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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来

自国际环境的影响时，作出有关法治政策的依据。本篇论文先对国际环境的内容

做了定义， 通过列举国际机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美国和国际 NGO 对国内

法治建设的影响，指出虽然国际环境对中国人权领域、经济法领域等有贡献，但

是也同时指出其局限性, 即若没有当地政府，或者是国家层面的支持，那么活动

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在法治建设领域，中国执政党在面对国际环境的影响

时所参考的依据是什么呢？本文通过提出国际环境影响和中国法治建设关系模

型， 论述国际环境不能直接作用于中国执政党进行改革，而是通过促使共产党

领导集体根据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对国际影响进行选择性的模仿

和接受。基于本文中的法治指的是综合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府改革和司法

改革领域, 通过具体举出国际环境分别在政府改革领域-行政三分制、商务部组

建，司法改革领域-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的影响，从而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根

据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制度选择性的对国际环境进行选择性接受和模仿的。  

关键词 : 国际环境影响， 综合性的法治建设， 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经济 
学  号 : 2013-2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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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研究问题 

 

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法治经历了从幕后到台

前的过程。关于法制1的 初提出要追溯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

在那时法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紧密， 关于法制的讨论离不开政治体制

的讨论。 2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权

力过分集中的矛盾，通过在党、国有企业和政府三个领域分别实行国有企

业的厂长决定权、政府向国有企业简放政权，党政分开等措施来克服官僚

                                                 
1 关于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在学界做了严格的区分,其中一种解释是法治的概念与人治对应, 而法制强

调的是法律制度的建立。由于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法制与法治，因此在这篇论文中不作区
分。 

2 政治体制的提法也从十一届三中以来有六种之多，有 “ 上层建筑的改革”、“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改革具体制度” 、“体制改革”、“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 虽然在当时不
同会议不同领导人表达方式不同，但思想内容上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即政治体制改革。

根据中央文献和各领导人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定义为： 在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政治上层建筑中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 不

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环节和方面（即各

种政治设施，各种政治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维持这些关系的各项政治规范）， 建立高度

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范围主要包括
七个方面，包括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完善国家政权体制， 改革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干部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并强化监督机制，实现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如上可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制的提出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
七个方面之一的。 来自 “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
制改革大事迹》 ，春秋出版社 1987 年  第五页－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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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从而提高做事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法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大范围的

内容之一，主要在基本的秩序建设方面做了规定， 如，继十一届三中全

之后，将立法工作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程之一、修改宪法、加强立

法从而完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公、检、法相互配合的司法实践，并

在一九八五年进行《关于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 等。3 

然而在经历了一九八九天安门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 政治改革（1987 年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以失败告终，法制不再是以政治体制改革

的内容之一而是作为单独的内容被提出来，如，1997 年中共十五大将依

法治国以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 1999 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2002 年中共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201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 4 

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之一的法制到依法治国基本国策的提出、落实和全

面推进，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依法治国将近 20 年来的迅速发展呢？在日益

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环境对国内法治的建设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3 李永春，史远芹，郭秀芝编，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迹》 ，春秋出版社 

1987 年 ，第二十四页 
4 在后页附录关于依法治国从江泽民时期到习近平时期的重点、学者研究问题点的整理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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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法治改革主要来自内部因素影响 
 

      关于中国法治发展原因的探讨学届主流的说法是基于中国内部的环

境因素，来自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统治方针。如学者赵英男认为依法治

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式，通过在立法，司法，行政多方面综合

领域法制的实现，从而有效的治理国家。与许多民主国家法治的主旨（限

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不同，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中

国的工具（至少到目前的表现来看），且“工具性”（rule by man) 会经历

一段时间。在关于为何发展中国法治的问题上，赵英男学者从国内国外两

个角度去分析，关于法治改革的国内因素动力来自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

初期中国共产由上而下的主导， 然而进入 199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际

环境和国内人民需求的变化，关于法治改革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从国外

角度去看，以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为了符合世界国际

组织的要求，对法治建设进行了更多的投入。 

  PAUL GEWIRTZ 在分析中国开展法治建设的动因并总结出了八项原因，

一是中国领导层认为法制完善对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经济动因）。二是

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再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因为人治而导致的后果。三是

中国领导层想通过法律来治理为所欲为的官僚组织和部分地方政府。四是

中国想通过法制来对应犯罪 （提高犯罪预防能力）。五是针对中国人民与

日渐长的权力观念，认为法律能满足大众需求。六是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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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生时，民众可以通过诉求法律来表达意见和呼声。七是随着中国全球

市场的扩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在遵守国际

规范和发展与其他国家对等的国际机构方面，变得比以往更加具有包容性。 

八是中国领导层在国内和国际对自己的法制化建设给予非常多的关心。5 

也有一些学者将国内改革的动因归咎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6 首先内

部因素是因为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因此而进步的中国人的意识。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所有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其他所

有制共同组成的所有制，其他经济主体成分在经济活动中的参加，成为了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的动因。 外部因素是加入

世界贸易机构 WTO 和参加国际协约。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时，对不符合世贸规范体制的很多法令条文进行了更改，并且在加入人权

条约时，主张要建立一个适应国际环境的公法的环境。 

 

国际因素对国内改革的有限性 

 

       通过以上学者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诸多学者强调从中国内部

环境要素分析中国法治发展的原因，但是诸多学者都在著作中提到了国际

因素对法治的影响，特别是进入 1990 年代中期之后，法治受国际因素的

                                                 
5 Paul Gewirtz, “The U.S.-China Rule of Law Initiative,” William & Mar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Vol. 22, Issue 2 (2003), pp. 604∼605. 
6 이정표, “ 중국 법제개혁에 관한 일반적 고찰”,[중소연구], 제 29 권 제 3 호 (한양대학교, 아태지역연구센터.2005), pp. 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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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越来越明显。赵英男学者认为考察国际要素的变化是理解 1990 年代

中后期中国法治发展的关键之一。依法治国是中国经济在嵌入世界经济过

程中对应的产物。7 学者从三个方面指出当时有利于中国进行法治建设的

大环境，分别是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策动态，西方国

家和国际机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法治援助，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

重要地位。苏联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第九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主张苏联应

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a socialist state under the rule of law ) ，他试

图通过法治改革从而巩固共产党执政党的统治并将苏联转化为民主主义国

家。受苏联的影响，越南在1991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建立 “根

据法律建立的国家”（law-based state) ，从而形成以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律

为基础的以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和集体领导（collective 

mastery)为社会主义政治指导理念的国家。8 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在 1980

年代末，特别是在 1991 年冷战结束之后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制改革为目

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特别是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首的国际机

构（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the Justic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s, and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对当时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广范围的法律援助，解决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7 조영남. 2012. 『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p. 90. 
8 조영남. 2012. 『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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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防止腐败贪污、促进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发展），并提供专业人

员培训和机构建立的指导。9 又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的法治的规制，

中国对法治建设进行了更积极的投入。 

虽然 ，国际因素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对其的决定作

用是有限的。学者 CAROTHERS 在研究西方国家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

法律支援后作出总结，即他认为很多西方政策家将法治作为亚非拉国家制

度转换过程中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法治可以帮助东亚（韩国、马来西

亚、新加坡，台湾）等地同时实现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但 1997 年亚洲

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国家内部法治改革的失败，虽然 1995 韩国对全斗焕、

卢泰愚的贪污腐败的控告表明韩国在国内法治很彻底，但是 1997 年信贷

危机表明国内法治并没有将特权阶级（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的交易

进行透明和责任公开。因此韩国国内对建立公开透明的公平秩序的呼声越

来越高。从此，CAROTHERS 认为法律援助替代不了来自内部的改革意志。

10 任何国际法律援助是以国家意志为前前提的，只有在国家层面接受法治

建设，才可能有进一步的法律援助行动。因此本论文是在承认和接受中国

的依法治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产物，本论文探讨的内容是共产党执

政下依法治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来自哪里 ？ 国际因素作为依法治国发展的

促进要素之一以怎样具体方式促进中国的法治？ 虽然，上述学者们探讨

了关于中国法治发展的国际因素，如赵英男学者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

                                                 
9 CAROTHERS, T. Mar. 1998. The Rule of Law Revival. Foreign Affairs. 77, 2, 95-106. 
10 CAROTHERS, T. Mar. 1998. The Rule of Law Revival. Foreign Affairs. 77,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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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角度，国际支援和国际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不能充分具体的表

现国际因素和法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鉴于以上学者们是从宏观角度对国

际要素进行分析， 本文试图从更具体微观的角度分析探讨国际要素对中

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依法治国是综合性的政治制度改革 

 

  为了具体探讨国际环境因素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准确理解中国法治改

革内容成为重要一项。对法治建设内容的具体观点是参考了赵英男学者的

观点。赵英男学者在诸多著作中主张依法治国政策是全方位的政治改革，

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式，并不仅限于司法改革。  以政治制度化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为核心的依法治国政策是涉及行政，司法，

