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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预算中的群众议事员： 舞台、 角色与演绎

———基于盐津案例的实证研究
林慕华

【摘要】２０１４年云南省盐津县在牛寨乡、庙坝镇、豆沙镇、中和镇四个乡
镇进行了“群众参与预算”的改革和试点。作为参与主体，１４３名群众议事员
通过直接推选和随机抽选两种方式产生，在参与式预算改革这个新的舞台上，
依据制度设计的规则，在预算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介入式、全过程参与，真实
演绎着群众议事员这一新的角色。在这一改革实践中，群众议事员不仅通过项
目申请、项目评议和项目表决来分享政府在预算编制阶段的财政资金分配权，
而且也通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直接参与和指挥监督，对地方基层治理能力的
提高和民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　 群众议事员　 参与意愿　 行动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１２ 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４）０５ － ００６６ － ２２

一、问题与研究方法

近十年来，参与式预算成为中国地方基层政府改革创新中最引人注目的现
实实践与政治实验之一。因为参与式预算改革既使“参与政策议程的行为者，
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导人、行政官员、政府机构以及权力机关”，又“在具体问题
的选择上，创造了讨论与协商的空间，使政府和社会（包括社会团体和个人）
两大类政策议程行为者的诉求趋于一致”（赵树凯、史卫民，２００８）。参与式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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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仅“实现了民众对政治生活最具实质意义的参与”，而且“对政府在预算资
金分配过程中可能的权力滥用形成较好制约”（连家明，２０１１：７ ）。参与式预
算为普通民众打开了原本封闭的预算世界，将原来政府控制的财政领域向公众
开放，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预算决策、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过程。可以说，
对于参与式预算之于中国民主实践、预算改革、人大制度、基层治理创新的意
义和作用，学界和实践部门都有较大的共识。

现有关于中国参与式预算的文献，大部分着眼于介绍近年来各地参与式预
算的实践模式（牛美丽，２００７；陈家刚，２００７；朱圣明，２００７；陈家刚、陈奕
敏，２００７；苏振华，２００７；褚燧，２００７；张学明，２００８；徐繤、陈剩勇，
２００９；何包钢，２０１１），主要描述了参与式预算模式是如何设计和实施以及改革
所取得的成效，尤其强调参与式预算在公共政策选择、行政改革和民主政治发
展方面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参与式预算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如何进一步发展（龙太江、伍勋亮，２００９；马蔡琛、李红梅，２００９；王雍君，
２０１０）。但较少从参与式预算的参与主体出发，对参与其中的民众从更为微观和
具体的层面展开分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政治参与传统和机会的国家，在
民主制度不成熟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参与式预算的参与主体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参与主体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如何？他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在参与式预算这
个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演绎这个角色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云南
省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为案例，通过对当地参与式预算的实地观察、深度访谈
以及面向群众议事员发放调查问卷所获得的实证数据展开相关的分析。
２０１２年，盐津县借鉴其他地方改革模式和经验，在庙坝镇和豆沙镇采取不

同的方式，开展了以“代表推选、民主恳谈、项目评议、编制预算”为主要内
容的参与式预算改革试点（段发达，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云南省财政厅组织专家
深入盐津县，先后到庙坝、豆沙两镇现场观摩了民主议事会，对进一步的改革
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指导（童友罡，２０１３）。随后，盐津县进一步完善了群众参
与预算的制度设计，并于２０１４年在牛寨、庙坝、豆沙和中和四个乡镇开展群众
参与预算改革。笔者于２０１４年初开始了解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相关情况，
并于４月前往盐津实地观摩了豆沙、中和两镇的民主议事会。２０１４年盐津县进
行群众参与预算的四个乡镇，一共产生了１４３名群众议事员。研究者在每次民
主议事会上，利用会议间歇的时间向议事员们发放问卷，并在会议结束之后收
回。实际发放问卷１３６份，收回问卷１３２份，有效问卷１２２份。本文结合盐津
县所提供的群众参与预算的相关文本资料（包括政府文件、群众议事员简历表、
会议资料）、实地访谈资料以及调查问卷，首先介绍了群众议事员的产生及结
构，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群众议事员的参与意愿、角色认知和参与行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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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析了群众议事员的介入式、全过程的预算参与，对于地方基层民主建设和
预算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影响。

二、群众议事员的产生及结构

根据《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试点方案》，作为参与预算的决策主体，预
算项目的提出和确定由群众在充分表达意愿的基础上以民主议事方式确定，确
保每一位群众议事员均能充分地参与预算的全过程。因此，改革的一项主要内
容就是推选群众议事员。该项工作由各乡镇工作小组负责实施。

（一）群众议事员的产生

按照《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群众议事员推选办法（暂行）》的规定，群众议
事员由“村两委”直接推选的议事员与按人口规模随机抽取的议事员共同组成，
分别通过两种渠道产生：一是定额推荐。以行政村为单位，每个行政村无论大
小，均有２名议事员①，由“村两委”召开会议提名推荐；二是随机抽选。按照
每个行政村人口总数的０ ５‰的比例分配议事员名额，由各村所辖村民小组推选
１名议事员候选人，进入议事员抽选库，由村（社区）两委召开群众会议在此
库中按确定的名额随机抽选该村群众议事员。２０１４年盐津县的牛寨乡、庙坝镇、
豆沙镇和中和镇四个乡镇实行了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共产生１４３名群众议事员。
图１呈现了四个乡镇群众议事员两种产生方式的人数。

