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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双重领导与多任务性：中国乡镇纪检监察
组织监督困境的实证研究

刘诗林　 李　 辉

【摘要】作为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核心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在中国政治的演变
和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以往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苦于资料的缺乏
而无从深入。论文使用对乡镇一级纪委书记的调查问卷作为一手实证资料，对
纪检监察机构在中国乡镇及以下的治理单位中监督职能的实际执行状况进行了
深入分析。论文研究发现，乡镇一级纪检监察组织对于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
成员和重要事项的监督都存在一定的漏洞，造成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员
和资金的缺乏，而是制度设计上的双重领导体制和基层监督组织的“多任务
性”。论文研究表明，目前对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两项改革———突出主要业务和
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是提升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能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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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村基层政权作为我国政权序列的最基础部位，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
会，并代表着“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治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实际“作为”；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
是主要通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与“国家”发生各种关系。甚至在农民看来，农
村基层政权组织就是他们通常所指的“国家”。因此，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行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关乎国家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其地位和作用非常
重要，是其他政权组织无法替代的。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基层违纪违法案件
易发多发。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农村
基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分别为２９ ５００件、５万余件、５ ８５万件①，２００９年和
２０１２年的相关数据没有公布，但实际上也在６万件左右，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可以说，农村基层较为严峻的腐败形势，和与之相伴的干群矛盾增大、群体性
事件频发等问题，对我国基层政权的稳定性造成了一定威胁。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党和国家在乡镇一级对基层干部的监督行为的研
究却十分匮乏，尤其是使用一手实证资料的规范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状
况使得学界很难理解为何中央难以控制中国基层政权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乡镇
纪检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和纪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助乡镇党委开展
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保证。乡镇纪检组织的职责行使状况直
接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行质量和农村基层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
对乡镇纪检组织的职责履行状况特别是监督职能的行使状况进行研究，找出制
约其监督能力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本文通过对１１个省份７００名左右的乡镇纪委书记的调查问卷，揭示在基层
执行监督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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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新华社２００９年０１月０４日载文《述评：十七大以来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气
象》、《中国纪检监察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载文《二○一○年全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综
述》、《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０１月０８日载文《２０１１年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
设》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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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将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二部分，对中国反腐败尤其是纪检
监察机构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梳理了乡镇纪检组织的简要历史沿
革和发展现状；第四部分，利用我们所搜集的问卷结果分析乡镇纪检组织监督
职能的执行困境；第五部分，对影响乡镇纪检组织执行监督职能的原因进行分
析；最后是我们的结论，造成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员和资金的缺乏，而
是制度设计上的双重领导体制和基层监督组织的“多任务性”。我们的研究表
明，目前对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两项改革———突出主要业务和加强上级纪委对
下级纪委的领导———是提升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能力的重要举措。

二、中国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反腐败：理论背景

当代中国腐败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现状是，对腐败问题本身的探讨和解释
相对比较充分（Ｇｏｎｇ，１９９４，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Ｋｗｏｎｇ，１９９７；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９７；Ｌｉｕ，
１９８３；Ｌü，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ａ，２０００ｂ；Ｍａ，１９８９；Ｍａｎｉｏｎ，１９９７；Ｒｏｃｃａ，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Ｓｕｎ，１９９９，２００４；Ｗｅｄｅｍａｎ，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Ｗｈｉｔｅ，１９９６；过勇，
２００７；何增科，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胡鞍钢，２００１；倪星，２００９ａ，２００９ｂ）。相比较
而言，对于中国目前反腐败策略的研究则比较欠缺，尤其是规范、严谨地的实
证和经验研究就更是乏善可陈（倪星，２０１１）。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反腐
败和监督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条路径上：一是对于中国反腐败策略的研
究，认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过于局部化和掺杂运动色彩，缺乏法治化和常规化
的治理策略；二是对于中国反腐败核心机构（纪检监察机构）的研究，认为反
腐败机构的制度设计是阻碍中国有效遏制腐败的根本原因。

曼宁认为，中国的反腐败绩效之所以提高缓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一直以
来采取的是一种“运动式强制”策略（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ｓｔｙｌ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这意味着：
“腐败控制，在１９９６年，和之前一样，在本质上是政治的而不是按照既定的规
则打击腐败犯罪。”（Ｍａｎｉｏｎ，１９９７：４６）。从相似的观察视角，奎德（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Ａ． Ｑｕａｄｅ）使用从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的数据检验了反腐败运动与经济紧缩之间的关
系，发现反腐败运动主要是用来抑制经济过热而不是打击腐败本身（Ｑｕ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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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李辉的研究则表明，在中国目前的运动式反腐中，“清理式治理”成为
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李辉，２０１０，２０１３）。本文的研究是对第二条路径的一个
延伸和细化，笔者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常规化的腐败治理，恰恰相反，所谓运动
式治理的色彩目前越来越淡化，因此目前对于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研究，需要集
中在第二个问题上，即为什么目前对于腐败问题的常规化治理效果不好？要回
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反腐败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实际运作状
况的进行充分研究。

