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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衣村建没中少数民族地方行政

狙象的改革及其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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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地行社会主え新水村走■,嵐注意水村鎌合茂羊ヤ池オ行政姐欽的茂事,而在少よ民族地

区辻行地オ行速盤奴的茂事ええ―企求二任井。在来駆社会学的えよ憫奎、実地調査わ向地方式府同ふ調

査子方法基油上,准 翻明中国水村行政体制茂率的内容及井存在日題的同時,着 壼分析内禁十少よ民族水

村牡区基晨行咸盤鋏氏率的曰林～任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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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力了減軽衣民負担井炊根本上解決
“
三友同

題
",中

国政府宜布炊 "“ 年牙始免征衣立税,

、逆行衣村塚合改革。衣村鰊合改革源干 2005年

牙始的跡瀾城市与衣村同径済社会友展的
“
社会

主叉新衣村建没
"新

政策,那 今吋候主要是力了

解決K期 因抗衣民牧人低的同題,日 林是提高衣

民生活水平。

本文就中国正在逆行的衣村妹合改革,逃拝

少数民族地方行政象象的改革作力研究課題,采

取文献調査、実地調査和向地方政府同巻調査等

方法,在 日明中国衣村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国

題的同吋,着 重分析作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内

蒙古自治区基晨行政須鉄改革的目林和任分。

一、地方行政体制現状及其

存在的日趣

1.合井地方行政組奴。1980年改革弄放初

期,全 国有 5。4万 余企人民公社速一基晨行政鯉

奴,在 其下格有 71万今生声大臥和 567万今生

声小臥,当 吋便在人民公社速一級行政姐鉄中担

任公取的取員数釣迭到 3500万人,速 今取員数

字規模相当十一今中小国家的人口規模。

1983年,中 国弄始衣村家庭咲声承包責任

制改革,其 中,人 民公社和生声大限牙始紫換カ

多 (慎)人 民政府和行政村的基層行政管理須

鉄。面且力了滅経有美多 (慎)政 府的行政支

出,逆 行了K期 的合井多鎮姐象和削減其行政人

員的改革。到2∞5年 ,多 慎忠数交成 3.5万今,

行政村変力63万企.也 就是悦フ在特近 20年的

吋同里,恵 共合井了 1.9万今多鎮,8万 今行政

村,裁減了8.6万名取員,減 少了 8.64・化財政

負担。[11炊単純的経済合算来看,可 以預想今后

l17会継象推声合井地方行政姐鉄。

2.偏重行政管理与鉄少公共服多的行政

机能。地方政府把取員分配在杵多部:コ,対 所属

地方実行全方位的基居管理,逮 是中国基居行政

組象的基本特征:像 2001年河南省邦州市新没

畳的
“
優共亦公室

",就
是力了管理市内生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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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一紳行政縄鉄。員然速只是行政直接管理市