图１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四乡镇议事员产生方式及人数
资料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豆沙镇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ａ）；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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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庙坝镇聚龙社区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两种产生方式的名额分配，
把直接推选的１个名额放到随机抽选，因此该社区直接推选产生的议事员１名，随机抽选的
议事员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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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县群众议事员的产生方式与当前中国其他进行参与式预算实践的地方
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表１列举了其他参与式预算改革模式代表产生的方式。

表１　 各地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参与主体
改革模式 产生方式及其参与主体
泽国模式通过随机抽样方式，按照１ ０００名人口以上的每村、每居委会４人和１ ０００名人

口以下的每村、每居委会２人的原则，抽选产生。
新河模式普通群众可报名要求参加财政预算编制民主恳谈会；

镇人大代表参与预算审议阶段民主恳谈会；
镇人大财经小组对镇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哈尔滨
模式

街道采取抽签的方式、在乡镇则采取民主方法选举产生群众代表，成立项目所
在村屯、社区代表大会。

无锡模式市民们应邀提出初步项目建议，接着党员开会，选定其中的四个项目，最后，
８０ － ９０名市民对项目进行讨论和投票。

上海闵行
模式

财政预算项目初审听证会应当有１０名以上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作为
预算听证人。
本区人大代表和年满１８周岁的居住或工作在本区的公民，均可申请成为公众
陈述人或旁听人。申请成为公众听证陈述人的，应当在报名时表明其对听证事
项所持的观点，由听证机构在不同观点的申请人中遴选。公众陈述人报名超过
听证会所规定人数的，听证机构将根据各种意见大体相当、利益相关和地区分
布的原则予以确定。旁听人报名超过听证会所规定人数的，听证机构将从符合
条件的报名人中随机抽取产生。公众陈述人或者旁听人报名不足听证会规定人
数时，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均可成为公众陈述人或者旁听人。

四川白庙
乡模式

议事会的代表按地理区域、经济状况、民族状况均匀分配，包括无职村民、无
职党员、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专业人士、干部等六方面人士。

温岭部门预
算民主恳谈

市人大常委会成员、相关部门负责人、镇（街道）人大和政府（办事处）负责
人、市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工委议事委员会成员、老干部，以及自愿报名、组
织推荐、邀请参加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社团组织和群众代表。

焦作模式邀请社会人员参与。
顺德模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的方式，也可以由区参与式预算

工作领导小组推荐产生；
专家、行业代表采取由区参与式预算工作领导小组推荐产生；
社区群众代表采取自愿报名，从符合资格的申请人中随机抽取产生。

资料来源：张雷（２０１４）；何包钢（２０１１）；幸宇（２０１３）；张学明（２０１１）；杨文涛、
任中平（２０１０）；闵行区人大（２０１０）；顺德区参与式预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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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１所示，现有的参与式预算改革模式的参与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是依托人大机构，以人大代表为主体，随人大代表任期而更替；另一类是通过
随机选取、自愿报名、邀请、推荐等方式产生群众代表，往往是根据每年甚至
每次参与式预算议程临时确定人选。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通过直接推
选和随机抽选两种方式产生群众议事员，即并且规定群众议事员一经产生，任
期３年。在这３年里，群众议事员就是参与式预算项目的提出、审议和监督实
施的主体。各乡镇的群众议事员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民主议事会议仅
仅是各乡镇群众议事员在一起审议和表决参与式预算项目的场合，会议由另设
的主持人负责组织会议的相关程序，该主持人不具有审议和表决权力，每个议
事员独立地发表意见和进行投票。在民主议事会议之后，议事员各自负责自己
所提项目的监督实施。

（二）群众议事员的结构

议事员的产生方式往往决定了议事员的构成。首先，村干部在议事员中具
有较大的比重，其中来自村（居）两委的议事员就有６４人，占４４ ７６％。此
外，还有２６名议事员担任村民小组长（社长、片支书、自然村支书）等职务，
占１８ １８％。个别群众议事员在当地也具有较大的名望和威信。例如来自中和镇
的黄德府议事员，即是从正科级岗位上退休后担任艾田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民
委员会主任，其曾获得过“省级道德模范提名奖”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多项表彰。群众议事员的职业分布情况详见表２。

其次，议事员性别结构失衡，女性议事员的数量明显偏少，甚至可以说是
寥寥可数，一共只有１０名女性议事员。其中，牛寨乡甚至全部为男性议事员，
详见表３。这与当地的人口结构是极不匹配的。根据盐津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全县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１９４ １８５ 人，占５２ ５％；女性人口为
１７５ ６９６人，占４７ ５％ （盐津县统计局，２０１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当
地的生活传统有较大的关联。据了解，当地属农村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有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通常公共事务和外部事务主要由男性负责，女性一
般在家务农、料理家务。① 因此，基于推选为基础产生的议事员，女性议事员寥
寥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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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编码：ＣＴ － Ｈ － ２０１４０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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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群众议事员的职业分布情况
职业界别 具体职业 人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村干部 村干部 ６４ ４４ ７６ ４４ ７６