公婷分析了中国目前的纪检监察制度在打击腐败中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存在
的问题（Ｇｏｎｇ，２００９）。公婷认为，目前的纪检监察制度存在两个制约反腐败绩
效的难题。首先是由于双重领导体制带来的“结构悖论”，对于地方纪检监察机
构来说，要同时受到地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检监察机构的双重领导，这使得地
方纪检监察机构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条块冲突”的困扰。其次是道
德约束的困境，以党的“纪律”为蓝本的反腐败行动，其对腐败的定义更为宽
泛，经常会用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党员干部，而在市场化过程中，高度的道
德纯洁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提升其成员的道德水平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
是非常困难的任务。马国泉认为中国目前监督机构的能力受到“双重忠诚”问
题的限制，即既要忠诚于党的领导，又要忠诚于本机构自身的职责（Ｍａ，
２００９）。但是无论运动式治理／清理式治理，还是制度设计的困境，都只能反映
中国反腐败的某一个侧面，远远不能涵盖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全部内容，还需
要更为扎实的实证资料来反映具体的反腐败机构在腐败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和困
境。然而正如公婷所说：“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打击腐败这一生死存亡的斗
争中的关键部门，却被证明是目前中国政治研究中最为欠缺的一块” （Ｇｏｎｇ，
２００９：６４）。

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聚焦于纪检监察机构自身
的履职能力与反腐败绩效的关系问题上。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的探讨上：一是
纪检监察机构总体职能定位问题：高波认为，要改善和加强纪检监察功能，关
键在于从“非常态处理”到“常态化建设”的转变（高波，２００７）。过勇通过
基于省纪委书记职业背景的实证研究表明，纪委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是
影响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能力的重要因素（过勇，２０１２）。王希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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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则关注纪检监察机关与其它党政部门的合作关系对其职能发挥的影响，认
为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
转变，即纪检监察机构越来越多地需要与其它部门相互配合与协同治理才能发
挥反腐败的作用（王希鹏、胡杨，２０１４）。

二是基层纪检监察机构的干部素质与队伍建设问题：关于基层纪检监察机
构的许多文献都把问题指向了干部队伍的人员素质问题（何顺，２００８）。刘保华
认为，目前限制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发挥的主要阻力来自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力度
不够，以及纪检监察机关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等问题（刘保华，２０１１）。杨君同样
认为要加强纪检监察机构的履职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素质，
在队伍建设上突破。”（杨君，２０１１：４４）

三是基层纪检监察机构的“垂直化管理”和独立性问题。随着越来越多地
人认识到纪委的“双重领导”可能是限制其基层组织职能发挥的重要原因，纪
委是否会在垂直化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这方面
的实证研究虽然不多，但是黄兴生和吴智群则根据对莆田市基层纪检监察机构
“垂直化”管理试点的案例研究发现，垂直化虽然提高了纪检监察机构的独立
性，但是其职能发挥依然受到相关配套制度的约束（黄兴生、吴智群，２０１２）。

虽然对纪检监察机构自身职能发挥更为细节和深入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
实际上使用一手资料的严格实证研究依然十分缺乏，原因之一可能是缺少相应
的研究资源，难以获得相关数据。本文试图从位于监督机构末端的乡镇纪检组
织入手，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展示纪检监察机关在基层的治理策略和实际执行
过程。研究发现，监督乏力是乡镇纪检组织职责履行的主要困境，从人员、经
费设备、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对其履行监督职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双
重领导和多任务性的制度设计是制约乡镇纪检组织监督能力的关键因素。

三、变革中的乡镇纪检监察组织

（一）乡镇纪检组织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乡镇依政策可以设立纪委，但现实中基本缺失。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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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下文简
称“《决定》”）。《决定》规定，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县委均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须设置一定的工作机关，开展经常性的工作。
到１９５０年底，全国大部分地、县级以上党委都建立了纪委。对于县级以下基层
党组织，１９５０年中央纪委作出规定，设立党委的要设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纪律检
查委员，党的总支和支部要设纪律检查委员。我国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是区、
乡镇人民政府两级政权，或乡镇一级政府加县的派出机构（即区公所）同时并
存。直至１９５４年９月，我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颁布，才为乡镇基层政
权组织建设确立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唯一的一级政权组织，
原农村区级政权一律改为县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派出机构。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
“八大”规定，每个乡、民族乡和镇，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等，有正式党
员３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乡镇按党员人数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
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党员人数较多、成立了基层党
委的乡镇是可以设立纪委的。不过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这一时期，成立纪委
的乡镇非常之少。农村地区的“整风运动”、“三反”运动主要由县级党委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和县级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乡镇纪检组织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人民公社时期，乡镇一级纪检监察组织以人民公社监察委员会形式存在。
１９５８年开始，我国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化时期。根据１９５５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规定“成立党的
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的和地方各级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规定设
立人民公社监察委员会。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７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对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作出专门规定。主要内
容包括：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各级监察组织之间及与上级的隶属关系；人
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①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干部是不是违反国家的政策、
法令，是不是违反本工作条例的规定和社会代表大会、社员大会的决议；②检
查干部有没有侵犯社员的公民权利和社员权利，有没有其他违法、违纪的行为；
③检查本级和下级管理委员会、企业、集体福利事业的现金和实物的收支账目；
检查财务收支是不是正当，是不是违反财务制度；④检查徇私舞弊、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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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破坏公共财务的行为；⑤受理社员的控告、检举和申诉；
等等。这个文件还对人民公社各级监察组织的职权及成员作了其他一些规定
（刘宋斌，２００９）。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纪检组织进入缓慢制度建设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
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被撤销，乡镇一级监察机构也相应撤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乡镇政权形式才得到正式确立，各地陆续组建纪检组织，有的县还对乡镇纪检
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创新。１９８２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确立农村
基层政权为乡、民族乡、镇政权。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
发布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指出：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具有一定条件的集镇，可以成立镇政府。此后，乡镇作
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行政组织稳定运行。随着１９７９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恢复重建，地方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中
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委员会是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是设立
纪律检查委员，由它的上一级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党的总支部委员会和
支部委员会设纪律检查委员”，此规定至２００８年十七大新修订的《党章》都没
有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对于乡镇是否需设立纪委没有明确要求，由各县党委
决定。不过，随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综合改革、城镇化进程深入，农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和加强，各地陆续在乡镇成立纪委，
乡镇纪委覆盖率逐步提升。近年来基层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各地纪
委为了加强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对乡镇纪检工作方式和组织机构进行了创新：
有的地方施行了乡镇纪委案件分片联办机制或案件异地交叉查办机制；也有少
数地方撤销乡镇纪委，分片区设立乡镇纪工委监察分局纪检工作室等。
２０１１年至今，乡镇纪检组织的迅速发展与强化阶段。２０１０年，中央纪委颁

