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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信访制度作为公民能够在中国权威主义政权下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合

法提出意见的渠道，起到了政府听取民意的作用。 从群体性事件的增

加可以观察到，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矛

盾，中国政府通过信访制度缓解、解决了一些社会纠纷。但与此同时，

一直有学者提出信访制度中存在很多问题，并且很多人评价中国的信

访制度由于政治体制的局限性，不可能起到真正听取、反应民意的作

用。很多学者也评价说，在不能够通过民主选举来选出国家级领导人，

而只能在乡级、县级进行有限的选举的中国，信访制度只能起到一个

受限的、辅助性的作用。为了完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信访制度。根据时代的需要，中国共产

党调整了信访政策，并进行了信访改革。 

  本文研究旨在研究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胡锦涛时期通过改订《信访条

例》来对信访进行制度调整，而没有能够起到改进公民诉求机制的作

用。为了深入研究，本文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信访改革的内容是

什么，信访改革是否有效管理了大规模上访？第二，信访改革通过什

么样的渠道对政府和公民在信访制度下的选择产生了影响？第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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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改革存在哪些问题？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文采用了博弈模型来进

行了研究。分析内容可以简单整理为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通过信访改革将集中在中央的信访压力分散到地方

政府，并且强化了对非正常上访的控制。中国的信访总量减少，但是

未能防止地方政府对公民的压制。  第二，中央政府由于“正统性”

和“管理地方政府”两个要素会偏好市民采取通过来信等温和的方式，

而不采取“进京上访”等强烈的抵抗方式。政府的这种偏好使地方政

府对公民进行更加严格的信访管理。与此同时，信访改革改变了公民

对信访效果的预期、上访的危险性、信访以外的代替手段的想法，从

而使公民的行为发生变化。第三，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公民的选举权

受到限制，公民很难对地方政府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此信访改革不

能够防止地方政府对公民施压。在信访不利的情况下，存在着公民通

过群体性事件等强烈的方式进行抵抗的可能性。 

 

关键词: 信访、上访、非正常上访、信访条例  

 

学号: 2010-2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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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信访制度是中国公民能够将他们的诉求直接传达给中央、地方政府

的合法渠道。公民的意见通过各级信访机构传达到了各级政府以及中

央政府。中国的信访制度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大众动员的手段,而从文革

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开始开始成为公民的救济手段。1中国的信访制度根

据政府面临的不同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胡锦涛时期，中

国的“信访洪峰”现象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进行调整进而控

制公民的大规模信访。这篇论文会研究胡锦涛时期的改革措施是否有

效，中国政府是否通过改革得到了他们所预期的成果以及信访改革对

政府和公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1 研究提问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主张信访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连接人民和中央政府的作用。信访制度不

仅能够将人民的意见转达给政府，同时又起到中央政府牵制地方政府

的作用。2 也许对于不能够通过选举选出领导人的威权政府国家，信

                                      
1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法学研究》 No. 03 (2004), p. 60. 

2
 Y. S. Cai, "Managed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9, No. 3 (2004), p.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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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制度是中央政府听取民声民怨，监视地方政府的工具。
3
 中国政府

将其作为完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不断加

强信访制度的建设并对信访制度做了一系列改革、调整。4 在法制尚

不健全的中国社会中，信访制度解决了人民的一些诉求并且控制了一

些地方官员过度压制人民的行为，信访制度成为了公民的一个行政救

济手段。 

但是从处理 2003 年的“信访洪峰”的方式以及为打击上访人而建立

的“黑监狱”等可以看到中国执政者的政治性宣示与实际情况存在着

莫大的差距。地方政府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阻碍人民的上访的现象

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引起全国关注的“‘上访妈妈’ 唐慧事件”中体

现出的地方政府的阻拦、截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5 

无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满足社会要求、解决纠纷是

件不容易的事情。政府往往要从压制和妥协之间进行选择。6 胡锦涛

                                      
3
 W. Pai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nte

mporary China: Determinants of Provincial Petition (Xinfang) Activism 199

4-2002,"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3, No. 1 (Jan 2012),

 p. 102. 

4
 백우열, "현대 중국의 탄원(信訪, Petition)정치," 『한국정치학회보』 제47

집 제5호 (2013), p. 368. 

5
 谭剑、周楠, "‘上访妈妈'唐慧胜诉折射中国法治进程，" http://news.xinhuane

t.com/Legal/2013-07/15/C_116546465.htm, 新华网（检索日期：2015年8月13日）. 