村基层组织人员 小组长 １７ １１ ８９ ５６ ６５

社长 ６ ４ ２０ ６０ ８４

片支书 １ ０ ７０ ６１ ５４

自然村支书 ２ １ ４０ ６２ ９４

村聘工作人员 片农管员① １ ０ ７０ ６３ ６４

村治安员② １ ０ ７０ ６４ ３４

单位工作人员 邮递员③ １ ０ ７０ ６５ ０３

教师 ２ １ ４０ ６６ ４３

护林员④ ２ １ ４０ ６７ ８３

个体从业人员 电站工作人员⑤ １ ０ ７０ ６８ ５３

养殖户 １ ０ ７０ ６９ ２３

个体户 １ ０ ７０ ６９ ９３

农民 农民 ３７ ２５ ８７ ９５ ８０

退休人员 退休教师 １ ０ ７０ ９６ ５０

退休职工 ２ １ ４０ ９７ ９０

退休干部 ３ ２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１４３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豆沙
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

再次，议事员的文化程度整体偏低，但高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如图２所示，
四个乡镇的议事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５６％，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为
２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１３％。但根据该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该
县６１ ３２％的人口为小学文化程度，１９ ７２％为初中文化程度，４ ５３％为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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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农管员通过选举由村委会任命，纳入财政预算（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治安员通过选举由村委会任命，纳入财政预算（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该镇邮递员，直属县邮政局管（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
护林员由各乡镇林业站根据实际聘用，由县林业局支付工资（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该村电站由私人经营（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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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４年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议事员的基本情况

所在乡镇 人数
性别

男 女
村干部

文化程度
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缺席

牛寨乡 ３２ ３２ ０ ８ ６ １７ ３ ３ ３ ０①

庙坝镇 ４８ ４４ ４ ２３ ４ ３０ ５ ３ ６ ４

豆沙镇 ２６ ２２ ４ １５ １ １３ ５ ２ ５ ２

中和镇 ３７ ３５ ２ １８ ３ ２０ ７ ２ ５ １

数据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豆沙
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

（含中专）文化程度，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２ １８％。② 可见，
议事员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与当地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具有较明显的优
势。这主要是制度设计的结果。根据《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群众议事员推选办
法（暂行）》规定，议事员“一般应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当然，在实际推
选议事员的过程中，各乡镇仍然有个别议事员只有小学学历。笔者在进行问卷
调查时甚至还遇到有不识字的议事员。这种学历构成往往是“草根式”的参与
式预算实践所共有的特征。

图２　 议事员的学历结构
资料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豆沙

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

２７

◆专栏

①

②

由于该乡万和村一位议事员生病，他全权委托同村另一村民代理（报领导组同意），
因此实到仍算３２人。

此处所列四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毕、肄业生和在校生，详见盐津县统计
局（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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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议事员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以中年人为主，最年轻的２３岁，最年
长的７６岁，平均年龄为４６ ５６岁（详见表４）。

表４　 议事员的年龄结构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２１ － ３０岁 ７ ４ ９ ４ ９
３１ － ４０岁 ４３ ３０ １ ３５ ０
４１ － ５０岁 ４５ ３１ ５ ６６ ４
５１ － ６０岁 ３２ ２２ ４ ８８ ８
６０岁以上 １６ １１ ２ １００ ０
总计 １４３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豆沙
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

三、群众议事员的参与意愿、角色认知与行动

作为群众参与预算的主体，群众议事员的参与意愿、角色认知和参与行动
往往对改革的成效有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运用前述所提到的问卷调查的
数据，进一步分析群众议事员的参与意愿和积极性，以及他们是如何认识自己
在参与式预算这个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行动的。问卷调查共收回有
效问卷１２２份，占全部议事员的８５ ３１％。

（一）群众议事员的参与意愿

首先，议事员具有较高的参与意愿。在所调查的有回答该题项的１２１名群
众议事员中，绝大多数是乐意担任议事员的。如图３所示，９１％的受访者表示
乐意担任议事员。

图３　 是否乐意担任群众议事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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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受访者担任议事员的主动性则略有不足。如图４所示，在１１６名议事
员中，主动要求担任议事员的仅有３５％，甚至有２６％的受访者并不想担任议
事员。

图４　 担任议事员的主动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最后，议事员参与具体项目实施的意愿较高。根据《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
项目支出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由群众议事员提出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
项目提出人担任项目副总指挥，参与项目的具体实施。”因此，我们也调查了议
事员参与项目实施的意愿。如图５所示，绝大多数的议事员表示愿意参与项目
实施。

图５　 议事员参与具体项目实施的意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４７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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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众议事员的角色认知