場的今男1例子,但 却悦明了在市場径済友展道程

中逐在依赦速紳行政管理,需 要注意的同題是政

府対市場直接的行政管理会阻碍民菅企上的自我

友展:我 佃在内蒙古自治区部托克前旗的同巻凋

査中也友現,己 姪八多慎行政体制中分高出去的

杵多事立須鉄和基居公共服分部門,現 在実隊上

"然 依幕地方政府管理。事実上,速些地方行政

笙飲巳径成力
“
事立接受容器

",t井
不是衣村

妹合配套改革需要的力市場経済提供公共声品服

分的俎象,不 利干友展衣村市場姪済。

3.地方行政姐銀的債多越重。多鎮人民政

府承担的債分述多,多慎債分急速増加是当今中

国衣村普遍存在的一介大同題。遠些債努主要包

括衣村力了完成九年叉分教育基本要求的建没

費、衣村道路建没費、衣村水利没施建没費、多

鎮企立径菅赤字ネト崩以及力了完成小康村林准的

費用,速 些是免除
“
衣上税

"和
以前的 “三提五

統
"(“

三提
":提

公釈金、公益金、行政管理費

等。
“
五統

":教
育附加費、汁剣生育費、民兵り1

鯨費、多村道路建没費、仇抗金等,“三提
"和

“
五坑

"各
占忌額的50%)而 声生的同題。根据

中国国家財政部財政科学研究所的自景明等人的

調査研究表明,全 国多村債分大釣迭到数千仏人

民市,相 当干全国 GDP的 10%、財政牧人的

30%-50%。〔J因此,中 国政府没法解決多村巨

額債分是建没社会主文新衣村的重要任分,面 目

前思考出宜接影前衣村径済友展和社会稔定的解

決多村巨額債分的亦法,All是美健。

伴随免征水立税的水村

行政体制改革

2006年,ス 根本上疲除了有 卸∞ 年万史的

衣立税,牙 始実行由中央政府毎年向衣村友放

1000万元的公共財政ネト助的政策。中央政府打

破了持象 2000多年以来的
“
皇帝只管理到晏

"

的財政慣例 ,推 出了
“
国家政枚要管理到多村

″

的新財政体制,速 也是規疱的全国財政管理首次

被延伸到衣村。

対干免征衣立税,可 以概括悦,逮 是中国衣

村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企所史性特折。具体悦:

lL伴随管理内容的変化,衣 村社会管理方

式友生相皮変化。中国衣村管理方式的変化,主

要是及 1950年-1970年 力止的
“
貫御汁剣制

度
",特

変力 1980年-1990年的家庭瞑声承包責

任制下的
“
目林責任制

"。
近九年,中 国衣村干

部和民余的矛盾有所加刷,同 題部分宣接与在衣

村社会国家管理的枚限増大,相 症的地方管理枚

限縮小有美。免征衣立税后,現 在的多慎政府出

現了財政困雉和駅員数量削減等新情況,需 要美

注的同題,All是衣村社会管理体制巳径不通症衣

村姪済和社会的友展。

2.多鎮管理体制的改変和多慎政府作用的

変化。以前的多慎政府的主要工作是
“
=要

"

(要衣立税、要汁剣生育、要政府根食牧賄),政

府干部的 70%以 上的吋同投入到
“
三要

"上
。

在免牧衣立税之前,多 慎政府完成
“
三要

"任

分,不 供可以拿到実金,而 且能修感党到完成任

分的仇越感和束誉感。但是,自 ス免収衣立税

后,人 佃的工作目林急速削減,体 現自己工作俳

値的机会減少了。現在衣村生育現念也友生了徹

大変化,由 千
“
重男経女

"、“
券几防老

"、“
多子

多福
"等

特統規念的淡化,限 制人口数量増掟的

汁剣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也相対減弱了。整今看起

来,随 着多鎮政府財源削減,工 作内容也友生猥

大変化。

3.衣村財政管理方式的変化和自主財源的

降薇。上世紀 80年代中期,中 国多慎政府的財

政来源杓成,一 部分是来自国家税lla荻得的部

分,男 一部分来自地方的税牧.逮 吋期,多 鎮政

府掘有財政自主枚,国 家All是把多慎財政的負担

結移到了多慎。通道実行速紳
“
分税制

",把
征

ll■到的両部分税款作力多鎮政府的財政来源。逮

里面衣立税占多慎財政牧人的 40%-70%。 但

是,免 征衣立税在滅経了衣民負担后,多 慎政府

也失去了最主要的財政来源,不 得不依草上象政

府的財政。而現在強化
“
多財晏管

"力
中心的多

慎財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是 力避免多慎政府向衣

民随便征牧費用,但 同題是逮些措施使多慎政府

的財政陥人了困境。

4。多鎮政府和衣民美系的変化。免除了衣

立税和実行根食生声、流通的市場化,多 慎政府

管理工作内容正在友生変化,多 慎政府和衣民的

美系有淡薄化的危険,因 力有杵多事情衣民再也

不用多慎政府管了6道 去多慎干部掌管着衣村人

口、財政、税分、水屯、道路染修等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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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現 在All有猥大蘭不同。

5.よ
“
人治

"向 “
法治

"的
装変。建国以

来,ス 中央波及到地方的
“
政治透功

",也
給地

方政府行政軍上了
“
政治光不

"的
色彩,地 方行

政
“
人治

"現
象比較「重。而在今夭,多 慎政府

必須加速八
“
人治

"到 “
法治

"的
政府管理双念

的緒交:

