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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
及其运行机制

□　 陈柏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目前，关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政治命题，学术上的

论证还不够。 理论研究的贫乏，导致实践中法治社

会建设推进和评估的无体系性。 在此背景下，法治

社会建设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实践需求和理论意义。

一、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

　 　 １．法治社会的语义和内涵。 “法治社会”一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在学术期刊中被广泛提及，其含

义大体指有法制的社会，以区别于法制虚无的人治

社会。 “法治社会”的内涵和外延与“法治国家”“依
法治国”几乎一致。 法治社会的核心内涵是，公权

力运作系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具体而言，
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自我约束

的法治化。 首先，在行为上，社会成员普遍守法是常

态。 其次，在观念上，社会成员普遍相信法治。 第

二，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法治化。 首先，社会成员之

间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一律平等并得到法律的有

效保护。 其次，社会中平权型的自治关系盛行。 再

次，社会权力依法行使。 第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关系的法治化。 在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社
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应处于

法治框架之下，并为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法治化、社
会成员自我约束的法治化留下合理空间。

２．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关系。 讨

论法治社会的内涵，离不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三者关系的理性配置。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与法治社会共同构成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

分。 三者之间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 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体两

翼”：法治国家是 “体”，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

“翼”。 第一，法治国家建设侧重于全面依法治国的

顶层设计，关乎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法治架构，为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设定政治前提和体制基

础。 第二，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并行关系，前者为

后者提供充足的制度空间。 法治政府建设意味着对

政府权力和行为边界的明晰设定，也就意味着为法

治社会建设留下相应的空间；法治政府建设，通过体

制机制层面法治化的规范和设置，为法治社会建设

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 第三，法治社会承接法治国

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果，将它们体现在社会生活

中。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又是统一

的，它们从不同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者无法截

然分割。 良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可以为法

治社会建设提供优良的外在环境和有力的制度保

障；良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还可以为法治

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示范。 反之，如果没有良好的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也不可能是

完备的。

二、法治社会建设的具体背景

　 　 法治社会建设受制于具体的背景和条件，包括

国家动员能力、既有法律体系、社会治理基础、社会

矛盾态势等，它们对法治社会建设构成引导或制约。
１．国家动员能力相对弱化。 在市场经济时代，

国家直接行政管理和大规模社会动员减少，过去社

会动员所依赖的基础条件不断变化乃至消失，国家

动员能力相对弱化。 第一，国家与民众的传统连接

方式弱化。 第二，社会多元化削弱政府的动员能力。
第三，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还不健全。 第四，国家与

民众的社会组织中介不健全。 第五，以政府为指向

的众多诉求的挑战。
２．既有法律体系覆盖不够。 在当代中国法律的

作用尤为明显。 但在社会治理领域，既有法律体系

的覆盖率仍然较低。 第一，社会发展催生难以治理

的灰色地带。 第二，科技发展带来缺乏法律规制的

新兴领域。 第三，部门（法）壁垒制约国家回应法治

社会的综合性问题。 上述问题给法治的各个环节都

带来挑战。 从立法方面看，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新

领域、新问题、新现象、新行为在立法上还没有涉及。
从执法方面看，始终存在着执法主体职能的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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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解决问题需求的综合性的矛盾。 从司法方面看，
司法对一些新类型案件的处理，因缺乏经验而导致

处理失当或不统一，从而影响其社会导向作用。
３．社会治理基础与西方社会有别。 总体而言，

中国法治建设汲取了大量西方经验，但在法治社会

方面，中国有诸多特殊的背景、特质和需求，社会治

理基础与西方社会有别。 第一，中国缺乏西方法治

经验中的经济社会结构背景。 第二，中国法治的社

会心理基础与西方存在明显差别。 第三，中国缺少

西方意义上的宗教领域。
４．社会矛盾和非传统安全态势严峻。 社会成员

受益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造成了社会阶层与群体

的分化。 许多利益分化并不是通过正当途径产生

的，而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下造成的。 显然，社会矛盾

对法治社会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同时，非传统安全

态势严峻。 非传统安全是发生在军事、政治和外交

之外的安全威胁。 这些问题往往有突发性，缺乏明

显的征兆。 基于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防范，目前政

府对社会组织管理严格，基于安全而强调管理的模

式，可能进入了公民隐私领域，挤压社会主体的权利

和自主空间，对民众造成压力，与法治社会建设是有

张力的。

三、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引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

的目标指引。 透过设定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

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

作化。
１．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公众有序参与

社会治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素质和能力。 理

念、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因此需要充分赋予公众权利。 公众有效参与社会治

理，必须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程序制度以

及公众意见反馈制度的支撑，目前我国这三大制度

在权利赋予和义务设定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
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

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 因此，应当

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

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

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

参与平台。
２．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 良性的物质

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 社会

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

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

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

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良性的物

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
这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法律服务制度完备。
二是法律服务资源均等化。 三是法律服务队伍素质

过硬。 四是法律服务运行机制通畅。
３．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 基本公共服

务是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

服务。 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

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 政府既要投

入财政资源，更要动员社会资源，调适基本公共服务

资源的供求。 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

面对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

竞争与协作。 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 三是民众

的合作。 四是供给与需求的对接。
４．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 社会组织是

科层体制的政府体系和利润导向的企业之外的第三

种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中，可能弥补“政府失灵”
和“市场失灵”，形成一种多元协同治理的格局。 法

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
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政府与社

会组织的职能有所区分，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

的权利与职责，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并承担服

务职责。 社会组织对内依据章程建立民主的治理机

制，对外依据法定权利活动，并建立高度透明的信息

公开制度，增强社会公信力。 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
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 第一，以盈利