群众议事员对于他们所担任的这样一个新的角色是如何理解和看待的呢？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８个题项来了解议事员对这一
角色需要履行的职责的认知和理解。根据ＳＰＳＳ ２２ ０版本的统计结果，这８个题
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系数是． ８５９，ＫＭＯ值为． ８２７，采用主成分法和正交旋转方法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到两个因子，共解释７２ ３９％的方差，详见表５。

表５　 角色认知的因子分析ａ

因子
公民意识政府意识

议事员是老百姓的代表，要替群众说话、办事 ． ８７９

议事员应当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 ８７７

如果发现本乡（镇）有资金违规行为，议事员有责任向有关机构反映 ． ８１０

议事员要积极向群众宣传、解释民主议事会的决定 ． ７７２

议事员要经常了解本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 ． ６８８

议事员是政府的智囊，要帮政府用好钱 ． ８７７

议事员要帮政府做好其他群众的工作 ． ７９８

议事员要监督本乡（镇）预算执行的情况 ． ５９４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转轴方法：正交旋转。
ａ． 在３叠代中收敛循环。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５所示，群众议事员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和定位，存在两个维度，笔者
将其分别界定为“公民意识”和“政府意识”。事实上，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
参与式预算的参与主体往往负有多重使命。正如盐津县县长李晓（２０１４ａ）在介
绍该县的财政改革工作情况时所言：

从社会立场看，群众参与预算改革能有效监督政府行为，监督财政资金
使用，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促进社会各界理解政府工作；从改
善政府工作看，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是改进政
府工作的重大机会，是求得广大群众关心、支持和理解政府工作的切入点。

对此，该县财政局的官员也深有同感：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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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参与式预算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老百姓不仅做了自己想做的
事，逐年解决老百姓最迫切的诉求。同时通过老百姓来监督我们的资金是
怎么用的，有没有用，对我们财政减轻了些压力，也使我们的财政资金用
在项目上。①

虽然这两位政府官员讲的都是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但实际上也反映了政府
作为参与式预算改革主导者和设计者的初衷。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群众议事
员，解决群众“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问题。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
的议事员都认同“议事员是老百姓的代表，要替群众说话、办事”（占受调查人
数的９５ １％），“议事员要经常了解本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占受调查人数的
８５ ２％）。对此，有议事员就表示：

我们老百姓最熟悉本地需求，对相邻村子的情况也了解，说白了就是钱
花哪里？怎么花？让我们老百姓说了算，能够把财政的钱花在我们最需要
的地方。②

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借助群众议事员，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度，
减少政府工作的难度和阻力。当地基层政府官员就表示：

过去政府修路，百姓提出的赔偿很高，现在由“要我干”到“我要
干”，很多矛盾百姓自己就解决了。例如大坝道路硬化，（２０）１２年百姓很
不支持，不理解，认为是政府在强迫他做，现在自己提项目，很多问题自
己就解决了。③

在问卷调查中，议事员们对此也有较高的认同，认为“议事员是政府的智
囊，要帮政府用好钱”以及“议事员要帮政府做好其他群众的工作”分别占
８１ ２％和７７ １％。当然，相比较而言，群众议事员对其角色的认知和定位，更
倾向于是公民代表、群众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和“灭
火器”。

６７

◆专栏

①

②

③

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０５１８。
这是群众议事员朱凤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侯文坤，２０１４）。
访谈编码：ＭＢ － Ｌ － ２０１４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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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众议事员的参与行动

群众议事员在参与式预算改革这个新的舞台上，依据政府所设计好的规则
展开各项行动，通过他们自己的理解、演绎和变通，诠释“群众议事员”这一
新的角色。
１ ． 参加专业知识的培训
对于群众议事员而言，他们当选后首先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培训。

根据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方案，由县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对群众议事
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这既是议事员的权利，也是议事员的义务。针对
２０１４年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盐津县给议事员们组织了两种类型的培训。一种
是邀请财政预算专家给他们举办讲座，另一种是由镇政府组织学习相关制度和
文件。如表６所示，在受访的１２２个议事员中，绝大多数的议事员（８６ １％）
认真接受了培训。

表６　 议事员参加培训的情况
频率百分比（％）有效的百分比（％）累积百分比（％）

有效 认真听了全部内容 ７４ ６０ ７ ６３ ２ ６３ ２

认真听了大部分内容 ３１ ２５ ４ ２６ ５ ８９ ７

认真听了一部分内容 １０ ８ ２ ８ ５ ９８ ３

没有参加培训 ２ １ ６ １ ７ １００ ０

总计 １１７ ９５ ９ １００ ０

缺失 ５ ４ １

总计 １２２ １００ 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议事员们也比较认真地阅读了相关的制度，如图６所示，在１１９名议事员
中，绝大多数认真阅读了群众参与预算的《项目支出管理办法》《民主议事会议
事规则》《群众议事员推选办法》。因此，绝大部分的议事员对于怎么产生议事
员、怎么提项目方案、开会方式和表决程序等事项都较为清楚。
２ ． 推荐拟纳入民主议事会讨论的项目方案
根据《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试点方案》，群众议事员可采用调查研究或