二、内蒙昔自治区事耗克前旗

水村茨革共地調査

1。椰托克前旗的基本情凛和現状。内蒙古

部托克前旗土地面釈釣 12180平方公里,意 人口

釣7.4万人,人 口密度釣 6人 ′平方公里,改 革

前的旗下結亦木 (人民公社)12今 ,亦 木下面

有 69今嘆査 (大駄)。2000年有 3今 多被合井和

削減,2005年 H月 実施新衣村妹合改革后,又

合井了5今 多,新 浚了4今 慎。在速 6年 里,多

慎数日及 12今到 9今 再到 4今 ,大 幅度減少反

映了中国衣村基展政府管理的変化。

2。多鎮政府合井后人員的削減。在多慎政

府合井前,意 共有 87名 多党委成長和 764名臥

員。2005年多村妹合改革后,分 別削減了 30名

和 270名 ,也 就是悦分別減少了釣三分之一 (削

減 34・%和 35%)。改革前,全 旗的多鎮政府取員

数占全旗人 目的比率,大 釣力毎千人里面有

10。3人 ,改 革后減少到毎千人里面枚剰 3.6人。

現在多慎政府合井削減后併然有 ω-80名 駅員,

而各今多鎮政府新的繊制定員是 30名 ,所 以将

来込会遊一歩削減人員。

原来多慎政府的主要行政任分是①制定汁

剣3② 衣牧立的生声汁刻管理和衣声品的政府牧

胸3③ 財分 (包合衣立税的征llt);④汁剣生育

管理l⑤ 衣立雄木普及;⑥ 叉分教育 (和長共

管)。其中,②衣牧立的生声汁剣管理和衣声品

的政府llA賄両項工作,All在1990年以前就没有

了。③免llA衣立税和多慎合井.可 以想到因大量

裁滅工作人員対寺多工作洛声生影噛。

3.調査目的和方法d力 了准碗把握衣村鰊

合改革中基晨多慎政府人佃的想法以及地方人佃

対改革的預期、意見等,2006年 9月 箸者対下

述人員逆行了調査。2006年10月召牙的部托克

前旗第六茨党代会的参加者:党 員、村党支部事

通 (毎今村一名代表,釣 70名)、長各全部r]的

54

代表人員 (50人左右)、行政青科学校的遊修

者、晏政府及多政府的各部'1公分員。逆行日巻

潤査友放的同巻大釣3∞張,同 巻回答者主要是

党貝千部、多慎政府的公分員,事 実上接受調査

的対象主要是一些参加地方政府行政和社会囲体

活動的人員。因此,注 意他佃井不代表一般的衣

民意見.   .

