本要求。2004年3

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

任务，并争取10年内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2008年2月，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

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遵

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

2010年11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加强

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然而，三令五申

的背后则是法治政府建设进度的迟缓：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

干预过多，公共服务比较薄弱；政府机

构设置不尽合理，部门职能交叉、权责

脱节、效率不高、效能不好；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未得到

有效遏制。

第四是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推

进。一般认为，在法治结构体系中，立法

“分配正义”，行政“运送正义”，司法

“矫正正义”。 司法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正

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维系着社会的公

平正义与稳定和谐。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

“推进司法改革”，其后在历次重大决议

中都可以看到有关表述，十六大提出“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提出“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作出

了更为全面的司法体制改革部署，涉及司

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人权司

法保障制度，等等。不过，目前看来，我

国在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

法公信上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

历史与国际视角下的法治建设启示

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从李悝著《法经》到

商鞅变法，法家思想逐渐成为主导的治国

理念渊源。所谓“汉承秦制”、“百代皆

行秦政”，这里的秦制、秦政，很大程度

上就是法家之制，特别是商鞅变法形成之

制。尽管作为一个改革者商鞅连自身的性

命都不保，但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

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

解篇》）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意识到，如果

新法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那么贯

彻执行起来就势必会遇到重重困难，于是

通过“立木取信” 和“刑太子傅” 这一

赏一罚，很快就树立起了政府的威信，保

证了新法令自上而下在官员、百姓中的顺

利推行。

在商鞅之后，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则提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

制治理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颁布的

法令、政策、制度，赏罚都要以之为据，

通过严刑厚赏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

则和规范。并且，要做到“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术，就是国君通过

分权制衡来统御群臣的权术，法和术必须

结合起来。势，就是国君所统治所依托的

权力和威势。韩非子认为，要推行法令和

使用权术以实现变法强国，必须依靠和利

用权势。商鞅之所以在国君更替之后落得

车裂结局，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势已去，原

有的皇帝不在了，又失去了新的中央最高

掌权者的支持，无法取势、树势、借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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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将改革引向深入，反而使其自身身陷