6
 杨鸣宇, "中国社会组织的两面性," http://cnpolitics.org/2013/04/Ngo-and-Me

diation-in-China/（检索日期：20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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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面临信访洪峰的情况下,为了政权的稳定要把信访放在可以控制

的范围之内，中央政府通过信访制度的改革来改变了地方政府和人民

在信访系统中的行为。从 2005 年新《信访条例》制定以后，中国的信

访量逐渐减少，中国政府公布“从 2005 年开始，连续 7 年保持信访总

量、集体上访、重信重访、非正常上访数量下降和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的‘四下降一好转’总体态势。—全力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各级

领导干部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实打实解决问题。2011 年，全国县级以

上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达 337.2 万人次。”7 中国信访量处于下降

局面。 

信访改革后信访的减少是否意味着的信访改革有助于更有效的化

解社会矛盾呢？信访改革是否有效的调整了大规模上访呢？信访改革

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改变信访者以及相关主体的行为的？信访改革存

在哪些问题？这篇论文会围绕着这些问题来研究胡锦涛时期的改革。 

 

1.2 选题的研究现状  

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信访制度进行了研究。一类研究是对信

访历史性演变的研究。很多中国学者参与了此类研究，刁杰成

                                      
7
 隋笑飞, "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党的十六大以来信访工作成就

综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25/c_113496327.htm, 新

华网（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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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吴超（2009）、冯仕政（2012）等整理了信访制度的重要

史料，并对信访制度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  

关于信访制度的发展历史，学界没有太大的争议，学界一般认为政

务院（后来的国务院）在 1951 年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

民工作的决定》为信访制度正式确立的起点，并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的平反冤假错案为重要转折点。冯仕政（2012）主张中国在信访实践

中形成两种信访工作去向，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8 前者主要适用于

1978 年以前的社会动员，后者则主要使用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并

说明这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信访工作露出了局限性，不能有效

的回应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 

许多学者在 2003 年的信访高峰以后，对信访高峰发生的原因进行了

研究。李连江、 刘明兴、欧博文在 2006 年在《中国季刊》发表的文

章中提到中国之所以形成仅仅上访高峰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领导人的变

化。胡锦涛政府初期的亲民形象让民众对中央政府产生了好感，认为

中央能够为他们解决问题。但是随着上异常上访的急剧增加，中央政

府对公民的上访态度发生转变，并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使信访高

潮在 2006年得到平息。9 

                                      
8
 冯仕政,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社会学研究》, No. 

04 (2012). p. 25. 

9
 

L. J. Li, M. X. Liu, and K. J. O'Brien, "Petitioning Beijing: The High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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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访制度的历史性演变的研究有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关于对信访

的实际效果的学术研究还存在欠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控制

关于信访的数据以及各类重要文件。中国对信访总量的数据以及各省

的信访量的数据采取保密的政策。 

另一类研究是着重于信访的功能的研究，进行此类研究的学者中有

很多学者注重信访中的“救济”功能。中国学者于建嵘（2012）、童

之伟（2011）、应星（2004）强调社会对信访的需求，并重视法治在

解决公民诉求中的地位。其中，于建嵘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中国信访制

度的救济功能的效果达不到中国群众的预期，并强调了中国信访改革

的必要性。他在研究农民上访问题时，认为信访作为一种农民与地方

政府进行博弈的“进攻性武器”，但是并不像农民希望的那样能够限

制地方政府的权力，反而由于信访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而受到打击。10 

于建嵘还主张中国的信访制度应该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

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1 

中国学界对信访制度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信访历史和功能本身上。无

论是主张要通过制度化将信访融入中国法治体系的学者，还是主张要

                                                                                               
de of 2003-2006," China Quarterly, No. 210 (Jun 2012). p. 314. 

10
 于建嵘, "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战略与管理》 2009年第1/2期合编本 

(2012). 

11
 于建嵘, "中国信访制度批判," 《中国改革》, No. 02 (2005).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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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访缩小或废除并将其功能转给司法部门或行政部门等的学者，都

很少对实际上访人所面临的艰难情况进行调查。 

在其他国家进行的信访研究一般更具有客观性。关于参与信访过程

中的主体，白宇烈使用国家-社会关系整理了信访的功能，并将信访对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民起到的作用归为了三类。第一， 作为大众

政治参与手段的信访12。第二，作为中央及上级地方政府监视下级政府

的一个工具的信访。第三，作为控制社会大众的治理机制的信访。13 

UCLA 的李静君和张永宏在研究基层政府维稳后，认为基层政府维稳

主要是通过三个机制来进行的。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制度化程序

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吸纳，以及恩庇侍从主义。
14
 其中，信访属于一

个通过制度化机制，通过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来进行的诉求。 

对信访改革的研究，在目前看来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中国学界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改进信访在实行过程中的效率，并强调“依法治

国”， 研究如何将涉法涉诉从从前的信访系统分离出去。 于建嵘、

应星提出的方案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此类研究虽然能够从政府的立场

                                      
12
 Cai, "Managed Participation in China," p. 428. 

13
 백우열, "현대 중국의 탄원(信訪, Petition)정치," p. 376. 