立法等多方面的综合政治体制改革。 11 在 1980 年代中国为了促进改革开

放政策，同时促进了“法制改革”。而当时的“法制改革”主要指的是法律条

规的建立和修订、建立关于法院和检察院等有关法律的机构和制度，在性

质上当时的“法制改革”更接近于司法改革。然而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国

共产党在结合既有的“法制改革”和“政治改革”决定实施“依法治国”。 由此

依法治国发展成为包括共产党改革、政府改革、法院改革和人民代表大会

                                                 
11 Young Nam Cho . 2014.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aw": China's Rule of 

Law Policy as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21, No. 1, 

pp.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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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在内的综合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且依法治国是由中央的政策和地

方的自发性实践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1980 年代中期开始, 一些地方为了

改善当地的治安环境，开始实施了试验性的法制政策, 法制的具体落实从

基层单位开始扩散， 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吸取各个地方的法治经

验后，总结发展法制政策并树立统一的政策将其扩散到全国。由此，到

1990 年代后期，依法治国内容可以细分为依法执政（共产党改革）、依法

行政（政府改革）、司法公正和效率（法院改革）、立法和强化监督（人民

代表大会改革）、基层民主等五个方面。12 而在这里依法行政是核心，因

为政府执行 80%以上的法律法规，根据各个城市建立的法律指标体系。 

自 1997 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针以来，该方针在持续稳定经

济增长，保持国内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 1990 年代中期

民主国家的萧条时期，中国的相对崛起，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添了很

多信心，“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提出就是一个例子。 但同时， 学者赵

提出了依法治国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 依法治国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

并不能实现法制的两个目标－国家权力的限制和人民权利的保护，依法治

国变成了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二是依法治国并没有限制中国共产党和主

要的国家机构的权力，且该法制国家缺少来自公众的参与。13 

 

                                                 
12 조영남. 2012. 『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p 240 
13 조영남. 2012. 『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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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压力和内部改革之间的相关性 

 

      如上赵英男学者提出的中国依法治国存在的这些问题，亦是中国主

张的与其它国家不同的“中国式特色”的地方，有学者就指出这些“特色”是

中国效仿其他国家且反映到国内的产物，确切的说并不是内部因素自发作

用的，而是外部因素作用下 普遍的产物。14 学者 Tom Christensen, 

Dong Lisheng and Martin Painter 等人在研究外部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国

家内部改革的问题上，提出“转换型方式”（transformative approach) 理

论，即外部技术或制度， 文化和宪法的环境因素，作用于国内政治领导

人从而促使他们作出决策，进而影响国内改革。技术和制度为国内行为者

提供改革的动力，在这里的技术可以理解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和硬实力的

必要因素。例如 ，1978 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为 大的问题并

进行了改革开放，通过打开国门、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促

进国内经济发展，在这里指出的模仿和学习国外已存在的“技术” 就是影响

国内行为者行为的“技术性压力“（ technical pressure)。制度在这里指的

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国际组织，1978 年之后中国的发展重心由政治发展为

主转变为经济发展为主，从而使中国更加深入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中

                                                 
14 Tom Christensen, Dong Lisheng and Martin Painter .(2008).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 how much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35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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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国际法也正经历从单纯的工具性用途到慢慢将

其内在化的过程。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从革命性国家

(revolutionary state) 转 变 成 为 了 经 济 发 展 型 国 家 (economically 

developing country)，国家利益要求发生了变化， 从而中国参与国际组

织活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大幅度的调整。15 第二个因素是文化，文化决定了

国际环境影响国内改革的程度。Eleanor  Westney 研究了日本是怎样将西

方的发展模式运用到日本的警察、邮政系统和出版社的。16 文中Westney 

指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她认为了解目标国家的制度模式在相应国家存在

的文化背景对模式的应用很重要。有学者指出中国还保留着很多封建时期

以来的制度文化遗产，儒家的孝道、强政治领导力、北京精英圈内的权力

和特权的集中、官僚主义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矛盾。17 第三就是

中国宪法和体制特点 即中国本身所固有的体制问题导致外部因素在作用

于国内时会发生变化，使其变得更符合国内执政者的统治。  

 例如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西方社会将西方的国家－社会理论

套用于中国社会，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会加速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

                                                 
15 Zhengqing, Yuan, and Ann Kent.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2008): 255 
16 Reviewed Work(s):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to Meiji Japan by D. Eleanor Westney, (Apr., 199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2, pp. 563-564. 
17 Tom Christensen, Dong Lisheng and Martin Painter .(2008).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 how much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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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为西方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 ，但是中国本身固

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和社会性纽带，促使中国形成不同于

西方的国家－社会关系。18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奠定了中国迅速发展

的基础， 尽管中国在发展道路上经历了重重坎坷，但是唯有坚持发展经

济毫不动摇。 Ann Kent 教授在分析中国外交行为的变化的文章中也指出

中国外交态度的变化是因为中国从革命性国家变成了经济发展型国家。19 
这指的就是在任何危机下，中国始终坚持经济发展毫不动摇。 典型的

证明就是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国内外危机重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中国实施孤立政策，且对中国人权领域不断进行谴责，在国民群众对

中国经济改革失去信心之时，邓小平在 1992 年进行南巡讲话，强调市场

经济的重要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的重要口号，从

而继续坚持经济发展基本路线。 
 

                                                 
18 정종호. "연구논문: 중국의'유동인구'와 국가-사회 관계 변화; 북경'절강촌 사례를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 6.2 (2000): 127-170. 
19 Zhengqing, Yuan, and Ann Kent. 2008.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Security."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p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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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阅读和分析总结相关领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搜集相关

主题的中国官方报道、媒体新闻、统计资料等材料，进一步探讨国际环境

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在探讨总结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国

际环境影响和中国法治建设关系模型”，通过实例分析证明该模型的影响

机制，从而更直观的阐述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经过讨论本文

得出的结论是国际环境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改革，而

是通过促使共产党领导集体根据中国政治制度（自上而下的统治方针、维

护执政合法性）和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对国际影响进行选择性的模仿和接

受。  

 

<图一> 国际环境影响和中国法治建设关系模型 

 

中国共
产党一
党制

中国政治制度

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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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内容中，首先，本文分别从国际机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

国际 NGO 和美国的法治援助来具体阐述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其次，通过实例分析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内容， 从而总结在国际环境影

响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根据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来进行国内法治建

设的。 

 

国际环境 

 

国际机构的法治援助 

 

     先从结论来讲，国际机构的法治支援广度上从人民代表大会的经济

立法向 高人民法院的司法领域拓展，深度上经历了从中国市场经济法律

框架的支援，到法律机制层面改革的支援。国际机构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效

果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法制

援助项目具体分析国际机构对法治援助的影响。 

世界银行（联合国法治调整和志愿团旗下 19 个构成机关之一）在 1990

年以后扩大了通过法和司法改革的国家援助。之所以提供这样的援助是因

为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进行可持续发展，其发展过程必须要整合。法律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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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革在这样的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 对中国的援助工程中比较

有代表性的是 1994 年到 2004 年为期 10 年的“经济关联法改革项目

（Economic Law Reform Project）”。21 这个项目为了发展作为经济厚后

盾的法律制度，从立法准备到培训支援，机构支援的网络构成，总投入为

1000 万美金。立法支援项目包括契约法，保险法，律师法等 50 个以上的

的法规，且援助了与之相关的 15 家以上的相关机构。训练支援的项目是

为了向公务员，裁判，法学新教授等对象提供法学教育和训练。 机构支

援项目为公务员法制办公室（State Coundcil’s Office of Legislative 

Affairs）建立了法治情报互联网系统（Chin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并支援了 高人民法院的法院和职员管理改善研究。 

根据世界银行项目发表的项目报告书，对目标的达成状况，持普遍的满

意的态度。22 根据报告书的显示，通过立法准备支援的项目的调查结果所

显示，参加这个项目的政府有关人认为法治援助后中国的立法的质量和过

程都呈上升的趋势。 在培训支援项目和机构支援项目上，通过优质的训

                                                 
20 The World Bank, Initiatives in Legal and Judicial Reform (2004 E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4), p. 1. 
21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Law Reform Project,” 

http://www.worldbank.org/projects/P003647/economic-law-reform-project?lang=en> 

(搜索日期: 2015.10.6) . 
22 The World Bank, “Implementation Completion Report on a Credit in the Amount of SDR 

6.9 Million (U.S. $10 Million Equivalen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an 

Economic Law Reform Project,” (4 May 2005), p. 3. 