者村民大会讨论等方式，提出其最为关心的项目，原则上每位议事员可以提出１
个项目，最多不超过２个。在受调查的议事员中，有９７ ５％的议事员“有去调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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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了解老百姓的要求”，召开村民大会和私底下询问是主要的方式。如表７所
示，议事员一共提了１８０个项目，人均达到１ ２６项。因为规则限定每个议事员
提出的项目最多不能超过２项，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通常是各村（居）共同提
出若干个项目，然后再以某个议事员的名义填报项目申请书。那些没有提项目
的议事员，主要的原因依次有：①想不到有什么可提；②村里其他议事员会提；
③不知道怎么提；④觉得自己提出来也没有用；⑤没时间提。这些原因可以归
结为两个方面的因素：议事员的参与能力与参与积极性。

图６　 议事员阅读相关制度的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７　 议事员推荐项目情况
所在乡镇提出项目数人均项目数通过审查项目数通过比例最终立项数立项比例
牛寨乡 ３２ １ ３２ １００％ ２０ ６２ ５０％

庙坝镇 ８０ １ ６７ ２５ ３１ ２５％ １２ １５ ００％

豆沙镇 ３６ １ ３８ １４ ３８ ８９％ １０ ２７ ７８％

中和镇 ３２ ０ ８６ １４ ４３ ７５％ １０ ３１ ２５％

资料来源：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豆沙镇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ａ）；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盐津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股（２０１４）。

议事员所提的项目，有１２５项是道路桥梁方面的，再加上１７项水利沟渠类
项目，一共占了７８ ８９％ （如图７所示）。这与当地经济较落后，农村各项基础
设施亟待完善有很大的关系。而在经过民主议事会投票之后所确定的全部５６个
项目中，道路桥梁类的项目共有４０项，再加上５个水利沟渠类的项目，比例高
达８０ ３６％。虽然有个别议事员提出了“文化广场建设”之类的项目，但并没
有得到大多数议事员的支持。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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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群众议事员所提项目的类别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议事员们所提出的各类项目，经由当地乡镇政府提交盐津县改革领导小组，
并由该小组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或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技术性、政策性独立审查，
通过审查方能进入民主议事会。如表７所示，２０１４年议事员项目审查通过率为
４８ ９５％，平均通过率为５５ ４８％。四个乡镇议事员提出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有较
大的差异，这与各镇对议事员的培训和组织工作有很大的关联。
３ ． 参加民主议事会审议项目
民主议事会是议事员参与预算过程最重要的行动舞台。民主议事会由乡镇

工作小组组织召开，议程主要包括：通报上年项目执行、绩效评价及问责情况；
通报相应项目的技术性与政策性审查意见；通报项目库项目及资金总量测算意
见；群众议事员和政府对所提项目进行陈述；提问、讨论；投票表决。今年实
际参加各乡镇第一次民主议事会的议事员为１３６人。笔者观摩了豆沙和中和两
镇的民主议事会，牛寨乡和庙坝镇则通过现场录音和文字资料了解相关情况。
以笔者在４月３日中和镇民主议事会上的现场统计为例，在对项目展开讨论的
过程中，议事员针对项目提问共有６１人次①，每个项目平均接受议事员的提问
达到３ ３９次。其中，发言最多的议事员达到８项，但也有１０名议事员未对其
他项目发表任何意见。而在牛寨乡的议事会上，议事员针对３２个项目一共提问
４４次②。这两个乡镇都是首次进行群众参与预算改革试点，议事员均为第一次
参加议事会。根据笔者的观察，议事员在会上发言的积极程度，与主持人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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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每个议事员对每个项目的提问记１次，同一个议事员对同一个项目的多次提问不累
计，均记为１次。

因为是根据录音整理，无法清晰区分提问议事员，故按提问次数计算，包括同一个
议事员对同一个项目的多次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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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有很大的关系。主持人积极的引导，往往能够带动议事员更为热烈地提问和
讨论。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一方面在现阶段对议事员进行培训是非常有必要
的，另一方面主持人的素质和能力对于议事会的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在民主议事会上，一方面议事员要为自己所提项目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
因此他们除了陈述项目基本情况之外，还会向其他议事员展现他们为项目实施
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准备。例如牛寨乡民主议事员在进行项目陈述时就表示：

土地的事情我已经召集几个村民组的群众开会，大都同意修路，没有意
见。大家都同意有什么矛盾都自己内部解决。不会有什么问题。①

另一方面，议事员也可以针对各个项目提出问题，进行质询，或者对其他
议事员提出的项目进行解释。例如，在牛寨乡的民主议事会上，针对某位议事
员提出的项目，有议事员提到：“要不要修水窖？如果是只是水管的话，群众的
积极性都很高，不需要十几万的资金。”被询问的议事员对此作了回应后，另一
位议事员又帮他作了解释：

针对这个项目，因为我对那个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可以补充一些。他
是打算在蔡家湾做一个水库，然后从蔡家湾到安家村这条路上用管道铺设，
从安家村尾子到蔡家湾要经过很多山，路线也长，有的地方两边都需要管
子，所以需要很大的投入。②