发的《关于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中纪发［２０１０］２６号）（下
文简称“《指导意见》”），对乡镇纪检组织的设置进行了规范，要求每个乡镇都
要成立纪委，并且从职能、人员、经费、设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省、
市、县也都出台了相应实施意见，加强了各地乡镇纪检组织的建设力度。同时，
很多地方的县级政府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２０１０年修正）》，根
据工作需要，向乡镇政府派出了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这一阶段，全国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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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组织的建设得到加强。

（二）乡镇纪检组织的现状

乡镇纪检组织包括乡镇纪委和行政监察室两个部分。乡镇纪委是经同级党
的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机构，在乡镇党委和县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
展工作。乡镇纪委由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组成。当前，我国大部分乡镇纪委设１
名纪委书记，１名纪委副书记，３ － ５名纪委委员。乡镇纪委书记要求由同级党
委副职一级的干部担任，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的要求设专职纪委副书记；由
同级党委委员担任的，其委员职务排序一般排在资历相同的委员前面。纪委委
员一般由乡镇纪委工作人员和基层站所负责人担任。有的乡镇在纪委委员之外，
还另有若干名纪委工作人员。

自十二大《党章》颁布到２０１１年《指导意见》出台，乡镇是否设立纪委主
要由上级党委决定，并无统一要求。各地结合自身工作需要陆续在乡镇成立了
纪委。特别是１９８６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开启，全国大规模撤乡并镇。很多个乡
镇在行政区划调整，重新组建政权机构的同时，设置了乡镇纪委。２００６年开始，
国家废除农业税，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应“村务公开、民主管理”、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内容不断增多、重要性进一步提
升，许多没有成立纪委的乡镇也都组建乡镇纪委。不过，这一时期也有少数地
方突破党章规定进行了基层纪检体制改革，撤消乡镇纪委并成立片区纪委。
２０１１年《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乡镇应当设立纪委”，对乡镇纪委建设起到了
明显的促进和强化作用，没有成立纪委的乡镇纷纷成立，撤销了纪委的乡镇也
逐渐恢复纪委，基本上使乡镇纪委实现了全覆盖。

乡镇行政监察室是在行政监察法新修订的背景下成立的。２０１０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
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
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监察，适用行政监察法”。这意味着，
乡镇基层站所的工作人员和村（居）民自治组织中的村（居）干部均成为了行
政监察对象。同时指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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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也相应提出“乡镇纪委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探
索对农村基层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实施有效监督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切实
发挥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促进农村基层干部依法行政，廉洁从政”。
据此，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很多地方在乡镇设立了行政监察室。在调查样本中，约
４０ ８％的乡镇设有行政监察室。

很多乡镇虽然没有设立监察室，但有县级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人员。从本
次调查所获数据来看，９２ ６％的乡镇有监察室主任，其中２０ ２％的监察室主任
为专职，７９ ８％的监察室主任为兼职。兼职的监察室主任由办公室、宣传、组
织、妇联、团委、基层站所的负责人、一般办事员兼任的情况都有，也有极少
数乡镇的监察室主任由乡会计兼任①。

四、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监督职能的执行状况

（一）资料来源

本文的实证资料来自对乡镇一级纪委书记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２０１２年
７ － ８月，我们得到了一个研究全国乡镇一级纪检监察机构履职状况的绝佳机会，
因为全国有１１个省和直辖市的大约２ ４００名乡镇纪委书记参加了在中国纪检监
察学院主办的培训班，我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乡镇纪委书记做一次关于纪检
监察机构履职状况的问卷调查。由于研究资源的限制，我们无法对全部２ ４００名
纪委书记发放问卷，因此我们决定抽取其中３０％比例的样本作为调查对象，也
就是大约７５０个样本。抽样的具体方法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根据事先确定
的比例（３０％），乘以各省（直辖市）实际接受培训的纪委书记的人数，得到
每个省（直辖市）内部的实际样本量；第二步是用ＥＸＣＥＬ，利用培训人员名单
列表，在每个省（直辖市）内做完全随机抽样，得到我们的调查对象。在剔除
拒访（因为在培训班上发放问卷，因此拒访率非常低）和信度非常低的问卷之
后，最后收集到了７００份有效问卷（表１）。