 
 

15 

练和教育，他们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且构建了联合所有省和自治区的

法治情报互联网系统。另外报告书指出对项目运行和结果影响 大的因素

是中国政府和政府机关控制外的要素和机关控制内的要素。23 政府机关控

制外的要素是指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但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将满足符

合加入 WTO 的立法视为头等大事，所以该要素对项目的进展起了积极影

响。政府内对项目起积极影响的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决心，包括它的政

治决定，强有力的政府所有制等，在政府控制内且对项目有积极影响的是

财务部强有力的管理和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由立法机关代表构成的立法

志愿团的志愿等。在报告书里又涉及了通过项目而得到的经验教训。首先，

项目成功的 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援，第二个原因是法律志愿的

合理设计，包括创明确的目标和合理运营计划的。 

在联合国“法制调整和志愿团” 另一个机构是 UNDP，它也对发展中国家

开展了积极的法律援助工作。 对中国也持续进行法律支援工作， 具有代

表性的支援工作有 2007 年到 2012 年和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共同进行的“公平发展治理（Governance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 GED）”。通过该项目的他们促使中国政府强化中国法治和

市民社会的参与，是中国的国际协力项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性项目。

GED 项目主要包括执法水平的提高， 立法制度的改善，市民参与的扩大。

以法治支援为中心具体内容如下，执法水平的提高是为了能够形成透明公

                                                 
23 Ibid. 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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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裁判，且提高法官实力和公开透明化法官选拔。同时，项目 为司法

人员提供海外研修，教育负责人培训，国内外专家的技术支持等，该项目

是与中国 高人民法院合作的（Supreme People’s Court）。 关于立法制

度改善的项目，以扩大市民参与立法制度， 提高立法部门实力水平，整

体提高法律的和谐为目标。因此该项目进行了田地研究，会议研究小组等

活动的召开，提供了国内外专家的技术支持，个别地域的示范运营，数据

库的建立等。这个项目是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合力完成的。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ssion） 

根据UNDP发行的项目报告书，在项目实行期间，以执法水平提高为目

标的政策，法律和规制得到进步，立法和执法的一致性得到进一步完善。

24 具体表现在中国 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规定将提起诉讼，审判， 执行，

审问，制作文书，司法行政的六个阶段的司法步骤向市民公开，2010 年

将 100 个法院规定为示范法院，从而提高司法的透明性。根据报告书，通

过法制援助，司法服务的便利性得到提高，参审制得到改善，法律结构也

进一步扩大。25 该项目加强了关于立法的国民参与机制，强化了立法技术

层面的实力，从多方面完善立法制度，通过记载法令、实行审查制度，提

高了立法执法的一致性。26 同时，报告书也指出经过援助后，中国在世界

                                                 
24 UNDP, “Governance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 Project: Evaluation of Progress on 

Objectives and Indicators,” (18 May 2015). 
25 93_Ibid., pp. 5∼7. 
26 94_ Ibid., pp.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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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法治指标“法治的积极影响（Positive Trend in Rule of Law ）”中的

指数也有提高。27 然而根据其他机构的报告书，关于中国的法治状况仍有

很多不足的地方，这表明该报告书还存在局限性。28 通过该项目司法执行

力得到提高，立法制度得到改善，但是很难将其结果量化。29 

具体内容可以参考以下表格。 

  

                                                 
27 Ibid., p. 11. 
28 Ibid., p. 57. 
29 Ibid.,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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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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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机

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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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国际法和国际条约 

 

关于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适用的问题上大部分的中国学者持积极的态度，

（如罗国强，沈四宝和谢进，王红坤和孙希尧，唐颖侠等），他们都指出

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的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直接适用，二是转化适用。 

不同于国际法学界存在的关于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元论”和“二元

论”30的明确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缺乏一个宪法级的原则性规定。中国在很

多部法律中已经直接适用了国际公约，且在很多涉外纠纷案中适用了国际

条约，特别是国际民商领域。例如，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第 2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36 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 72 条等法律中都明文规定当国内法与国际条约规定不

一致或条约另有规定时，除中国声明保留的之外，应该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案例也逐渐变多，如《华沙公约》、《海牙议定

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司》,《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物多

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在国内涉外案件审判上都成为了参照法律。然而，

学者们也指出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上也存在很多的问题，随着中国国

                                                 
30 “一一论” 法 法 法同一 法法法法国国 国国 国 国认认 认 ， 然然 法 法和 法的然然然然然然虽 虽 国国 国认

的争论，但但但 但 的但但 但国国归 归归 ，从“一一论”出发， 可可可 可可但但国 国 国国认 际 。 

代表 代然代代国 、法国、德国、芬兰、俄 俄罗 、波 波兰 。 “二一论” 法和 法同国国 国 国认认 认

法不同法法法法， 者可者者但 然可者者两 两 ，可 法 但但 但虽 国国 归归 ， 只只只 只 国认认 认 认

依依 依国 条际约 约、改、立 法的立立 的 可但但国国 国国 间 。代表 代然代国 国、 格苏 兰、北爱

尔兰、澳澳澳 波代 澳 代国亚 亚 。 料 料条资 ：《 的 但但国 国 国国论 认 际 归归》 强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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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事务参与的增多，和签署的国际条约增加，国际条约在国内适应问题也

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学者们共同指出的是中国对国际条约的接受还没有

明确的宪法规定， 且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31 这导致法官在审

判案例时只有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才会考虑采用国际法，而不

是主动将其视为国内法。另外，有学者发现虽然中国的一些民法、民事诉

讼法中明文规定了国内国外法律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法的条目，但是这些

法则都是在“涉外篇”或是“附则”中， 这说明这些规则也只是补充说明的方

式，这大大限制了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直接适用”。 32 另外，尽管是在国

际公约涉及 多的民商事法律中，有学者根据调研指出国际民商事条约在

国内适用上也表现出了选择性。33 其次，有学者指出中国关于国际条约的

法律位阶和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尚未明确。34 如在中国的《立法法》里规

定中国法律第一位为宪法，第二为法律，第三为行政法规，第四为地方性

法规和部门规章，但并没有说明国际条约的法律位阶，这对中国面对国际

竞争解决国际纠纷是不利的。如上所述，虽然在国际法在国内适用上依然

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条约在国内的影响上也慢慢扩大，无

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国际条约种类上。表本文列出了 1987年到 2012年中

国参与双边条约和国际条约的状况（<表三> 、<图一> ），从数量变化中

                                                 
31王红坤, & 孙希尧. 2012.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人民论坛(23), 

pp.245. 
32 沈四宝, & 谢进. (2010). 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甘肃社会科学, 2010(3),pp. 97 
33 王红坤, & 孙希尧. (2012).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人民论坛(23),pp. 244-245. 
34 王红坤, & 孙希尧. (2012).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策. 人民论坛(23),pp.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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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分析双边条约和国际条约给中国将带来的影响。 

<表三> 1987-2012 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签约数量表  

     

                                            数据来源： 中国法律年鉴 198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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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1987-2012 中国双边条约与国际条约签约数量表 

 

 

 从图中我们可以得知，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签约数量的不断增多，在

1992 年双边条约有一个大的跳跃，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分

别与解体之后独立的原苏联联盟国家签订了双边条约的缘故。之后，在中

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下，一直维持着高水平的双边条约的签订。那么，

双边条约对国内法治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中国学者针对国际条约

在国内适用的文章中间接窥见其影响。 中国学者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适

用问题上的讨论有如下特点，在 1990 年代初期的文章（李振华，1993）

在国际条约国内适用的问题上趋于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如对国家条约在国

内适用性质上的规定，反对阿库斯特认为的条约的缔结“是一种变革的工

具”说法，相反认为是条约是国际交手段或工具。2000 年中后期的文章

（ 唐颖侠，2003，谢晋等，2010， 罗国强，2010）主要讨论了条约在国



 
 

23 

内的实践和效力探讨，同时也指出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题上存在的种种

问题，并提出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急需原则性法律规制。然而，近来的

文章从大范围的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问题讨论，缩小到具体领域国际条约

在国内适用问题上。 如国际民商事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王勇，2013）， 

国际环境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季柳阴来，2011） 等问题上。 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条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内适用后，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适用问

题上的深度有所增强。 

 

美国和国际 NGO 的法治援助 

 

美国对中国的法律支援 

 

美国对中国的法律支援以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点可以分为

两个 2001 年前后两个时期，从 1972 年中美建交到 2001 年。美国对中国

的法律支援特点表现为积极尝试而中国的表现是消极抵抗的态度。 主要

原因是因为两国正式承认法律合作的历史并不长，且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对

外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 。35 美国也因为人权问题对

                                                 
35 Schulte-Kulkmann, N., & Heilmann, S. (2005). US-China Legal Cooperation–Part II.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Governmental Leg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Chin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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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制裁。例如，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因中国内部发生

由国家层面侵权事件，对中国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而且曾宣布若中国的

人权状况得不到改善，则撤销中美贸易中关于 惠国待遇的条款（ Most 

Favored Nation ）  。但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原因，撤销 惠国待

遇有现实困难性，36 因此克灵顿政府在 1994 年 5 月 26 日宣布中断将中国

惠国待遇和人权连接起来的政策。 37 为了建立一个替换政策从而改善

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搜集了其他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的法

制活动进行支援，从而达成对特定人权领域法律的改革。”38 在当时中国

人权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中的一部分39，可是由于美国在法律上规定不

能与侵犯人权国家有合作，因此对中国的法律援助并没有落实。40 然而， 

                                                 
(43).pp. 5. 