4.調査分析結果和考察。答巻者的具体情

況如下,居 住地:友 村 24。9%,城 市 72%;年

船:20多 夢 13.2%,30多 夢 42.3%,40多 歩

36.5%,50夢 以上 7.4%;性 別3男 68.3%,女

28.0%;取 立:衣 民18.0%,公 分員70.4%,其

他 6.2%;是 否 党員:党 員 69、3%,1卜 党員

27.5%。

整理和分析調査錯果,参 加者的以下意向和

特点曼著。在速里,我 佃及全部統汁結果中把他

佃的傾向抽取出来,統 汁展示姶大家,井 対考察

遊行了初歩分析。

① 美子衣民負担和多慎政府的状惧。

員然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是比較早的免llA衣

立税的省区,但 是本次調査中逐有 50%的 人回

答衣民負担道重。逮里包合着衣民対多年一宣数

納的衣立税,以 及国家在公路建没筆修、衣立用

地、衣立水利等基硼没施的建没方面没有提供更

多援助的意見。

決力没有真正代表衣民和没有反映衣民意見

的人,釣 占回答者的29%。

② 対多慎政府的坪枡。

77%的 人回答多 (慎)政 府的負債道重,決

力多慎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数量道多和澁用取枚的

情況的人各 占 59%;袂 力不供逐漸制造負債,

而且逐溢用取枚的人也猥多。

③美子多鎮体制改革,89%人 汰力多慎政府

的改革是必要的。賛成多 (慎)政 府由具政府机

拘来代替的人占69%。

5。多鎮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以上黎佃対

存在干現在多慎政府的一些同題的調査倣了今概

括,回 答同巻者主要是党員和公分員,可 以悦 ,

是■管理的内部人士自己来坪介存在的同駆。但

是,我 佃友現有美多鎮政府的財政債分同題和人

員道剰同題,甚 至是溢用取枚等同題反映都比較

集中。井且絶大多数答巻者汰力多慎政府的改革

是必要的,而 且支持改革。



°
 以 上調査江忠情況反映出当前的衣村綜合政

革友展造勢,忠 体上需要杓建遣合中国友村社会

管理的ell新体制,而 行政村落的重須則必須根据

各地的実豚情況選行:在 改革原有的汁tll経済衣

村管理須象后,需 要遣庄現代表村声立化友展方

向,大 力扶持和培界衣民的生声和姪菅的合作俎

鉄;在 新衣村建没通程中注意矛盾協調、資源配

量和債多負担等同題,在 政府管理取能変化后,

可以考慮辻衣民合作鯉鉄充分友拝他佃的作用。

美子未来中国多慎行政机杓改革,可 以具体考慮

友展研究課題。  ・

四、未来預期的水村鰊合改革深趣

1.美子多鎮政府公共服努能力建設。日続

更遊一歩実施縮小多慎鯉象机杓的改革方向,必

須考慮在原本就是一介猥狭小空同的地方,因 合

井多慎政府規模縮小了,如何保江公共管理服分

水平不供不下降,逐 能修得到提高。

2.多鎮政府的崇民美系円絡建設同題。到

日前力止,中 国多慎政府作力各神集会和憐罰各

紳事分的地方,是 原来人佃経常要去和人口相対

集中的地方。但是,随 着多慎的合井,有杵多友
・

展的各稗机会現在正在被去失,想 祥避免衣民同

的美系円弱化的危隆。

3。居民生活同題。合井多慎后除了保留下

来的中心lin慎,由 子没有了多供政府無須管理的

地方,考 慮新出現的居民生活不便同題。因力派

出所、銀行支行、衣立林立技木中心等也和多

(慎)一 起被合井或美閉了,地 方治安管理、方

便程度、生活不境等会不会変得比以前差。

4.必須裁到解決衣村債努的新方法。衣立

税消除后,又 出現新的衣民負担同題.比 如,衣

民債分同題、多村事分遂鶉経費不足回題、千部

力了提高立銃急速造成新的債分等同題。暮些同

題如果不解決的活,“三衣
"同

題不能最纂得到

猥好的解決,衣 村改革成果也就没有真正的

意叉。

5。上下美系同題。随着多鎮的合井,形 成

了
“
枚力上暴政府,責 任下多政府

"的
新的上下

美系。遺性人佃担心会不会影哺到衣村改革的版

利逆行。

第悟

本文回明了在中国最近逃行的地方行政姐叙

的改革内容,通 道内蒙古自治区的具体調査,基

干実地同巻濁査,考 察了此同題。我佃袂力,現

在員然力了解決差距同題有必要加快汗友,但 是

不能忽視改革中存在的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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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ues of the Refom of Local Aこ回 曲 "a価 0甲 山 ah m

the Suburban Comprehensive Rerom

w u n l l , H O s h i n o詢 耐

(1.Dep― entごSc… ,C― e mLOol of Kob●Unittty:2.Dep― m oF― t,Lyoto U」饉 け,Iapan)

[Abmct]while Ш dertaking tte consmction Of new 80Cialist counw,the refom of local a山 血 istntion

organlzatiOn in the suburban comprehensive dom should be noticed.It is a moFe hard work to undertake血

subuttan adminis回Ⅲ organlzation reFom in ethnic mi側歳りregions`ヨ略Led on the document swey,■eld suwey

as wen as the qucstiomdre to the local gove―e,,血S artioL tt b expldr the cOntent and issues of the refom

of local admidsmtiOn orgamization in China,and set up the dm and task of the refom.

[Key words]sub凸an compFehenSive refom;ethnic mittty壼づon3押 "root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refor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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