５１１

双重领导与多任务性：中国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困境的实证研究◆

①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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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回收之后，为了更充分地理解问卷反映的信息，我们与全国各地多个
县区纪检监察干部、乡镇纪委书记就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状况和乡镇纪检监察工
作中面临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且围绕“乡镇纪检监察工作经验交
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乡镇纪
检组织建设”等问题组织召开了１０余场的座谈会，每场座谈会均有１０名左右
的乡镇纪委书记参加。访谈资料补充了问卷中所不能展现的问题，同时也帮助
我们理解了问卷中的一些统计结果。

表１　 样本省际分布
省份 样本数 占总样本数百分比
重庆 ２４ ３ ４％

宁夏 ３４ ４ ９％
四川 １３０ １８ ６％
云南 ４８ ６ ９％
广西 ７１ １０ １％
海南 ６４ ９ １％
湖北 ６８ ９ ７％
河北 ８６ １２ ３％
山东 ６６ ９ ４％
江苏 ８２ １１ ７％
上海 ２６ ３ ７％
合计 ７００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乡镇纪检组织的主要任务

根据《指导意见》，乡镇纪检组织主要职责是：督促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决定在农村基
层的执行情况；协助乡镇党委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乡镇行
政区域内，开展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教育；对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和廉洁自律情况
进行监督；受理群众信访举报，调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案件；受理党员的
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指导所辖纪检组织的工作和村务监督机构的工作；
完成上级纪检监察机关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其中，监督职能是乡镇纪检组织
最为根本的职能。如果纪委的监督职能得到有效行使，就能减少、防止、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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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对于，乡镇纪检组织而言，如果能充分的行使好
监督职能，则能更有效防止农村基层腐败现象发生。

虽然相关文件规定了乡镇纪检组织主要职责，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项
职责却不一定能真正落实。我们主要对乡镇纪检组织开展教育、监督、信访、
查案、指导（所辖纪检组织的工作和村务监督机构的工作）① 等经常性工作的
情况进行了考察。从调查数据看，乡镇纪检组织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
育、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和调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纪案件等工作的情况较好，
超过９０％的乡镇纪委将这些项列为了重点工作。而监督职能的行使情况要差一
些，特别是将“对乡镇党委进行监督”列为重点工作的比例仅为４６ ６３％；而
在指导职能中，将“指导村务监督机构开展民主监督”列为重点工作的比例也
只有７２ ８８％ （图１）。乡镇纪检组织将“监督”列为重点工作的比例低，说明
了几个潜在的问题：其一，乡镇纪检组织对监督职能重视不够；其二，监督没
有具体载体和途径，难以显现；其三，监督在农村基层开展难度大，难以取得
实际成效。这些都表明，监督能力不足是乡镇纪检组织职责履行的主要短板。

图１　 纪委各项工作在乡镇纪检组织的落实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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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员权利这一职责在乡镇纪检组织层级行使得极少，
故没有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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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纪检组织对各类组织和人员的监督

乡镇纪检组织的监督对象包括乡镇辖区范围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具体是指乡镇领导班子及成员、乡镇一般干部、基层站所负责人、基层站
所工作人员、各村的村支部、村委会及其负责人、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
合作社及其负责人等。其中，《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乡镇纪检组织要加强对乡
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站所、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监督”。

然而，调查显示，乡镇纪委书记认为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有效监督的对象，
依次为“村支部、村委会及其负责人” “乡镇一般干部” “基层站所负责人”
“村党员”“基层站所工作人员” “村集体经济组织” “乡镇领导班子及成员”
“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负责人”①。除了认为对“村支部、村委会及其负责人”
能进行有效监督的比例在９０％以上之外，乡镇纪检组织对其他的组织和个人能
进行有效监督的比例都不高。特别是，乡镇纪检组织对其理应进行重点监督的
对象“乡镇领导班子及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比例仅为３８ ４％，远远低于其他
监督对象（图２）。

图２　 乡镇纪检组织对各类组织和人员进行监督的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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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中显示的乡镇纪委认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负责人”能进行有效监督的比
例低，与该类型组织数量较少，不够普遍，且属于自治型组织有关，符合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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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乡镇纪检组织对重要事项的监督

乡镇纪检组织对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具体表现在对各类
事权的监督上。十六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作出了实施“三重一大”制度①的决
定，把“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各级纪委监察局监督的
重要内容。在乡镇层面，《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乡镇纪委书记应参与乡镇党委
工作决策、干部任免、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重要事项决定前的酝酿协
商”。对乡镇而言，重大决策是指事关全乡镇近期或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全局影响的决定，包括审定本乡镇中
长期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工作要点等；研究关系全局的改革方案、重
大规章制度出台及干部职工福利待遇等；审议本级财政年度预（决）算方案等。
重要干部任免是指对乡镇中层和村党组织干部的任免，村委干部资格审查，重
要岗位人员调整，副科级以上干部、后备干部及县以上表彰人选的推荐等。重
大项目安排包括政府投资乡镇基本建设项目及村民全额筹资的村、组道路建设
项目等。大额资金使用包括大型设备的购置和基础设施的修建修缮、公务费用
以及各类专项资金中支出的较大的款项，具体额度标准各地不一。