36 详细内容请参考 Pregelj, V. N. (2001, June). Most-favored-nation Statu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37 Clinton, P. (1994, May). US Renews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In opening 

statement at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Vol. 26, pp. 345-46). 
38 101_ Text of the Summary of Secretary Christopher’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May 1993 Executive Order on Most-Favored-Nation (MFN) Status for China, released by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Washington, D.C., 26 May 1994), “U.S. 

Renews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5, No. 22 (30 May 1994), p. 347. In 이금순, & 도경옥. (2014). 법치지원과 

인권 증진 이론과 실제. 통일연구원 
39 Stephenson, M. (2006). A Trojan Horse in China?.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 194. 
40 이금순, & 도경옥. (2014). 법치지원과 인권 증진 이론과 실제. 통일연구원.p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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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都未放弃过法治层面的合作意向。 1997 年 10 月在华盛顿召开

的克灵顿总统和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之间的美中正常会议就是一个标新。

在正式会议中的共同宣言中“以在法律领域的合作”为标题，双方达成“美国

和中国在法领域的合作以各国利益为标准达成一致”。41  能够有这样的协

议要归功于当时的美国国务部 “ 全球法治特别调整官（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Global Rule of Law）Paul Gwirtz 这个教授主张其他国家

法制完善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进展，因为法制改革有助于其他国家在经

济和人权方面的发展，且对国际犯罪能力的预防也有促进作用。因此认为

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援助应该集中于法制改革，42 这种想法也如实反映到了

对中国的政策上。然而这种政策在对中国适用时有局限的。 首先表现在

中国对美国的法律支援虽然有意合作，但是对美国干涉中国人权领域也表

现出了小心翼翼并且抵制的态度。例如在中美两国间的合作 (U.S.-China 

Rule of Law Initiative)’”的称呼上也表现出了两国的分歧。当时美国提议

合作名称为‘ (Cooperation on the Rule of Law)’，但是中国拒绝了。43 因

为中国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且中国对法治的争论一直存在。

44 中国是为了吸引和维持外国人投资等经济原因所，但是如果说“法治方

                                                 
41 United States-China Joint Statement (29 October 1997). In 이금순, & 도경옥. (2014). 

법치지원과 인권 증진 이론과 실제. 통일연구원 
42 Gewirtz, P. (2002). The US-China Rule of Law Initiative. Wm. & Mary Bill Rts. J., 11, pp. 103 
43 Ibid., p. 609. 
44 关于法治概念的讨论探讨的文章有 Peerenboom, R. (2002).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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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合作”，所牵涉的法治范围太广了，中国担心美国会借机在政治上利

用。中国通过拒绝题案的方式表明立场，美国 接受了中国的要求，更改

了名称。但是在美国议会上没有解禁法律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国

家法治援助限制，因此美国和中国政府间的合作项目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虽然在两国公开正式的法律合作受到了限制，但是国家层面的公开尝试

促使非官方领域法治交流的拓展。45 在中美正式会议之后，有关中国的法

治改革和美国非政府机构的活动增加了，且国际财团对中国的经济支援也

有所增加。46 

进入 2000 年以后中美在法律交流方面表现出的特点是美国积极合作，

中国有侧重性的接受。就如马歇尔教授指出的一样，美国对中国的法律支

援是基于“特洛伊木马”战略，47 即教授认为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 主要动

力是因为经济因素， 然而他们坚信法律本身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会

向其他领域扩散。48 这也表现出了中国与美国双方的合作上表现出的根本

区别， 即虽然美国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建立法治社会之后，进而将法制扩

散到人权领域从而向中国输出美国精神，可是中国目前为止是希望在商贸

领域接受美国的法律援助，且不希望扩散到其他领域。这点可以通过很多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等 

45 110_ Nicole Schulte-Kulkmann and Sebastian Heilmann, “U.S.-China Legal Cooperation-Part 

Ⅱ: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Governmental Leg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p. 10. 
46 Gewirtz, P. (2002). The US-China Rule of Law Initiative. Wm. & Mary Bill Rts. J., 11, p. 615. 
47 Stephenson, M. (2006). A Trojan Horse in China?.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  p. 199. 
4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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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说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美国对中国给予了“永久贸易

关系的地位（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 因此中国就

不需要例行每年一次的美国国会的有关中国贸易的审查。也就是说，美国

失去了通过每年一次通过贸易审查向中国人权领域施压的机会。49由于美

国不想失去对中国人权领域的牵制力，因此在赋予 PNTR 的有关法律中规

定50中国的商务部和劳动部长官需要在从事中国的商业活动时要建立国际

上认可的有关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培训和技术支援，且国务部长官在重建

立有关法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的法制培训和技术资源。51 并对其进行了

财政支持。52 由此美国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支持。例如在 2002 年

和 2003 年，美国国务部的民主主义人权劳动局以增进中国民主主义的名

义对中国支援了 910万美金，其中一半都用在了法治改革项目；53 美国国

务部的东亚太平洋国土寺庙大学法律学院向中国内法律教育项目支援了

                                                 
49 Schulte-Kulkmann, N., & Heilmann, S. (2005). US-China Legal Cooperation–Part II.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Governmental Leg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China Analysis, 

（43） 
50 H.R. 4444. An Act To Authorize Extension of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Treatmen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5 May 

2000). 
51 Ibid., Title Ⅴ Subtitle B Sec. 511. 
52 Ibid., Title Ⅴ Subtitle B Sec. 514. 
53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Foreign Assistance: U.S. Funding for Democracy Related 

Programs (China),” GAO-04-445 (27 February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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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万美金；国际麻药法执行机构为支援中国公务员的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的法律专家们提供了接近 100万美金。54 尽管是这样中国对美国一直是提

防着的态度，虽然接受了很多援助，但是在有关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领域

特别是人权方面，中国表现出的态度是坚决抵制的。例如，美国在赋予

PNTR 地位的有关法律中设立 ” 有关中国议会，行政部委员会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CC）” 55 从而监督中国人权遵守状况和法治发展情况并每年向

总统和议会提出报告书。56 但由于 CECC 并不是以与中国的合作为基础的，

因此中国拒绝了与 CECC 的合作。因此 CECC 从中国的政府和共产党内部

找出了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并开展从中国内部进行支援的战略。57 可以说

美国不遗余力的在尝试促进中国法治发展的机会。另一个有关支援中国法

治的美国机构是国际开发处（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 USAID 在中国一直帮助中国政府建立民主参与和

透明的管理体制。例如，2006 年为两所美国大学和三所中国大学设立了

法治项目且提供了 110 万美金；2008 年为改善中国内部刑事程序提供了

                                                 
54   Ibid. 
55 该机构是1 9 名下议院议员，9 名上议院议员，5 名行政部高位公务员等共 23 名组成。 
56 Title Ⅲ Sec. 301, 302, 303. 

57 Nicole Schulte-Kulkmann and Sebastian Heilmann, “U.S.-China Legal Cooperation-Part Ⅱ: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Governmental Leg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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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美金。58 并且在 2012 年的时候开始了“在法治社会下的正义”的项

目，该项目是在中国的个别地区特别为了强化法治和法律执行能力而设立

的，并在 2016 年进行。59 USAID 强调对中国的法治支援是为加强美国国

民和企业权利的保护，60 即中国的 USAID 法治项目主要针对美国商业重

要的经济问题，能够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内运营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

并且根据 USAID 的刑事程序改善项目等，发现中国的人权有所进步。61 

但美国的种种支持是否一定能改善中国的人权从而达到美国的目的？并

不尽然。虽然美国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试图通过帮助中国简历法治社会，然

后进一步再中国发扬美国人权精神。 然而，马休尔教授提出了疑议； 第

一，有机的和统一的法治理论，很难证明可以从一个领域法治走向另一个

领域。第二， 通过培训法学家的教育和培训支援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国

的法治文化，不仅仅是试图改变这个的过程很难，社会，经济和政治构造

对法的思考方式更为重要。第三，因为渐进式的改革并不是一直会准确，

有可能在慢慢改变的过程中形成反对法改的势力，因此并不能说部分的法

                                                 
58 Thomas Lum, “U.S.-Funded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RS Report (28 January 2008), 

p. 6; Thomas Lum,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RS Report (9 May 2013), p. 10 
59 相关资料在 USAID, “Justice under Rule of Law in Society,” <http://www.usaid.gov/asia-

regional/fact-sheets/china-justive-under-rule-law-society>(检索日期: 2014.10.10) . 
60 Statement of Nisha Desai Biswal,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Bureau for Asia,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Bilateral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15 November 

2011) <http://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congressional-testimony/statement-nisha-

desai-biswal-assistant-administrator-bure-0> (搜索日期: 2015.10.10). 
6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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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改革会引起全方面的改革。62 这并不是说 马修认为在中国进行的大量