囹圄。

可见，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对于秦

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

国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

所一再仿效。中国的统一和国家统治体

制的建立，可以说是法家的功劳。封建时

期的中国其统治管理体制没有多大变化，

从而就有了所谓“百代皆行秦政”，甚至

在现今中国的行政体制里还留有很深的烙

印和痕迹。然而，法家的思想有一个最大

的问题，就是只看到了人在争权夺利时的

残酷，而忽略了血缘关系对人的情感和

行为的影响。其实，任何动物都有两重

性，既有残酷争夺的一面，也有舔犊之

情。如果一味地用法家的思想，不考虑其

他制度安排，往往导致高压和强权，不

能形成和谐社会，这个政权是维持不了

多长时间的，因此秦始皇去世之后秦朝

二十年就结束了。尽管之后的每一个朝

代都在采用其基本的制度，但是还要吸

收其他的制度安排。

实际上，儒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各

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如果独尊一家、

单独使用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

相反，管子的思想则讲求综合，并用以

治，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

之以武” （《国语·齐语》）的综合治

理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其后的诸子百家的

学说都可以从管子这里找到思想渊源的原

因，后世李斯、萧何、桑弘羊、诸葛亮、

王安石、张居正等历朝名相，也无不从

管子的治国之道中汲取了思想力量。但

是，管子的综合治理思想对制度建设和

法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现代市场

经济环境中，要治好国，做成事，做大

事，人们必须同时采用法规治理、激励

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基本制度安排。

关于综合治理的思想，老子其实也谈到

了，也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需要指出的是，不能

误解老子无为而治的意思，不是要我们

完全不管，其前提就是建立团队，政府

要发挥作用，同时要建立规则，就是基

本的法律制度安排。

西方国家转型期的法治建设。西方

各国大多也曾先后经历过社会经济转型

的过程，其法治建设进程随之也发生了

深刻变革。这里，我们简要论述这些国家

不同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特征及其

启示。

一是在立法进程上，从私法到公法。

以美国为例，其社会经济转型最为剧烈的

时期大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与

中国当前所处的转型期较为相似），当

时的法治建设重点是保护财产权和个人自

由，健全市场竞争的法治要素。自罗斯福

新政时期开始，在其以救济（Relief）、

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为

核心的政策下，则形成了以《联邦紧急救

济法》（1933）、《国家劳动关系法》

（1935）、《社会保障法》（1935）等

一大批与公民福利相关联的社会法，开始

更加关注社会公平。但与此同时，以总统

为代表的行政机关的权力也日益膨胀，于

是作为保障私权不受随意干预和破坏而存

在的公法开始逐渐全面崛起。“二战”之

后，《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司

法审查法》（1950）、《信息自由法》

（1967）、《政府公开法》（1976）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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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颁布实施。

二是在权力分配上，限公权保私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

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里

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开始兴起，里根在

其总统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

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由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公民权利的

侵犯开始受到限制。同时，公民的基本权

利则从基本人身权扩展到经济、政治、社

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市场和社会的自治

力在此过程中从而也开始得到培育，大量

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等各领域的

维护私人和团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出

现。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公共权力的

分配也发生变化，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

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被进一步强化，

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相继建立司法审查

制度。

三是在行政改革上，破官僚优服务。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的行政管理

体制普遍陷入结构僵化的官僚格局，公共

行政改革被引入改革议程。如1978年美国

颁布《文官制度改革法》，首次用法律形

式确立政府文官的竞争择优机制，这对其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等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前面提到的《信息

自由法》、《政府公开法》及《联邦咨询

委员会法》（1972）等则赋予了公民对于

公共行政过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

公共服务开始成为现代政府职能的核心，

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各国法治建设和国

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无论是英

国1991年颁布的《公民宪章》，还是美国

1994年颁布的《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

标准》，都是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准的重要措施。

以法治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

时期，法治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并贯穿到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方位联动改革之

中，真正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而言，应该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法治改革和法

治建设。

加强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除

了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实施。宪法的生

命在于实施。第一，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机构中设立与其他专门委员会平

行的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律、行政

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

查。第二，可以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

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动态适应性，帮助

人们统一、深化对宪法的认识和运用，确

立宪法价值体系的共同基础。第三，应根

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稳妥地修改宪

法，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决议通过国家

根本大法固化下来、推广开来，通过宪法

的权威来确保改革不因政府换届或人员变

动而出现停滞或倒退。

推进民主立法，重塑公法价值。与

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相适应，立法工

作也应适时跟进，尤其要加强在社会、文

化和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并拓展

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立法的民主化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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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以便作出

公共决定。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

于市场的立法不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

而是宜粗不宜细，因为这里面是信息高

度不对称的，如果一个法律难以执行、

监督成本过大，那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相反，对于政府的立法则应该是越细越好，

因为政府的公共行政有巨大的外部性，所

以，随着中国政府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

务型有限政府转变，与之相应的公法建

设也要跟进。没有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法

制度体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难以

得到保证。

深化司法改革，保证司法独立。司

法独立是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第131条也对法院和检

察院之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作了明确规

定，如何真正落实到法治体系中去则需要

深入研究探讨。首先，要正确处理好人大

与司法、中纪委与司法、政法委与司法、

媒体与司法、公众与司法以及公、检、法

之间的关系，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能

够真正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权力。其次，

要正确处理行政与司法的关系，防止司

法行政化以及行政对于司法的干预，按

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

“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

管辖制度”，司法机关的垂直化管理将

斩断其与地方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输送纽

带。再次，要进一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

民主性和专业化，拓宽民众的司法参与渠

道，充分发挥司法在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

中的救济作用。

全面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一

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领导方

式和行政运行方式必须向规范化、有序

化、制度化、法治化转变，同时这个转变

要牵住“牛鼻子”，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第一，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