然而，调查数据显示，实际工作中，乡镇纪委书记能够参与“三重一大”
涉及所有类型事项决定前酝酿协商的比例仅为５８ ３％。分类来看，参与“乡镇
党委工作决策”的比例最高，为９４ ５３％；参与“干部任免”决策协商的比例
为８２ ０２％；而廉政风险高（或者说潜在腐败收益高）的“项目安排”和“大
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的决策前参与比例明显低很多，分别为６６ ９８％和
７６ ２３％ （图３）。这说明各个乡镇党委政府根据不同事项选择性地决定是否让
纪委书记参与和监督的情况比较普遍、时有发生，乡镇纪检组织对乡镇“三重
一大”事项的监督存在漏洞。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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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简称“三重一
大”），必须经集体讨论，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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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乡镇纪检组织对“三重一大”事项的监督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合来看，监督能力不足是乡镇纪检组织职责履行的主要短板。在对组织
和人员的监督方面，对乡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监督有效性更差；在对重要事项
的监督方面，对同级党委主导的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高腐败风险事项的
监督参与率更低。同时，乡镇纪检组织对指导村级民主监督的重视也较为不足。

五、影响乡镇纪检组织监督能力的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乡镇纪检组织监督能力的因素，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
一道开放题“您觉得影响贵乡镇纪检组织职能发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有４４０
名乡镇纪委书记回答了这个问题，约占样本量的６３％。从回答情况看，乡镇纪
委书记们将导致乡镇纪检组织职责履行困境的原因集中归于人员、经费设备、
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其中，提到人员因素的比例最高，为７２ ９％；提到经费设
备因素的比例为４９ ９％，提到制度性因素的比例为１９ ５％ ①。原因是否真正如
此？以下，我们依次讨论人员、经费设备、体制机制三大因素对乡镇纪检组织
监督职能行使的影响。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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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一）人员因素

１ ． 人员基本情况
乡镇纪委由书记、副书记和委员组成。一般而言，一个乡镇纪委设１名纪委

书记，１名纪委副书记，３ － ５名纪委委员。纪委委员一般是乡镇纪委工作人员
和基层站所负责人。在调查样本中，８７ ５％以上的乡镇纪委有３名以上的纪委
委员。不少乡镇纪委在纪委委员之外，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从调查数据来看，
乡镇纪检工作人员数量从１ － １０人不等，以５人居多。比较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三年的
数据，乡镇纪委工作人员数量变化不大。乡镇纪委工作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其
中乡镇纪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３８ ６３岁①。这说明，乡镇纪检组织的人员数量一
直不少，且都年富力强。

调查显示，乡镇纪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以专科和本科为主，４３ ２０％的人
员拥有本科学历，４２ ８９％的人员拥有专科学历。而乡镇纪委书记的整体文化程
度更高，７３ ４％拥有大学本科学历，２１ ４％拥有大学专科学历②。绝大部分乡
镇纪检工作人员都达到了国家公务员的学历要求，也基本符合《指导意见》的
相关要求。这说明，乡镇纪检干部的文化素质并不低。
２ ． 业务工作能力
由于客观度量乡镇纪检工作人员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能力比较困难，我们

主要考察了他们接受各项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的情况。数据显示，乡镇纪检干部
接受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的情况比较好，９２ ４％的乡镇的纪检干部接受过县纪委
组织的培训，５５ １％的乡镇的纪检干部接受过省、市纪委组织的培训，同时这
些接受调查的乡镇纪委书记还接受了中央纪委层面组织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
到接待来信来访、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法律法规等方面。
乡镇纪检工作人员接受的培训以课堂讲授、观看电教片等形式为主，同时也有
一些专题研讨、案例分析、出省参观考察等形式。有的地方还采取了选派乡镇
纪检干部到县纪委上挂锻炼、参与上级纪委办案等办法，提高乡镇纪检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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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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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业务能力。除了接受上级纪委的培训，乡镇纪委还会组织一些内部学
习来提升乡镇纪检干部的业务能力。比如，大部分乡镇纪检组织都组织学习了
最近几年出台的与农村基层纪检工作有关的相关法律法规，其中组织学习过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的乡镇纪委比例高达９４ ７％
（表２）。

表２　 乡镇纪检监察干部接受业务培训和学习法规政策情况
乡镇纪检监察干部接受业务培训和学习法规政策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接受培训的层级 省、市纪委组织的培训 ３４８ ５５ １％

县纪委组织的培训 ５８４ ９２ ４％

接受培训的内容 接待来信来访 ５２０ ７４ ７％

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５５３ ７９ ５％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４２６ ６１ ２％

法律、法规 ５２９ ７６ ０％

其他 ３０ ４ ３％

都没学过 ３６ ５ ２％

乡镇纪委自行组织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 ６６０ ９４ ７％
学习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２０１０年修订） ４２４ ６０ 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２０１０年修订） ５８０ ８３ ２％