的法治项目都是无意义的，他认为有很多都是有用的项目。63 他只是不能

肯定在中国进行的法治项目是否一定都能转化为广泛的法制改革。64 有很

多学者认为如上马修持过于保守主义的想法，但他的现实性分析还是值得

参考。 65 

这也是基于中国对国际法律支援所表现出的态度进行分析的。对中国的

法律支援在一定程度对中国的社会和法治基础的建设有着帮助，是中国目

前为止能建设法治社会功不可没的力量，但是中国政府对法律支援的接受

仅仅是限制在经济领域，即以经济为中心的法律建设为目标，对其他领域

的改革中国都是进行这严格的限制，所以通过对中国的法治领域从而干涉

中国人权环境还是困难的。中国政府认为国际的法律支援旨在弱化中国政

府，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特洛伊木马”的理论来限制国际的法治支援。66 

2013 年召开的第 68 次联合国总会上王民主驻联合国大使声明“世界上没

有万国皆准的法治，各国有追求符合各个国家法治的权利。”67 很多学者

认为这说明中国组织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通过法律支援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62 Ibid., pp. 201∼209. 
63 Ibid., pp. 210∼214. 
64  Ibid., p. 214. 
65 p.75. 
66 Nicole Schulte-Kulkmann and Sebastian Heilmann, “U.S.-China Legal Cooperation-Part Ⅱ: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Governmental Leg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pp. 12∼13. 
67 Statement by H.E. Ambassador Wang Min on the Rule of Law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t the 68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10 Octo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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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NGO 法律支援 

 

境外非政府组织 （NGO） 在中国的活动总是充满各种挑战。中国政府

一方面迫切希望通过同境外 NGO 的合作，引进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和规

范，另一方面又对 “外国势力干预我国内政” 的可能隐患忧心忡忡。在这

种背景下，中国政府表现出的态度是在严格控制的同时，小心翼翼的接受

来自国际 NGO 的支援。 

代表的团体有福特财团（FORD FOUNDATION）和亚洲财团（ASIA 

FOUNDATION）。福特财团和亚洲财团是从中国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进

行了支援， 福特财团支援了从法学教育和研究，到对裁判的培训和立法

相关的研究和法令立法的支援。从 1990 年中期开始在司法改革和“实施中

的法（LAW-IN-ACTION）” 为中心进行支援。关于司法改革包括对再审

程序、司法行政等法院改革、法院和裁判机能相关的支援，裁判协会和组

织发展、司法研修项目支援等项目。69 再说福特财团是中国法律援助项目

                                                 
68 이금순, & 도경옥. (2014). 법치지원과 인권 증진. 통일연구원 연구총서, pp. 62.  
69 Aubrey McCutcheon, “Contributing to Legal Reform in China,” in Mary McClymont and 

Stephen Golub (eds.), Many Roads to Justice: The Law Related Work of Ford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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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有功者，主要包括援助一些大学和女性团体等运营的法救助项目，

数据库开发，法律救助体系的比较研究，法律救助专门律师的教育培训等

多样的志愿活动。法律救助是对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弱势者免费或是低价

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等关于法律事务的各种资源，从而使那些经济上

和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更容易接近法制度，从而有助于法治的实现。

福特基金曾在 1990年到 1995年期间，联合云南当地政府开展了一项旨在

消除贫困的“云南山地管理计划”，该计划将西方民主式调研引入当地，

然而活动 终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所培训的人员，在回到各自机关单位

之后并没成功的在相应单位推广所学习的民主调研内容，这主要是因为

“参与式农村评估”与中国政府研究机构的传统体系并不兼容，因此在推广

过程中受到了阻力。70可见，福特基金对中国的法律援助的成功与否与是

否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与福特集团差不多的亚洲财团是从 1999 年开始对中国的法律救助项目

进行支援，为了增强中国内部法律救助中心的力量并且提供资金，还支援

选拔 高的法律救助服务的竞赛等活动。然而需要了解的是，关于法律救

助项目从外部接受支援一直是中国政府比较敏感的问题。因为从法律志愿

的内容和目的来看，这关系到国家社会的关系，和社会不满的表达和涉及

到国内改革的问题，因此党政府当局对法律支援的提案非常慎重，也有拒

                                                 
Grantees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The Ford Foundation, 2000), pp. 174∼179. 

70 Matsuzawa, S. 2016. A donor influenced by local dynamics.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2 

(1), 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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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的时候。71 因为对国外援助的目的不是很确定，又因为中美关系时好时

坏，因此对这方面的提案中国非常敏感。72 例如，1990 年后期美国律师

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对试图对中国的法律构造进行援

助，试图了两次但是都没有成功。73 从这个角度考虑说中国接受了福特财

团和亚洲财团的援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国际环境对政府改革的影响 

 

政府改革与法治的相关性 

  

 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在结合 1980 年代实施的“法制改革”和“政

治改革”的基础上，决定实施“依法治国”， 由此，依法治国逐渐发展成包

括共产党改革、政府改革、法院改革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在内的综合

性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内容可以细分为依法执政（共产党改革）、依

法行政（政府改革）、司法公正和效率（法院改革）、立法和强化监督（人

                                                 
71 Allen C. Choate, 2000, “Legal Aid in China,” The Asia Foundat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 p. 

9. 
72 Ibid. 
7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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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改革）、基层民主等五个方面。74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 重

要内容， 根据学者赵英男的论述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政府执行百分

之八十以上的法律法规，且依法执政的执行过程难度 大。75  二是因为

综合性改革是通过长时间的行政改革逐渐形成的，从 1982年到 2008年，

政府通过六次的行政改革简化政府管理机构，提高行政管理体系的效率。

可见， 政府改革程度是衡量依法治国政策实施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中

国法治建设状况的重要内容。因此，通过分析国际环境如何对政府改革内

容产生影响，从而讨论和总结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在本段中

主要探讨与国际环境关联密切的政府改革内容，我们分别举出了国际环境

影响下在 2003 年机构改革中成功组建商务部，和在国际环境影响下进行

改革但却失败的深圳行政三分制为例，通过分析和研究其失败和成功的原

因，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国际环境在影响中国法治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制度

和中国经济所起到的作用。 

 

行政三分制的失败 
 

   国际环境 
 

                                                 
74 조영남, 2012.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 240 
75 조영남, 2012. <중국의 법치와 정치개혁>. 창비.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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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改革来讲，一直到 2003 年，中国政府共进行了五次全国性的行

政改革，前三次的政府改革主要侧重于政府机构和人员缩小， 然而由于

单纯的机构人员简化不能根除行政体制的根本问题，因此从第四次行政改

革，政府大大减少了行政干预市场的能力， 将经济权力转让给企业和社

会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缩小，76 并再由省级、地

级和县级的地方政府依次进行改革。 从 1998 年第四次行政改革到 2003

年第五次行政改革的这五年时间内，中国政府尝试了不同于以往的行政改

革，如，国务院于 1999 年 11 月下达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 ，  该

决定表明依法行政为依法治国的核心，不同于以往的行政改革焦点在于机

构和人员的缩少，这次的核心变成政府运营方式的变化。77  从 1998 年到

2003 年行政改革变化发生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为了更符合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规制要求，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2001 年国

务院促进的行政审批制度就是一个例子。78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

务院通过行政审批改善不符合国际规制的国内行政项目，且效果明显。可

                                                 
76 作为第四次改革的结果，国务院部门1 40 个减少到 29 个， 全体公务员数量1三万两千名减少

到一万六千名。  资料来源： 조영남, 2006 . [후진타오 시대의 중국정치]. (서울: 나남,), 37-

38 页 
77 조영남. 2008. 중국 선전의 행정개혁 실험:‘행정삼분제’의 시도와 좌절. 이일영 엮음.[경제특구 

선전의 복합성: 窓과 거울]. 오산: 한신대학교 출판부. 
78 国务院组织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为领导进行改革，国务院审批的 3674 个项目中， 

2002 年 11 月止缩小 789 个，2002 年三月缩小 406 个，到 2005 年为止共取消了 1795 个项
目。资料来源于 조영남 (2006), 348 页 



 
 

36 

以说从 1998到 2003年这段时间内，国内行政改革受国际世界贸易组织的

很大程度的影响。基于国内政策制定过程通常是先由中央下达规划性质的

决定，再由地方（试点城市）发挥创造性试验，并反馈给中央，再由中央

制定适应全国的纲领性文件，中央在 2001年 11月，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指定，将包括广东省深圳市在内的五个城市定为行政改革试点城

市，指示将行政权力分为政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

行使上述权力，使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协调，为形成新的新型政府组织

架构提供基础。79 这一点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中也有体现，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江泽明强调“按照精

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

机构改革…… ”。80 

 

经济因素 

 

                                                 
79 

该改革是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以及中央编制办《

关于深圳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建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试点批复》的精神。资料来源于，《建立

服务型责任政府，深圳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http://www.southcn.com/news/dishi/shenzhen/shizheng/200403290133.htm, (检索日期， 

2016.12.31)  
80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http://www.southcn.com/news/ztbd/llb/bg/200211160429.htm， (检索日期，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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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改革变得迫在眉睫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深圳自 2000 年深圳交易所停