这样的对话情景，在民主议事会上屡见不鲜。群众议事员们积极地围绕着
各个项目展开询问、做出回应、进行解释。当然，也有一些议事员选择保持沉
默，只是在最后通过投票来体现自己的选择。
４ ． 参与所推荐项目的具体实施
通过议事会所确定的项目，经过公开公示和乡镇人大审定后，正式确立并

进入实施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议事员直接参与所推荐项目的实施，负责项目
实施过程的各项监督工作。截至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１日，启动的项目有２４个，占全
部群众参与预算项目的４５ ２８％。③ 到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完工项目２５个，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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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牛寨乡民主议事会现场录音整理。
根据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牛寨乡民主议事会现场录音整理。
作者根据盐津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股（２０１４）统计得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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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２５个，尚未启动项目６个①。对于这些已经启动的项目，议事员都能较好
地参与到项目的具体实施。例如，牛寨乡有一位议事员，其所提出的项目实施
了２个月，在施工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得去到工地现场，因为“挖土机是按时
计费的，必须有他的签字，财政所才能拨款”②。让议事员直接参与所提项目的
建设指挥和监督，可以说是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一个重要设计，它改变
了大多数参与式预算只局限于预算决策环节的参与，使议事员真正实现了介入
式、全过程的参与。通过让项目提出人担任项目副总指挥，一方面既可以让议
事员权责统一，增强角色意识和责任感，有效监督项目的实施，提高项目的运
作效率。例如：

麻柳村的饮水项目，当时是他们村的文书提出来的。在实施的过程中，
他全程参与。我们去年有一个项目，排污沟，跟这个一起实施。在设计上
有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当即就会提出来。老百姓对议事员提出来，议事员
再找承包方协商，再改设计。具体地，就是排污管跟饮水管是持平的。民
众考虑到，虽然冲不了，但感觉心里不舒服，他们就要求提高饮水管道的
高度。这个经过协商以后，就更改了设计。③

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议事员在当地的影响力，增加群众对项目的支持度，
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例如：

［牛寨乡］大部分的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群众都积极参与建设，积极
地免费投工投劳。④

［中和镇］有个对比，以前政府实施的项目，老百姓都出来阻止。现在
议事员在其中做了工作，都是无偿拿出来。⑤

可见，议事员不仅通过提项目和评项目来分享政府在预算编制阶段的财政
资金分配权，而且也通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直接参与和介入，大大提高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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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作者根据各乡镇财政所所长介绍情况统计得到的数据（座谈时间：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
日）。

访谈编码：ＮＺ － Ｃ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访谈编码：ＭＢ － Ｌ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访谈编码：ＮＺ － Ｃ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访谈编码：ＺＨ － Ｈ － ２０１４０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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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治理的效率。

四、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的启示

作为一项由云南省财政厅指导、盐津县委县政府统一部署、专家全程参与
的改革实践，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设计和社会实
验的特点。虽然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从２０１２年庙坝和豆沙两镇的试点到２０１４
年四个乡镇的统一改革新方案的试点，才走过了短短３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仍
然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对中国基层治理和预算改革有益的启示。

第一，盐津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改变了预算编制的封闭性，增强了基层治理
对公民诉求的回应性。在实施参与式预算改革之前，虽然当地政府每年也会将
财政资金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各项民生支出，但有时不仅不受老百姓
欢迎还会因为“占地征拆”等产生矛盾纠纷、影响干群关系。对此，盐津县县
长李晓（２０１４ｂ）在谈及改革初衷时深有体会：

由于预算支出范围与群众意识缺乏有效的对接途径，很多事关群众衣食
住行的“小事”进不了预算的“法眼”，而政府要办的事，群众往往也不能
理解，日积月累，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越来
越多，个别乡镇一度上访不断，问题成堆，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盐津群众参与预算“通过由群众参与讨论和评议，让群众直接参与财政预
算编制，确定乡镇财政资金分配，实现预算编制由‘闭环’向‘开放’转变”
（李晓，２０１４ｂ），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扰基层政府的难题：

政府做项目，百姓不理解，怀疑有猫腻，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不起来。改
革后，群众主动站出来，融入进来。以前设置障碍，现在主动支持。①

第二，群众议事员的产生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通过直接推选
和随机抽选两种形式产生，既考虑到了各村的人口规模，又兼顾到了小村的利
益。根据统计，在２０１４年进行群众参与预算改革试点的四个乡镇，共有３６个
村（居），最大的村（居）分配到５名议事员，最小的村（居）也有３名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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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编码：ＭＢ － Ｗ － ２０１４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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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这使得小村在与大村竞争财政资金时，不会明显处于劣势。虽然有个别乡
镇担心会出现几个大村联合起来“串通投票”，因此在民主议事会的投票程序和
规则上做了特别的设计，但是从其他乡镇的运作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此外，根据现有的推选方案，这两种方式在确定候选人时均非随机，而是
由村委会或者村民小组推荐产生。因此，这一届的议事员大部分都与村组织有
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中，各乡镇通过直接推选所产生的议事员，绝大部分都
是各个行政村（社区）的两委成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村干部；而由随机抽选
产生的议事员，由于其候选人是由各村（社区）所辖村民小组各推选１名，因
此大部分是小组长。此外，还有一些在当地具有一定名望的人士，例如教师、
退休干部、往届村干部等。这样一种议事员的构成，虽然损失了一定的代表性，
但能够较好地确保议事员具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且，由于村委会成员及村民
小组长等本身就是由村民选举产生，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性不足的
问题。