《关于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 ５２８ ７５ 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问卷中请乡镇纪委书记对所在乡镇纪检组织人员的业
务能力进行自评①，大家普遍认为乡镇纪检组织人员的业务能力较强。将各省乡
镇纪检组织人员业务能力自评分与体现监督职能发挥最为关键的两个指标“将
监督乡镇党委作为重点工作的比例”和“对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有效监督比例”
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业务能力自评分的上升，各个省份乡镇纪检组织“将监督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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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问卷相关问题为：贵乡镇纪检干部的从事纪检工作的情况与“业务能力强”的描述
是否相符？５表示非常符合，４表示比较符合，３表示一般，２分表示不太符合，１分表示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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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党委作为重点工作”的比例和“对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能有效监督”的比例
是波动的，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图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乡镇纪检组织的工作人员数量充裕，年龄结构较
为年轻，文化程度普遍不低；绝大部分乡镇纪检干部都接受了信访、查案、宣
教、法律法规等纪检监察核心业务培训，并及时学习了近年来出台的与乡镇纪
检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业务能力较强。如果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全力投入乡镇
纪检工作的话，当前乡镇纪检干部的人员状况能够满足乡镇纪检组织行使监察
职能的需求，人员因素并不是制约乡镇纪检组织行使监督职能的主要因素。

图４　 各省乡镇纪检组织工作人员业务能力自评和监督职能履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经费和硬件设备

乡镇纪检组织的工作经费指除人员工资和福利以外的全部工作费用，包括
会议、出差、办案、宣传、教育、接待等；硬件设备则包括办公场所、信访接
待场所、办公设备和办案设备等。由于经费和硬件设备的相关性很大，一般经
费充裕的地方，硬件设备情况也较好。因此，在此主要讨论乡镇纪检组织的经
费状况对行使监督职能的影响。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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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近三年来乡镇纪委的年度专项工作经费平均为１ ８６万元、２ １１
万元和２ ８１万元。总体来看，乡镇纪委的年度专项工作经费提升幅度明显。同
时，乡镇纪检组织的年度专项工作经费地区间差异非常大，如上海的乡镇纪委
２０１２年度专项经费平均达到了１３ ３万元，而宁夏只有０ ７７万元。抽取体现监
督职能发挥最为关键的两个指标“将监督乡镇党委作为重点工作的比例”和
“对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有效监督比例”与经费状况在各个省份间进行分析，发现
随着平均年度专项经费额度的上升，各个省份乡镇纪检组织“将监督乡镇党委
作为重点工作”的比例和“对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能有效监督”的比例是波动的，
没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图５）。研究表明，经费是否充裕对其监督职能的履行没
有明显影响。

图５　 各省乡镇纪检组织的平均年度工作经费和监督职能履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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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设计与建设

１ ． 双重领导体制
《党章》规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工作。据此，乡镇纪检组织需接受乡镇党委和县级纪委的双
重领导。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乡镇纪检组织财权、人权和事权的领导以乡镇党委为
主。工作经费主要由乡级财政解决，乡级财政确有困难时，县级纪委会协调地
方财政给予补助，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见，调查中仅１０ ９％的乡镇有上级纪委协
调下拨的工作经费。在人员方面，情况比较复杂，要从任免、考核和提拔几个
层面来看。根据《指导意见》，县级纪委对乡镇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提名和任免
有一定影响力。调查数据也显示，４９ ２％的乡镇的乡镇纪委书记的提名、任免，
必须事先征得上一级纪委的审查同意。但在访谈和座谈过程中，乡镇纪委书记
们表示，由于年度考核在乡镇进行，提拔时乡镇党委的意见很关键，同时还涉
及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因素，人员方面实质上以乡镇党委领导为主。在工作事
务方面，乡镇纪检组织主要听从乡镇党委安排，如９２ ９％的乡镇纪委书记的工
作分工由乡镇党委安排，８７ ９％的乡镇纪检组织的工作安排要听从乡镇党委的
意见，８１ ７％的乡镇纪检组织查办案件也要听从乡镇党委的意见。与此同时，
上级纪委对乡镇纪委的领导主要是在业务方面，领导方式以业务指导、督促监
察、年度考评为主，对乡镇纪委日常考核严格和联系紧密的比例不高（表３）。

在这样的双重领导体制下，由于乡镇纪检组织的经费、物资装备及干部的
职务任免、福利待遇、离退休安置等切身利益问题，都由乡镇党委政府管理，
使得乡镇纪检组织具有很强的附属性。这种附属性使得乡镇纪检组织难以监督
乡镇党委政府。６８ １％的乡镇纪委书记认为“开展纪检工作缺乏独立性”①。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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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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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乡镇党委和县级纪委对乡镇纪检组织的实际领导情况
　 　 　 　 　 　 　 　 　 　 对乡镇纪检组织的领导 频率 百分比

乡镇党委
对乡镇纪
委工作的
领导

经费 乡镇纪检组织的经费主要由乡级财政解决 ７００ １００％

人员 乡镇纪检干部提拔主要取决于乡镇“一把
手”推荐 ２１８ ３１ ７％

乡镇纪检干部考核或民主测评主要根据乡
镇工作人员投票 ３２９ ４７ ９％

工作内容
及领导方
式　

纪委书记工作分工由乡镇党委安排 ６２９ ９２ ９％

纪检工作安排要听从乡镇党委意见 ５９５ ８７ ９％

查办案件要听从乡镇党委的意见 ５５３ ８１ ７％

县级纪委
对乡镇纪
委工作的
领导

经费 有县级纪委协调地方财政下拨的工作经费 ７６ １０ ９％

人员 乡镇纪委书记的提名、任免，必须事先征得
上一级纪委的审查同意 ３３８ ４９ ２％

工作内容
及领导方
式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业务指导及时有效 ５７４ ８２ ０％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经常进行督促检查 ６４３ ９１ ９％