止发行新股以来，导致深圳的资金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深圳金融业和整

体经济的发展。81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深圳政府希望借鉴其他地方的

行政改革经验，来稳定和促进深圳经济的发展。 

关于具体的建立过程， 在这里首先要介绍一下中国的实际权力结构和

运作方式。在中央下达某项指令后，改指令是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变成

具体的政策落实的呢？中国精英阶层实际权力机构是通过六大系统（党务、

组织人事、宣传教育、政府、财经和军事），并由精英集团 高行政官员

组织的领导小组，通过条块关系的张力进行实际权力运作的。按照中央的

指示，2001 年 11 月份开始深圳开始着手准备行政三分制的建立。首先，

由市长为组长建立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公共行政体制领导小组，并

决定根据第一个季度的行政三分制试验经验，决定剩下的季度的综合指导

方针。并且，为了参考先进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在 2002 年初，深圳政

府向英国、美国、香港和新加坡派出了调查团去研究当地的行政改革经验。 

根据对中国研究者的采访， 行政三分制的构想是以英国和香港的行政体

制为模型，但行政三分制在国内的实施并没有顺利， 终是以失败告终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81 “深圳，你被谁抛弃? (转载自人民

网) ”http://business.sohu.com/70/85/article211858570.shtml， (检索日期， 201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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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 

 

主要是因为新建立的行政三分制的模式不适合既有的政治体制运行模式。 

如上的实际权力运行方式是富有弹性的，领导小组既是决策部门，也在同

时执行着任务， 执行过程中有任何变化，可以适时作出调整。然而，行

政三分制将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之间的界限分的非常明确，执行部门不

能根据任务进行状况适时作出调整，缺乏融通性， 这是很多现有的官员

不熟悉或是抵触的。另外，在现有的中国政治体制下， 没有一个部门可

以负责行政三分制的决策和执行的职能之间的分工和调节。 这也会导致

无从归咎责任的问题。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市长或是副市长负责决策和执

行任务之间的链接和调节作用， 然而行政三分制里缺乏这一项。82 同时

有学者指出，行政三分制建立在香港和其他英邦国家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社

会环境之上（欧洲大陆的行政主体理论主要建立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国家

和社会分权及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

制度不相符（中国过去是由儒学伦理来控制社会，然而如今是信仰缺失的

年代），又因为与行政机关现行的首长负责制不相符，随着执行部门的增

多，政府机构有膨胀的可能性，83因此学习行政三分制过于片面和盲目。 

 

                                                 
82 조영남. (2008). 중국 선전의 행정개혁 실험:‘행정삼분제’의 시도와 좌절. 이일영 

엮음.[경제특구 선전의 복합성: 窓과 거울]. 오산: 한신대학교 출판부. P. 32.  
83 汪进元, and 冯家亮. "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选择——“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宪政分析." 行政与法 

2(200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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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通过对深圳尝试行政三分制的例子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中国在世界贸易

组织规制的影响下,试图通过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化从而使自身更符合世贸

规制，从而更加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的规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但行政三

分制 终没有摆脱昙花一现的命运，其 重要原因是行政三分制不符合现

行的政治体制。根据赵英男学者对深圳政府高官的采访可知， 高层对三

权分立的资本主义观念存在抵触，他们认为这会阻碍共产党政权的维护。

因此行政三分制受挫，但是为了持续和稳定经济发展，政府决定实施形式

上更符合中国共产党集权的大部制改革，从而实现政府职能转化。 

 

2003 年商务部组建 

 

国际环境 

 

为什么建立商务部？  在 2003 年 3 月 10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大会决定建立商务部主要负责国内外贸易和

国际经济合作。首任部长吕福源的一番言论道出了建立商务部的主要国际

背景，组建商务部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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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大范围内， 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通过各部门进行合并且更名为“商务部”也是为了更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的体制，84这标志着结束了计划经济时期内外贸分立的管理体制， 根

据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供需状况，通过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运用市场规则

进行管理。85 中国学者对商务部的建立大部分持积极的态度，且对商务部

机制的改革问题上，认为应该以美国为蓝图，进行机构的合并或进一步拓

张。86 国商务部的建立与中美日渐频繁的经贸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通过分析中美商务部的异同，从而分析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是如何作出

回应的。 

中美商务部比较分析 

 

根据调查和整理将中美商务部职能机构异同整理成如下表格 

                                                 
84  “国务院机构改革 20 问 20 答”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

03/07/content_764697.htm,  
85 “商务部组建终结内外贸分立

体”，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2b1065594df6c5a86b8c4e49d84

8a1ef%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

Fwww.doc88.com%2Fp-3929514430554.html&ie=utf-

8&sc_us=16901111057422109165， （搜索日期：2017.01.08） 
86 顾海兵, 陈芳芳, & 孙挺. (2013). 基于商务部的政府机构之中美比较. 学术评论, (3),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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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而美国没有的职能机构

美：公共事务办公室、执行秘书

处办公室、业务联络办公室
中：商务部的办公厅

美：国家电信信息管理局

(NTIA)和国家技术信息服

务局(NTIS)

中：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

美国商务部有中国没有职能机构

中国其他部门也没有的职

能机构

基于信仰和邻里伙伴的中

心、美洲土

著事务、首席信息官办公

室、立法和政府间事务办

公室

台港澳司、亚洲司、西亚非洲司、欧

洲司、美洲大洋司、机关党委（ 工

会团委） 、机关纪委、离

退休干部局、人事司、综合司、反垄

断局（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办公

室） 、机关

服务中心机关服务局） 、国际商报

社、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

国际贸

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商务出版社)

中美商务部都有的机构设置

归属于同一部门
中：条约法律司（美:法律总顾问办公室）、中：财务司（美：财务总监与常务助理部长

办公室）

美：工业和安全局（BIS)

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

（NOAA)、美国专利

商标局(USPTO)、美国人口

普查局、经济和统计管理

局(ESA)、经济分析局

(BEA)、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院(NIST)、监察长办公

室、少数民族企业发展局

职能在中国的其他部门

中：进出口

公平贸易局、产业损害调查局

美：国际贸易管理局

中：对外贸易司、外国

投资管理司、对外援助司、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国际

经贸关系司、世界贸易组织司、机电和科技产业司、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

司、外贸发展中心、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国际经济合作中心、中国对外贸

易中心、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美：经济发展管理局（EDA)
中：市场秩序司、市场体系建设司、流通业发展司、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产

业损害调查局、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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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如上表格，通过分析中美商务部共同设置的机构来说明经济因素在

政府机构改革中起到的促进作用， 通过分析美国有但是中国其他部门没

有的职能机构分析中国在限制国际影响时所考察的政治因素，同时指出中

国在机构改革这一方面存在的政治体制上的缺陷， 而从美国没有但是唯

独中国商务部有的机构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在机构

改革中所坚持和考察的必要因素。 

  

 经济因素 

 

中国的商务部内设机构（31 个司、室、局）、派驻机构 2 个， 直属事业

单位 12 个， 共 45 个机构， 而美国的商务部下设 12 个局、11 个办公，

共 33 个机构。 根据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两个国家共同有的机构设置，

中国有 27 个，占中国商务部总机构数量的五分之三，且该机构的职能主

要是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为主要职责的。美国的该职能机构有

10 个，占美国商务部总机构数量的 10/33 。 美国的商务部有中国的商务

部也有机构设置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归属于同一部门，机构设置和职

能是一一对应的，例如美国的法律总顾问办公室对应中国商务部条约法律

司， 中国条约法律司建立的初衷是因为中国加入世贸以来，有大量的有

关商务的法律需要建立和修改，要建立与国际市场统一的，完善的商务法

律体系。 现在慢慢演变成了而根据国内外商务形式和国际规则，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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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商务体系的职责，从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88  同样，

美国商务部的财务总监与常务助理部长办公室对应中国的商务部财务司， 

该机构主要负责提出和建立以国内外合作为基础的财政、税收、金融等相

关建议。89  另一种情况是部归属于同一部门，如上表所列出，并不是一

一对应，而是美国的一个职能机构对应中国的很多职能机构。 例如， 美

国的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它的主要职能是通

过保障有效的出口控制和条约遵守系统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促进

外交和发展经济利益。90 该职能部门对应的中国商务部机构有公平贸易局、

产业损害调查局、垄断局等一系列机构。因此，中国也有学者指出， 针

对这样的对应，中国商务部应该以美国的商务部为蓝本继续进行整合或合

并。91 无论是从商务部名称还是内部机构的设置和整合， 我们无不能看

出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在该部门设置上所起到的影响。  

那么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该商务部的机构设置是否与美国和世界贸易组

织的机构对应呢？ 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让我们先看一则

数据，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01 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进出口总

                                                 
88 "领导致辞 - 商务部条法司.",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gywm/201103/20110307426370.shtml. （搜搜搜搜： 

2017 年 1 月 12 日）  
89 "主要职能 - 商务部财务司.", 

http://cws.mofcom.gov.cn/article/gywm/200608/20060802921027.shtml. （搜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12 日） 
90 "Mission Statement."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about-bis/mission-statement. （搜

索日期：2017 年 1 月 1 日） 
91 顾海兵, 陈芳芳, & 孙挺. (2013). 基于商务部的政府机构之中美比较. 学术评论, (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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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0.51 万亿美元，而 2015 这一总额增长至 3.96 亿美元，约为入世前

的 8 倍， 中国出口总额在 2015 年为 22765.7 亿美元，较 2001 年增长了

约 7.6 倍； 进出口额达到了 16820.7 亿美元，增长了近六倍。且正是因为

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世

界第一大贸易，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专家更

是预计未五年，中国进出口额将达到 8 万亿美元，外资利用总额 6000 亿

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 7500 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 7 亿人次，这也

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92  

 

<图三> 1990 年－2015 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图 

                                                 
92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5 年，中国赚了多少？_新闻频道_中华网." . 