第三，议事员的任期制使其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贯性，有利于议事员参
与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当前国内不少地方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参与主体大多是
临时性、偶发性的，往往是刚对相关规则和程序有所了解就已经换另一批人参
与。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的议事员，一经当选，任期三年。在这三年里，他们
至少会经历三次完整的“项目准备、项目审查、民主议事、执行反馈”预算参
与过程。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议事员们通过多次的参与行动，将能够更好
地履行议事员的职责。当然，当地改革者对这种任期制也有顾虑，担心“会不
会存在，今年先投你们村的，明年投我的。议事员都是三年一换，一旦他们相
互认识，村村之间就拉拢”①。但是，笔者认为，议事员在预算过程中，为自己
的项目向其他议事员争取支持是值得肯定的，能够游说其他议事员并获得成功
是议事员参与能力的表现。在我们调查的１２２名议事员中，有１９ ７％的议事员
表示“有向其他议事员争取支持他们的项目”，１８％的议事员表示“为了让其他
议事员支持其项目，会答应支持他们的项目”，１４ ８％的议事员表示“有议事员
请其在表决时将票投给他们所提出的项目”。我们有理由推断，随着议事员对规
则和程序的逐渐熟悉，这种行为会更为常见。关键在于完善相关的制度和规则，
确保项目竞争间的公平、有序。

第四，群众议事员通过项目申请、项目陈述、现场审议、表决投票、项目
实施指挥与监督等各个具体环节的介入式、全过程的参与，明显增强了“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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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访谈编码：ＹＪ － Ｘ － ２０１４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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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也使其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有所提高。对此，赵丽
江和陆海燕（２００８）的研究就指出，参与式预算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途径，
可以视为一个培养公民精神的手段，逐步提高公民的公共精神。他们相信，民
主的条件是可以在民主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从盐津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
中，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当地群众尤其是议事员“公民精神”的增强。正如当
地财政局官员介绍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有的议事员也不重视。实际上通过我
们召开一次民主议事会后，议事员，他们还是有了非常大的感触，就是这
一次比任何一次选出来的代表都重要。我到庙坝去的时候……他们说，这
次议事员的身份不得了，政府的钱他都能做些决定，这个不得了。①

可以说，群众议事员通过他们的亲身实践，真切地体会到他们能够在预算
过程中有多大的作为，能够对政府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有多大的决定权。而这种
体会和实践，使得他们对参与式预算改革有了更高的认同度和参与度。而且，
随着参与式预算在当地的实施，民众的态度和行为也有明显的转变：“百姓把庙
坝当自己的家，把财政的钱当成自己的钱。百姓行为的改变，去超市买肥皂都
要开发票。”② 可以说，这种转变，才是赋予参与式预算改革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第五，群众议事员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实际参与，逐渐树立了民主意识和
大局意识，为实现基层协商民主奠定基础。有学者认为，在“草根式”的参与
式预算实践中，参与预算的民众和人大代表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原本接触预
算的机会就很少，民主意识也不是很强烈（马蔡琛、李红梅，２００９）。但是，何
包钢、王春光（２００７）则认为，协商民主的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出来
的”。在盐津的群众参与预算中，我们感受到了群众议事员民主意识和大局意识
的增强。不止一个的群众议事员在多种场合强调议事员要有“大局意识”③。或
许正是因为这种大局意识，我们看到议事员们在选择投票支持哪个项目时，更
多考虑的是项目本身的受益面、紧迫性和科学性。在民主议事会上，议事员们
既有针锋相对，追问质疑；也有帮忙解释，表示支持。正如马骏（２０１４）在评
价盐津群众参与预算的意义时指出，在未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前提下，通过实行
像群众参与预算这样的预算民主形式，将有助于在中国的基层政治中建立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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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共同治理”的民主治理机制。来自不同村（居）的议事员，既为维护本村
的利益积极代言，也同时关注整个乡镇的共同利益，在统一的规则和程序下，
共同决定着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五、总结与讨论

对于盐津县的１４３名群众议事员来说，参与式预算改革，赋予了他们在村
干部、退休干部、教师、农民等身份以外，一个全新的角色，使他们站上了一
个原本陌生的、神秘的专业舞台，相对自主地决定财政资金的分配与使用。可
以说，群众议事员的产生及实际参与预算过程，对于地方基层民主建设和预算
能力的提高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当然，盐津的群众参与预算改革才刚刚开始，
制度效应和实践意义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改革探索，
是值得持续进行并向纵深推广的。据盐津当地官员介绍，盐津县计划２０１５年在
全县１０个乡镇全面推开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可以预见，随着更大范围的群众参
与其中，预算民主、民主理财、协商民主的理念将会在中国基层政府扎根，并
对基层治理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作为一项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群众参与
预算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则和程序设计，尤其是议事员推选环节和
民主议事会环节。此外，群众参与预算如何与地方人大预算监督制度更好地衔
接起来，如何更好地发挥群众议事员和乡镇人大代表的积极性，处理好两类代
表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两个制度的合力作用而非替代或抵消，都是进一步推进
群众参与预算改革必须重视的问题。但是，制度完善的前提在于，地方当局对
于改革的信心与坚持。