实行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年度考评制度 ５６２ ８０ ３％

对乡镇纪委的日常考核严格 ４００ ５７ １％

指定专人／科联系几个乡镇纪委 ３５０ ５０ ０％

定期／不定期召集乡镇纪委书记工作例会 ４６９ ６７ ０％

乡镇纪委书记经常向县纪委书记汇报工作 ２８４ ４０ ６％

乡镇纪委书记直接向县纪委书记报告 １５３ ２１ 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乡镇纪检组织的多任务性
多任务性是指乡镇纪检干部在纪检工作之外，承担着多项工作任务。《指导

意见》下发后，全国乡镇纪检组织配备专职纪委书记和专职纪检干部的比例在
逐年提升。２０１２年，全国约６１ ６％的乡镇配备了专职的纪委书记。四川和海南
的乡镇纪委书记９０ ４％和８０％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并都相应配备了专职纪委副
书记。全国５３％的乡镇有专职纪委副书记，２１ ６％的乡镇既有专职纪委书记，
又有专职纪委副书记。不过，专职并不意味着专干。尽管６１ ６％的乡镇纪委书
记是专职，但是只有２０ ７％的乡镇纪委书记没有其他分工。大部分乡镇纪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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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除纪检监察本职工作外，还分管着多项工作（平均为２ － ３项），最多的分
管１２项工作（表４）。从分管工作类型来看，同时分管信访维稳，综治和安全
生产、计划生育等一票否决工作事项的比例分别４２ ８％、２０ １％和１５ １％；有
的乡镇纪委书记还被推到了经济建设、征地拆迁等中心工作的前沿，既当运动
员，又当裁判员（图６）。此外，作为乡镇领导班子成员，乡镇纪委书记还有包
片驻村任务。很多纪委书记表示“白天被拉去干别人的活，只能晚上加班干纪
检的活”。调查数据显示，仅４８ ４％的乡镇纪委书记表示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从
事纪检监察工作①。这种多任务性有很大弊端：其一，乡镇纪检干部分管和参与
的事太多，必然削弱纪检监察工作的力度；其二，从事具体工作，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使得监督难以超脱；其三，纪检工作没有直接产出的性质还使得
一部分纪检干部片面地认为纪检监察工作干得好坏无所谓，做好其他工作才是
实的、硬的、有用的，存在对纪检工作敷衍了事的想法。

表４　 乡镇纪委书记分管工作项数
乡镇纪委书记分管其他工作项数 频率 百分比

０ １４５ ２０ ７％

１ １２３ １７ ６％

２ １０１ １４ ４％

３ ８２ １１ ７％

４ ７３ １０ ４％

５ ６７ ９ ６％

多于５项 １０９ １５ 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制约乡镇纪检组织监督职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并不
在于人员、经费，而在于制度性因素。双重领导体制制约了基层纪检监察组织
对同级领导班子的监督能力，而基层纪检组织的多任务性又使得其无法集中力
量执行监督。纪检干部的多任务性实质上也是双重领导体制的直接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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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作者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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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乡镇纪委书记分管工作类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乡镇纪检组织在乡镇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就必然要服从乡镇党委的工作
安排。党委给纪委书记安排什么工作，纪委书记就要做什么工作，没有充足的
时间开展乡镇纪检工作；乡镇纪委的工作安排也要听从乡镇党委的意见。而监
督是一种制约性行为，而制约力度和效应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监督权力的法定
性、权威性和相对独立性。监督权力如果不能相对独立，在其行使过程中还要
受制于有形或无形的压力和干扰，是不可能得到健全发挥的，也必定是软弱无
力的。因此当前的纪检制度设计不利于乡镇纪检组织开展监督工作，是制约乡
镇纪检组织监督能力和职能发挥的关键因素。

六、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毋庸置疑，纪检监察机关是目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中的核心和领导部门，其
履行纪律检查和权力监督的绩效直接影响中国反腐败战役的成败。虽然腐败的
成因非常复杂，反腐败也必须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复杂系统工程，但是依然
不能忽视权力监督部门本身的诸多结构性要素对中国反腐败绩效的影响。但是
很遗憾，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目前能够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腐败和廉政建