为目的的商业倾向。 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

钱。 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

工具。

四、基层：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

　 　 基层是国家政权与社会接触的一线，是国家权

力的末梢，是民众进入政权体系的入口。 因此，法治

社会建设应着力于基层这一主要场域。
１．基层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场域。 法治社会

建设在基层落地。 中央可以构建法治基本框架，并
通过政权体系推进，但其效果主要在基层体现出来。
法律实施的效果也体现在基层。 法治体系的矛盾在

基层显现。 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规范与

社会现实的冲突。 二是不同的法治部门之间的冲

突。 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相对落后。 基层干部在

治理工作中亟需走上法治轨道，提高法治素养，发挥

带头作用帮助群众树立法治观念。 社会转型带来的

大量社会矛盾在基层凸显。 而基层往往又缺乏解决

问题的制度规范，导致一些问题久拖不决，或无法从

根本上得以解决。 目前，基层法治基础较为薄弱，因
此容易获得突破。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无疑是现实

性很强的进路，对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战略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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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层特质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制约。 法治社会

建设的需求来源于社会本身，因此，需要理解基层社

会特质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制约和挑战。 第一，基层

社会的人际关系带有前现代色彩。 人际关系密度

高、先赋性强、回避性弱，给法治社会建设带来制约

和挑战。 法律在社区、社群中会有更多的溢出意义，
牵涉到社区团结、社会稳定、法律权威等。 第二，基
层社会是资源匮乏的“拥挤”社会。 由于基层社会

缺乏制度性装置来明确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边界，
如何让人们接受权威的判断，更是难题。 第三，基层

社会事务具有不规则性。 法律规则对基层社会事务

强行的“格式化”，势必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耗费

更多的社会资源。 第四，基层社会事务难以完全纳

入科层体系。 基层社会事务与科层体制不匹配，不
同部门对那些不匹配的社会事务，在执法有收益时

可能争相管辖，在无利时可能互相推诿，严重时还可

能互相拆台。
３．基层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事务。 法治社会建

设，基层是主要场域，需要面对基层社会的事务，主
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社区治理秩序。 新形势下的城

乡社区治理，需要在自治框架下回应多元利益诉求，
保障居民的主体地位，激活基层社会组织的活力。
法律应当赋予村民、居民、村委会、居委会、各种社会

组织以权利，激发民众参与社会治理。 第二，街头管

理秩序。 街头空间是城市社会问题的汇集地，需要

执法体系、社会组织、民众等多方面联合用力。 社会

组织在街头管理中可以减少体制性资源依赖，减少

执法冲突和执法暴力。 第三，土地房产权益事务。
第四，基层民生保障事务。 当社会福利服务属于

“补缺型”而不是“普惠型”时，基层民生保障事务的

处理就有很多弹性的空间。 第五，基层纠纷解决与

法律服务。 基层纠纷解决与法律服务，意在解决利

益分化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和

纠纷，在个体层面上保障公民权益，在整体层面上推

动法治社会建设。
４．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基层社会组织包

括多种类型。 一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二是内生

型民间组织。 三是外生型民间组织。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主要任务是办理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

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执行法

律和政策，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它有民

主和参与功能，管理和服务功能，协助执法功能。 基

层民间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弥补公共品供给的不足。
其次是充当社会安全阀。

五、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及其整合

　 　 法治社会建设，最终成果体现在全民法治观念

的增强，懂法守法成为日常生活习惯，建设过程有赖

于各种社会主体和力量。
１．政府的角色与责任。 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合

作、多元，在不同场景下，政府可能是法治社会建设

的执行者、合作者、服务者、监管者等。 政府与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治理工具也是多元的。
体现在：首先是管理社会组织和个人，履行传统的行

政管理职能。 其次是调控公共服务供给。 最后是引

导社会健康发展，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政府负有多种

责任。
２．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为。 社会组织在法治社

会中承担了诸多重要功能。 第一，承载民众的社会

关系和社会资本。 第二，充当社会秩序的衍生平台。
第三，供给公共领域的运行机制。 社会组织在法治

社会中有其作为。 一是在社会角落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从细微处培育民主和法治素养。

３．企业的角色与社会责任。 企业在法治社会中

有着多元角色。 一是民主管理和权益实现的重要平

台。 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治主体。 三是法

治宣传和法律实施的协助者。 法治社会对企业提出

了要求，主要体现为社会责任约束。 企业的社会责

任，体现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公益慈善事

业、反腐败等多方面。 法律应当从企业收益的角度

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形成良性反馈。
４．律师的角色与作为。 律师在法治社会中充当

了重要而多元的角色。
５．法治社会建设重要主体的分工与整合。 法治

社会建设，要求在有机的法治理想之下，合理定位不

同主体的角色，并进行明确的制度赋权。 对法治社

会各重要主体的制度赋权，应当从总体上着眼于法

治社会建设，做到既有利于重要主体在法治社会中

的分工，也有利于它们的有效整合。 法治社会建设

的各重要主体，应当享有互相监督的职责和权利。
这既有利于各社会主体的权益实现和能力发挥，也
有利于整合各种力量从整体上服务于法治社会建

设。 政府应主动发挥统筹作用，促使各重要主体共

同应对问题。 企业、社会组织、律师等社会主体存在

分散化、微弱化、相互适应差、相互聚合难等问题。
对此，政府主动发挥统筹作用，应成为共识，也应成

为政府的职责。
综上，法治社会建设源自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政治命题，是执政党的主动选择，也是经

济、社会、法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其深厚的时代背

景。 本文尝试对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

机制做体系性研究，界定法治社会的内涵和外延，梳
理法治社会建设的具体背景，明晰法治社会建设的

主要目标，并从主要场域和重要主体两方面探究法

治社会建设的具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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