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61212/30074727_all.html. （搜索日期：2017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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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看中美贸易数据比较， 我们会发现中美经济比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曾展。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得知，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中国与美国的

经济贸易，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通过对国务院机

构改革，特别是商务部的设立和相关职能机构的整合和合并，从而为国际

经济交流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政治因素 

  

美国的商务部有的职能机构但是中国商务部没有的情况分为两种，第一

种情况是虽然中国的商务部没有但是其他部门有， 例如美国的国家海洋

大气管理局（NOAA）主要负责气候监测，而该部门的对应在中国的中国

气象局，海洋其后监测在海洋局。第二种情况是中国商务部没有，其他部

门也没有的一些美国商务职能部门， 有基于信仰和邻里伙伴的中心、美

洲土著事物、首席信息办公室、立法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 以上四个美

国商务部门有但是中国商务部没有的部门主要是美国基于美国国内国情而

设立的，如立法政府间事务办公室的建立主要是因为美国为联邦制国家，

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该办公室是为了 大程度的协调不同政

府间的矛盾，从而 大程度的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 相反，中国的商务

                                                 
93 中国海关官方数据分析， 在整理中美贸易额数据上是选择美方还是中方数据曾有迟疑，但是基

于本论文的主题是研究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由于法治内容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

本国的数据作出的政策， 故这里的选择以中国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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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国内贸易的重视程度却表现的不显著。根据上图所示，在中国有而美

国没有的职能部门的一栏中， 没有针对国内贸易的发展而专门设立的部

门。与美国商务部比较，唯独中国商务部有的部门例如，台港澳司、亚洲

司、欧亚司、美洲大洋洲司等是针对不同国家的外贸进行设置，而机关党

委、机关纪委、人事司等部门也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内编制人员的政治性正

确而做出的努力。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商务部的建立是国际环境对

国内机构改革影响的结果，但是商务部的改革依旧有很多问题存在，而这

也正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带来的。  

第一， 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内贸管理和外贸管理的不统一，94 受过去

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在内外贸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实现有机的结合， 

有重外贸轻内贸的问题。从机构内部来看，在 840 个编制中管内贸的编制

只有 120 个， 且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市场建设司、商业改革司和市场运行

司。 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商务部在成立之处就存在先天不足，以“拆庙不

赶和尚”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组建，两个和尚各唱各的经，这主要是

因为机制转换没有跟上，没有正确的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由于是由原来

的机构部门只是在更改了名称之后进行的组合， 所以职能重复、多头管

的问题依旧存在。 如上表中个，我们看到的亚洲司， 欧洲司、美洲大洋

洲司等的职能与国际经贸关系司、对外贸易司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因此中

                                                 
94 “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路径与手段”, 

http://scyxs.mofcom.gov.cn/aarticle/c/200410/20041000289246.html, (搜索日期：

201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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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们有提出应该对该领域职能部门进行整合。95（ 2013，顾海兵，

陈芳芳，孙挺） 

第二，由于商务部是在原有各部门的“组合”而不是职能转变基础上进行

的“整合”， 所以商务部内部各部门之间也有存在很多摩擦且很多是自相矛

盾的，而在国家行政干预下的外贸方面，由于在 1994 年颁布了对外贸易

法，所以外贸活动的进行是有保障的， 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际国内

外贸易一体化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新旧贸易规则不统一 。与美国商务

部以国内贸易法为基准，经常帮助美国企业到国外打官司相比，中国对国

内企业的法制性援助是很缺乏的。 

 

小结 

  

由上内容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商务部的建立与国际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

但是在商务部的具体内容建设方面并没有与国际环境一一对应—— 建立

内外贸统一的制度环境，相反，商务部的更多职能都将重点放在了促进外

贸，从而使中国经济有发展。可见，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直接的接受国际环

境的影响，而是根据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制度对国际环境进行选择性的适

用。 

 

                                                 
95 包学雄. (2006). 关于商务部机构改革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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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对司法改革的影响－知识产权法院为例 

司法改革和法治的相关性 
 

司法改革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块，历来都是国内外学者探讨和争

议的对象，而司法改革领域建设也是从 1997 年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政策以

来改革力度不足的一块。然而，在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决定》

以来，司法改革重要性被搬上台面。赵英男学者对司法改革领域做了深入

的研究，通过对中国一二三次的改革司法改革纲要分析，指出中国法院改

革进步与局限性。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技术性层面有很大的改善，例如审判

形式从重视审判委制度变成“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制度。但

司法改革的局限性也变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中国国内学者共同指出

的即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中国的司法独立指的是法院的独立

和法官的独立， 法院独立是法官独立的前提，法官独立是法院独立的核

心。然而，中国现行的司法是不独立的，这主要从三个方面判断的，首先，

法院在人事任免权上是附属于共产党支部，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是由地方人

民代表大会来决定的。 其次， 关于审判的经费，法官的薪金， 法院设施

等与法院财政相关的预算和执行经费都是由同级的地方政府负责的，这可

以说法院在财政方面是从属于地方政府的。第三，法院在审理“重大且颇

具争议性的问题”时需要向同级的共产党政法委员会报告并得到批准，即

法院在判决方面是附属于地方共产党支部。这三种附属关系导致了“司法

权地方化”的问题。 笔者在文中总结道，中国法院的人事任免权、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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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审判权都是附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司法独立的改革牵涉到法院、

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国际环境 

 

 关于中国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国际环境， 重要的是从中美贸易摩擦

的角度去考虑。 中国学者认为逐渐增长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导致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增强，中美贸易摩擦变大，知识产权领域的纷争

是中美摩擦的主要一部分。以 2001 年为分界点，中美知识产权之间的纷

争表现出从宏观（政府之间）向微观（企业之间）的转变的趋势，知识产

权的纷争技术性和专业性也逐渐变强。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美双

方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通过双边协议解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美国主要通过 WTO 纷争解决机制。但是随着中美贸易不断增强，贸易摩

擦的不断扩大，既有的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国际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的要求也逐渐增强。96 以美国每年对华提起 337 调查案件数量为例， 从

图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摩擦日渐增加，鉴于

“337 调查”被中国专家认为是非关税贸易壁垒，是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

义的表现形式之一，97 因此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应国内外知识产权

                                                 
96 何兴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美国研究 22.2(2008):48-62. 
97 “频遭“337 调查” 中企如何应对？”

http://www.dgboftec.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jj/s32169/201606/1053137.ht

m, (搜索日期：2017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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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问题成为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关于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被中国学者认为

是“ 绝无逻辑上之必然，也无理论上之必要，而是各国重视经济政策之产

物。” 很多学者们强调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宣示作用”，知识产权的保

护关乎到国形象和国家利益，因为知识产权法院的保护体现了司法保护力

度。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运行知识产权法院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司法保护

形象都到了改变。如台湾智慧财产法院－从美国的 301 观察名单中除名。

泰国的中央与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一定程度上促使泰国从 1998 年

金融危机中复苏 。98 可见，中国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既是为了满足现实需

要，也是为了符合国际趋势，是国际环境影响下的一种表现。 

 

                                                 
98 袁秀挺.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愿景及其实现路径[J]. 科技与法律, 2015(1):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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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美国 337 调查案件数量统计表 

 

             数据来源于：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经济因素 

 

不仅是国际领域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增加，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案件也逐

年递增，由于中国慢慢实现产业转型，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到高科技

创新产业的变化，使中国对专利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增强, 中国对专利

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以下

图表列出的是中国从 1986年开始到 2013年全中国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一

审案件数量统计，从表中我们可明确的发现知识产权案件的增长，特别是

年份 对全球337调查数（起） 涉华337调查数（起） 中国占比（%）
1972~1985 239 0 0.0%
1986~1995 143 3 2.1%
1996~2005 177 43 24.3%

2006 33 13 39.4%
2007 35 18 51.4%
2008 41 13 31.7%
2009 31 9 29.0%
2010 56 12 21.4%
2011 69 12 17.4%
2012 40 10 25.0%
2013 42 12 28.6%
2014 39 12 30.8%
2015 36 9 25.0%
2016 54 26 48.1%
汇总 1035 192 18.6%