会《决定》要求，“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

度”，“完善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

为政府立法项目和行政决策提供法律咨

询。第二，要加强对现有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对于与简

政放权、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建

设不相适应的法规要及时予以废止，让

政府行政建基在良法之上。第三，要对

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进行分解、细化和量

化，将法治政府建设用量化的指标体系固

化下来，让法治建设也成为政绩，突破考

核体系的唯GDP主义。

结语：让法治深入人心

总之，中国要真正充分发挥依法治

国的全部优势，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多次强

调建设法治中国的原因。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大局中，迫切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力

量，以此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

下联动的改革势态以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

共识，也即是：由中央权威确定法治改革

的方向、方针、战略、愿景、整体方案的

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由立法机关来推动

法律法规的更新和完善，促进司法独立和

严格执法；同时，以社会公众的意志为导

向，以公众诉求和市场需要为基础，推动

自下而上的法治改革，让法治理念落到基

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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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例如，土地流转在十七届三中全会

的《决定》中就已给出，到现在还没有制

定法律条款来具体执行；教育经费投入要

达到GDP的4%，讲了近20年，直到上届政
府才基本上真正落实。

法治的对应英文翻译是 r u l e  o f 
law，而不是rule by law。十五大报告首
次提出“依法治国”时，官方翻译还是

用的后者。直到十七大报告开始，才正

式转为前者。

关于法治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详

见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

对于1945年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之

问，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

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

息。”民主能保证长治久安的这一论断给

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对法制与法治的详细讨论，参阅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Olson, M., The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对法治与市场的紧密关系的详细讨

论，见钱颖一：“市场与法治”，《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3期。此外，

法学界与经济学界这些年来曾有过多次对

话，如：2002年11月27日吴敬琏与江平在

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关于市场经济与法治

的对话，2010年7月24日田国强与季卫东

在“文汇讲堂”的对话。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

题”（1986年9月3日），《邓小平文

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法治、民主和分权三者之间内在逻

辑关系的详细讨论，见王一江：“国家与

经济”，《比较》，第18辑，2005年。

这部宪法并恢复了被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所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
等原则。对于这些民主法治基本原则和

价值的追认，也是现行宪法的生命力得

到保障的重要原因。其实，中国第一部

宪法性文件是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

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

年的《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内容上有

“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

组成。但是，由于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并

且其只是使君权宪法化而没有给人民带来

民主权利，所以终究阻挡不了满清政权的

灭亡大势。

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

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

和发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

规定转让。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

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

存在和发展。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

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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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

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

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公民的合法的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

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年，第152、153页。

参见余和平：“关于司法体制改革

的思考”，《民主法制建设》，2003年第

12期。

商鞅在国都集市南门外竖起一根三

丈高的木头，招募民众谁能把这根木条搬

到集市北门，就奖十金。百姓感到奇怪，

没有人敢来搬动。于是，商鞅将奖励标准

提高到了五十金。有人应召把木头搬到北

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

当时秦太子犯法，商鞅执法不避贵

势，对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施以刑罚，

在秦国引起巨大震动，由此上下都能奉公

守法。

这与我们所提倡的“待之以利、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三个制度安排也有一

定对应，但也有差异。

责 编／郑韶武

Rule of Law: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Tian Guoqiang

Abstract:Abstract: Leg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s of overall, important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serves as the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national system of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abilities. Launching legal reform firs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carrying out reforms 
in other fields in a standardized and orderly fashion and finally realizing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form. 
For a long time, people have been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 on reforms in the economic field. In 
contrast, legal reform and specific law-making lags far behind, and the rule of law practically lags 
far more behind. Without a good legal environment, the market economy can not operate well in the 
long ru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quires improve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deepening the reform, it is urgent to unite reform forces with the rule of law, so as to create a 
trend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support for reform and reach reform consensus that is as broad 
as possible.

Keywords: Keywords: the rule of law, market economy, reform,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