８２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设问题的实证研究很少。必须承认，我们的研究不能完全揭示纪检监察机构在
履行反腐败职能上面临的全部困难，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许多质性研究
对纪检监察机关面临制度困境的假设。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乡镇一级的
纪检监察机构本质上还是党的一个职能部门，与一个专业化的反腐败机构还有
一定的差距，但其却承担起了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任务，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相
背离的两难困境如何在今后的改革中逐步解决，可能是中国今后反腐败斗争中
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文通过第一手的实证资料，研究发现监督能力不足是乡镇纪检组织职责
履行的最大困境；影响监督职能发挥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人员、资金的投入，
而在于纪检监察的制度设计。在当前的制度安排下，乡镇纪检组织的地位非常
尴尬，监督同级“力度不够”，监督下级“无事可做”，监督重要事项“难以深
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乡镇纪检组织，却不能较好地发挥应有作
用，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过勇（２００２）等研究中，从党章的制度安排分析
探讨了纪委对同级党委难以进行监督的问题，并以省级纪委为例进行了说明。
本文则使用乡镇纪检组织的数据论证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基层纪委也难以对
同级党委进行有效监督。此外，虽然本文讨论的是乡镇一级的纪检组织，但是
如果把结论延伸一点的话，实际上地方所有层级的纪检组织都面临大致相似的
问题。李辉（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自１９７８年恢复成立纪委之后，各级地方纪检
监察机关的规模在不断扩张，职能在不断拓展和充实，但始终感觉跟不上对反
腐败的要求，这可能是困扰许多地方纪检监察机构的难题。可能背后的主要原
因并不在于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还是要从制度设计上做文章，让纪检监察机
构能够集中精力更为专业和高效地解决腐败问题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今后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的重点应着力于从纪检监察制度设计层面进行
改革，增强乡镇纪检组织的独立性、权威性、专干性，保证乡镇纪检干部从事
纪检工作的时间和精力等。可喜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强调纪检组织要回归监督本位，并从查办腐败案件
和提名、考察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等方面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这一改革在理论上能一定程度地能提升乡镇纪检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增强
其监督能力，但具体效果还取决于基层的落实情况。同时，由于乡镇纪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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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经费、工作安排和分工等方面仍受制于乡镇党委，其依附性强、权威性
弱和多任务性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了增强乡镇纪检组织的监督
能力，确保基层政权的规范运行，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高波（２００７）． 党的反腐败工作的创新思维． 马克思主义研究，１．
过勇（２００７）． 经济转轨、制度与腐败．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过勇（２０１２）．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改革历程．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５．
何顺（２００８）． 浅谈基层检察院纪检监察工作的现状及对策． 党史博采，８．
何增科（２００３ａ）．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
何增科（２００３ｂ）． 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下篇）．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
胡鞍钢主编（２００１）． 中国：挑战腐败．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黄兴生，吴智群（２０１２）． 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改革探析———基于对莆田市城厢区改革试点

的调查．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４．
李辉（２０１３）． 中国反腐败制度研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辉（２０１０）． 当代中国腐败治理策略中的‘清理’行动：以Ｈ市纪检监察机构为个案（１９８１—
２００４）． 公共行政评论，２．

刘保华（２０１１）． 更加有效地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探究．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６．
刘宋斌编著（２００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记事１９２１—２００９．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倪星（２００９ａ）．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６．
倪星（２００９ｂ）． 理性经济人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希鹏、胡扬（２０１４）．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未刊稿．
杨君（２０１１）． 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作用发挥探讨． 党风党纪，１．
Ｇｏｎｇ，Ｔ．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Ｇｏｎｇ，Ｔ． （２００２）．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Ｃｏｌ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５（１）：８５ － １０５．
Ｇｏｎｇ， Ｔ． （２００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Ｊｕｄｇｅｓ：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３３．

０３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Ｇｏｎｇ，Ｔ．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Ｔ． ＆ Ｍａ，Ｓ． Ｋ． Ｅｄ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ｎｎｅｄｙ，Ｓ． （１９９７）． Ｃｏｍｒａｄｅ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ｏｓｔ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４４：２８ － ３６．

Ｋｗｏｎｇ，Ｊ．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Ｌｉｕ，Ａ． Ｐ． Ｌ．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７７（３）：６０２ － ６２３．
Ｌü，Ｘ． （１９９９） Ｆｒｏｍ Ｒａｎｋ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ｎｔ － ｓｅｅｋ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ｉｍｅ，Ｌａｗ，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３２（４）：３４７ － ３７０．
Ｌü，Ｘ． （２０００ａ）． Ｂｏｏ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Ｂｕｒｅａｕ －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２（３）：２７４ － ２７５．
Ｌü，Ｘ． （２０００ｂ）． Ｃａｄ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Ｓ． Ｋ． （１９８９）．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６２（１）：４０ － ５２．
Ｍａ，Ｓ． Ｋ． （２００９）．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Ａ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ｏｎｇ，Ｔ． ＆ Ｍａ，Ｓ． Ｋ． Ｅｄ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ｉｏｎ，Ｍ． （１９９７）．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１９９６．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３ － ５６．

Ｑｕａｄｅ，Ｅ． Ａ．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１６（５０）：６５ － ７７．

Ｒｏｃｃａ，Ｊ． Ｌ． （１９９２）．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ｈａｄｏｗ：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３０：４１２ － ４１６．

Ｒｏｃｃａ，Ｊ． Ｌ． （１９９３）． Ｐｏｗｅｒ，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Ｉｓｒｅａｌ．

Ｓｕｎ，Ｙ． （１９９９）． 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ｓ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ｎ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３２（１）：１ － ２０．

Ｓｕｎ，Ｙ． （２００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ｅｄｅｍａｎ，Ａ． （１９９７）．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９２ ＩＯＵ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３１

双重领导与多任务性：中国乡镇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困境的实证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５２：８０５ － ８３１．
Ｗｅｄｅｍａｎ，Ａ． （２０００）． Ｂｕｄｇｅｔｓ，Ｅｘｔｒａ －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Ｔｒｅａｓｕ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９（２５）：４８９ － ５１２．
Ｗｅｄｅｍａｎ，Ａ． （２００４）．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Ｈｅａｖｅｎ：Ｅｎｄｅｍｉｃ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１ － ３２．
Ｗｈｉｔｅ，Ｇ． （１９９６）．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３（１）：１４９ － １６９．

２３１

◆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