参考文献
陈家刚、陈奕敏（２００７）． 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关于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改革的案例研

究． 公共管理学报，３：７６ － ８３．
豆沙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 豆沙镇群众参与预算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豆沙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ｂ）． 豆沙镇群众议事员简历［内部资料］．
段发达（２０１２）．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调研盐津“乡财县管”改革试点工作． 云南日报，１２

月６日，第１０版．
何包钢（２０１１）． 近年中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试验评析． 贵州社会科学，６：２７ － ３２．
何包钢、王春光（２００７）． 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３：５６ － ７３．
侯文坤（２０１４）． 财政钱咋花，群众说了算———云南盐津群众参与预算议事会直击． 新华网：

ｈｔｔｐ：／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３ ／ ｃ＿１１１００９２６８２． 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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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连家明（２０１１）． 政治生态、财政民主与参与式预算． 地方财政研究，９：７ － ８．
李晓（２０１４ａ）． 盐津县“三位一体”财政改革工作情况（会议发言）． 昆明：２０１４年盐津县群众

参与预算学术研讨会．
李晓（２０１４ｂ）． 盐津县“三位一体”财政改革深入推进［内部资料］．
龙太江、伍勋亮（２００９）．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６：
４７ － ５０．

马蔡琛、李红梅（２００９）． 参与式预算在中国：现实问题与未来选择． 经济与管理研究，１２：
７４ － ７７．

马骏（２０１４）．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 公共行政评论，５：
５ － ３４．

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 庙坝镇群众参与预算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庙坝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ｂ）． 庙坝镇群众议事员简历［内部资料］．
闵行区人大（２０１０）． 闵行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听证规则． 闵行区人大网：

ｈｔｔｐ：／ ／ ｍｈｒｄ． ｓｈｍｈ． ｇｏｖ．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ｓｐｘ？Ｉｄ ＝ ３６０６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牛美丽（２００７）． 预算民主恳谈：民主治理的挑战与机遇———新河镇预算民主恳谈案例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１４ － ２０．
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 牛寨乡群众参与预算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牛寨乡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ｂ）． 牛寨乡群众议事员简历［内部资料］．
苏振华（２００７）． 参与式预算的公共投资效率意义———以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为例． 公共管理学

报，３：８４ － ８９．
顺德区参与式预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３）． 关于开展２０１３年度参与式预算试点工作的

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ｈｕｎｄｅｃｉｔｙ． ｃｏｍ ／ ａｃｓｇｇ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７ ／ １１６０４９．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
９月２０日．

童友罡（２０１３）． 省财政厅调研盐津财政预算改革试点工作． 昭通日报，１０月１７日，第１版．
王雍君（２０１０）． 参与式预算：逻辑基础与前景展望．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３：１１４ － １２０．
幸宇（２０１３）． 参与式预算的评析———以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财政预算公开及民主议事会为

例． 理论与改革，３：７９ － ８３．
徐繤、陈剩勇（２００９）．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浙江社会科学，
１１：３１ － ３８．

盐津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股（２０１４）． 盐津县群众参与预算通过项目汇总表［内部资料］．
盐津县统计局（２０１１）． 盐津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分析． 盐津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ｙｎｙｊ．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ｍｌｃ ／ ｑ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ｌｕｎｔａｎ ／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８８５４２． 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 年１１ 月
２日．

杨文涛、任中平（２０１０）． 参与式预算的地方实践———公共预算改革中的焦作模式． 湖南工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５：９２ －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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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２０１４）． 我国参与式预算的现状分析． 学理论，５：９６ － １００．
张学明（２００８）． 深化公共预算改革，增强预算监督效果———关于浙江省温岭市参与式预算的

实践与思考． 人大研究，１１：１９ － ２２．
张学明（２０１１）． 地方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能力建设的温岭路径———基于浙江温岭“参与式预算”

的实证分析． 人大研究，８：２７ － ３３．
赵丽江、陆海燕（２００８）． 参与式预算：当今实现善治的有效工具———欧洲国家参与式预算的

经验与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１０：１０６ － １１０．
陈家刚（２００７）． 参与式预算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５２ － ５７．
赵树凯、史卫民（２００８）． 参与式预算与公共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７月１７日，第
３版．

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ａ）． 中和镇群众参与预算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中和镇人民政府（２０１４ｂ）． 中和镇群众议事员简历［内部资料］．
朱圣明（２００７）． 从原生到孪生：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在进行时———温岭民主恳谈和参与式

预算之比较研究．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３：１３ － ２０．
褚燧（２００７）． 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 公共

管理学报，３：９０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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