美国337调查案件数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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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类案件的迅速增长。由此可知，不仅是国际上对知识产权类案件摩

擦增长，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逐渐增多。 

<表六> 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统计表 

 

年份 专利案件 商标案件 著作权案件 其他案件 合计
1986 10 23 100 551 684
1987 46 28 106 666 846
1988 79 41 171 1210 1501
1989 130 46 147 1659 1982
1990 178 51 112 1261 1602
1991 330 67 153 1264 1814
1992 503 150 143 1698 2494
1993 680 206 236 1821 2943
1994 833 204 326 1841 3204
1995 1051 311 385 2009 3756
1996 1184 320 436 1921 3861
1997 1045 338 411 1850 3644
1998 1162 527 571 1833 4093
1999 1485 460 750 1587 4282
2000 1595 393 963 1860 4811
2001 1597 482 1117 2069 5265
2002 2081 707 1824 1589 6201
2003 2110 926 2493 1454 6983
2004 2549 1325 4264 1185 9323
2005 2947 1782 6096 2599 13,424
2006 3196 2521 5719 2783 14,219
2007 4041 3855 7263 2718 17,877
2008 4074 6233 10,951 3148 24,406
2009 4422 6906 15,302 3996 30,626
2010 5789 8460 24,719 3963 42,931
2011 7819 12,991 35,185 3887 59,882
2012 9680 19,815 53,848 4076 87,419
2013 9195 23,272 51,351 4765 88,583
合计 69,811 92,440 225,142 61,263 44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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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图四> 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数量统计 

 

 

中国政治因素 

 

     根据诸多中国学者和官方言论我们可以得知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参

照了国际经验，且在案件管辖制度和技术调查制度方面做了革新， 但是

在法院层级、案件管辖、设置区域等方面依旧存在问题。100 虽然通过借

鉴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知识产权类法院的建设，中国知识产

权方面的技术性层面有了提高， 但是在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

上没有改变。 

                                                 
99 刘银良. (2015).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知识产权, (3), 3-13. 
100 刘银良. (2015).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知识产权, (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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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通过整理知识产权界和相关领域的文章，对知识产权法院设

置的必要性整理如下。设置知识产权法院是为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这些

问题也同样是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如经济因素部分的数据可

以得知，中国知识产权案件逐年递增，且案件种类的技术性也增强，案件

分布不均，在案件集中地区如上海北京案件多法官少，因此办案压力大。 

第二， 法院的审理标准不统一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出现“同案不

同判”的现象。第三，在关于专利或商标的确权案件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

序中可能出现“循环诉讼”，这样容易浪费司法资源。第四， 知识产权案件

审理水平不高，司法权威不能建立，且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领域没有影响。

101  

   以上提出的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建立知识产权

法院而得到解决，换言之，若以上的问题能够通过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而

解决的话，那么该领域的问题是通过技术层面的革新就可以解决的，但若

不能，这只能说明该领域的问题是另有原因，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而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也只是局限于表面的换新。 

第一,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快，导致审判资源缺乏并不能成为建立知

识产权法院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该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扩大知识产权

庭规模等在原有知识产权司法体系的途径下合理解决。换言之，设立知识

产权法院与否与该问题能否解决无关。 

第二, 通过设置统一的知识产权法院、尽量统一知识产权案件判决标准，

从而尽可能 大程度的消除各种外界因素对案件判决的影响是建立知识产

                                                 
101 刘银良. (2015).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知识产权,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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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院的 重要理由。根据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如美国设立了 CAFC 之

后，有效统一了专利上诉案件设立标准，但是仍存在法院内冲突现象，可

见通过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不能根除审判标准不统一的现象。且在中国，

司法权地方化的重要问题在于人事权任免和法院经费来源是否从属于地方

政府。102 知识产权法院的财政经费是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

分经费， 大程度的反映了中国学者要求的财政权从“块块”向“条条“的变

化。103 可见，从统一审理标准 大程度减少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上， 知

识产权法院的设置是论证其必要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第三, 在专利或商标的确权案件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中出现的“循环诉

讼”并不能靠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来

解决。 在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行政诉讼法框架下，专利复审委员会

负责专利的复审和无效宣告，若当事人对裁判不服可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

起行政诉讼，法院既可以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也可以在撤销复审委员

会的决定的同时责令其作出新的决定，然而在复审委员会作出新的决定后，

当事人仍可上诉至法院，从而导致了循环诉讼。104 

第四,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对司法权威和案件审理水平的提高没有直接

影响。 由上可知，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产权领

域一直以来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新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北京或上海）基

                                                 
102 조영남. (2011). 중국의 법원개혁과 사법독립. 국제정치논총, 51(2), 87-110. 
103 块块：司法改革受同级政府的干涉  条条： 受上级政府的干涉 
104 刘银良. (2015).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 知识产权,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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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当地各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庭的组合，虽然被称为知识产权法院但是难

以解决相关的法律或社会问题。关于司法领域中国存在的 根本问题，司

法独立性，人事任免权、财政权等问题上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小结 

 

国际环境（国际摩擦）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需求出发，

在参考国际先进国家知识产权法院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

但该法院的建立并没有试图解决司法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相反，该法

院只是通过在技术层面的改进从而适应中国已有的司法体制。 

    

 结论 
 

由上，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国际环境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首先，从

宏观层面列举了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国际性因素，具体从国际机构、国际

法和国际条约、美国和国际 NGO 的法治援助来分析国际环境对国内法治

建设影响。 虽然三者对中国法治发展，特别是人权领域和环境法、法律

和司法建设有贡献，但是其影响是非常受限的，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活动

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中国政府在是否采纳来自国际环境的法律援助时，

主要考虑到因素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二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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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在危机到中国共产党利益或是威胁到其统治

地位时， 政府是不选择采纳，或者只是象征性的进行形象建设。 

在论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从微观的角度，具体从政府改革和司法

改革领域着手，举例说明国际环境对国内法治的影响。通过政府改革的行

政三分制失败和 2003 商务部的建立，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环境影响下对中

国法治建设分别失败和成功的例子。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环境符合中

国经济利益， 而失败在于不符合中国执政党利益。 通过司法领域知识产

权制度的改革， 我们也可以看出，司法领域的形式性改革大于实质性改

革。按照本文在 初提出的国际环境影响和中国法治建设模型所提出来的

一样，本文的结论是国际国际环境不能直接作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进行

改革，而是通过促使共产党领导集体根据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目

标，对国际性影响进行选择性的模仿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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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97 年至 2016 年不同执政时期 依法治国重点 
 

依法治国 重重 学者研究 依法治国国政治改革 

江泽民时搜

（1997-

2002） 

立法 （2010 形

只中国特特的特

会主义法法法

法） 

特会主义经济发

展的展展国件 

法法制法的法立／行

政立法，人民代表澳

会波 

 胡锦涛时搜

（2002-

2013） 

立法／ 加强依法

行政和执政 

顺澳进行权澳利

可的国件／巩固

权澳利础的同时

发展特会经济 

依法治国但国代治家

立立 

 习近近时搜

（2013-

2016） 

行政改革／司法

改革／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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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 초록 

 

서울대학교 

국제대학원 국제지역학 

임미나 

 

본 논문은 국제환경이 중국 법치 건설에 미치는 영향을 논의하고 중국 

공산당이 국제 환경으로부터의 영향에 대응하여 어떠한 근거에 따라 

정책을 만들었는지에 대해 논하고 있다. 국제환경에 대한 저자의 정의를 

바탕으로 국제기구, 국제법과 국제조약, 미국과 국제 NGO 가 구체적으로 

중국 법치에 있어 어떠한 영향을 미쳤는지 설명하였다. 위 요소가 중국의 

경제 및 인권과 관련된 법률을 재정비하는데 이점이 있지만 중앙 정부와 

지방 정부의 적극적인 동의와 지원 없이는 법치 건설에 한계가 있음을 

주장한다.   

 

그럼 중국 공산당은 국제환경의 영향에 대응함에 있어 무엇을 중요한 

근거로 삼았던 것일까? 본 논문은 국제환경의 영향과 법치의 상관 관계 

모델을 도출하고 중국 공산당은 국내 정치와 경제 상황을 최우선적으로 

고려하고 국제적 기준과 흐름은 선택적으로 수용한다고 주장한다. 본 

논문에서 정의한 중국 법치는 중국의 정부(행정)개혁, 사법개혁 등을 

포함한 종합적인 정치개혁을 가리킨다. 이어서 중국의 정부개혁-

행정삼분제, 상무부 설립, 법원개혁- 지식재산권 법원 설립, 등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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사례연구를 통하여 중국 공산당이 정치와 경제에 근거하여 선택적으로 

국제환경의 영향을 수용하고 있다는 것을 보여주었다. 

 

 Keywords : 중국 법치, 국제환경, 국제환경의 영향과 중국 법치 간의 관계 모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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