14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

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1," America

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118, No. 6 (2013). p.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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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信访改革的利弊，但是很难从公民的角度来分析是否信访改革改

进了信访制度，从而解决人民诉求的问题。 

 

1.3 研究方法 

本文会首先回顾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以及特征，进而观察胡锦涛政

府的信访制度改革。通过分析中央政府的重要信访文件来考察信访改

革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因素影响了信访制度改革。随后，通过

博弈模型来观察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信访改革政策给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公民的影响。 

 

1.4 论文结构 

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开展。首先，这篇论文旨在研究为什么胡锦

涛政府进行了信访制度改革。其次，胡锦涛时期的信访制度改革是否

得到了中国政府所要达到的成果。最后，信访制度改革是否改善了中

国公民的利益、权利诉求。 

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会介绍信访制度

的历史和特征，观察中国的信访制度在胡锦涛政府以前潜伏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信访制度改革进行分析，并阐述信访的

类型、机构设置、信访的流程以及所内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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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四章，首先会对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 2005

年的《信访条例》、2007 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

见》等重要文件来观察中国政府的信访改革的主要目的以及方式。第

五章和第六章会通过博弈模型对信访制度改革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评价信访制度改革的效果。 

 

2 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 

中国的信访制度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连，中

央根据需要调整了信访政策。在 1978 年的拨乱反正前，中国的信访改

革主要是为政治动员服务。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信访制度发展方向主

要化解社会冲突。 

 

2.1 改革开放前的信访制度 

中国建国初期，信访制度主要有政治运动的性质。而在文革结束后

改革开放时期，信访成为了解决公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渠道。中国政府

第一次对信访做出规定的文件是 1951 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

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此《决定》只有六条简要的内容，但

是对信访制度的全国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决定中的第一条规定：

“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需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制内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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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

众；领导人并应经常地进行检查和指导。”15 《决定》的其他条款规

定了总结信访工作的机制及报告机制，给信访制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随后，信访制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在各省、市、自治区

先后设立了接待室、人民信件组等专门机构来处理人民的来信来访。

信访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

想通过信访加强与人民的联系来进行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改造、三

反五反运动中，信访对克服官僚主义起了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 

  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过程中，中国内部出现的种种矛盾成为了 1957

年信访高峰的重要原因。1957 年中央办公厅受理来信来访 15.52 万件，

接待来访 6791 人次；国务院秘书厅受理信访 12.76 万件。16 针对这次

信访高潮，1957 年 5 月，中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

会议明确了人民群众信访的权利，并且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县都

要有领导人负责信访工作。并规定了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要层层负责,分

级分工,归口交办,件件有交代。17 同年，国务院在会后发布了《关于

加强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归口

                                      
15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1951).  

16
 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 1949-1995》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 p. 

118. 

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 (198

9). pp. 3-4. 



 １０  

交办”、“领导重视”、“层层负责”，并对之前的信访工作做了总

结。 

为了贯彻有关信访规定的实际执行并缓和党群关系，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1963 年发布的《关于

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和同年试行的《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

信和接待来访工作条例（草案）》。《通知》比较简单，主要重申了

1951 年《决定》和 1957 年《指示》中的内容。《国家机关处理人民

来信和接待来访工作条例（草案）》则对开展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

组织制度和业务流程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文革时期，全国上下的

信访制度的运行瘫痪。文化大革命期间内，全国信访工作主要由周恩

来总理个人进行维持。 

 

2.2 改革开放时期的信访制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革时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反映在信访中。

1977 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信访高潮。1978 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

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

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方针。18各种冤假错案需要平反，

很多历史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因此信访机构肩负了巨大的责任。国务

                                      
18
 Ibid. pp.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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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 1979 年收到来信来访 57.1 万件，到北京的上访群众最多是

一天达到了一万多人次。19 中央机构为了解决剧增的人民的信访诉求，

派遣了许多干部到各省市自治区检查落实信访工作。20 这一段时间里，

中国政府在信访中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并且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的

信访工作渐渐得到了恢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社会利益分化，政府与

公民之间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的纠纷不断增加。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了《当前

信访工作形势和今后任务》和《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

两个文稿。《暂行条例》共分 6 章 21 条，第 9 条明确了“分级负责、

归口办理”、“依法办信访”和“件件有找落、有结果”的原则。

《暂行条例》的内容比过去详细，信访制度得到了基本恢复。21 从

1982 年到 1995 年，《暂行条例》实际上担当者行政法规的角色，也

为后来制定的《信访条例》奠定了基础。 

进入 1990 年代之后，全国范围内的信访总量迅速增加，1990 年的

信访总量为 1995 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总量为 479 万件。22 

                                      
19
 刁杰成, 《人民信访史略 1949-1995》, p. 261. 

20
 赵威, 《信访学》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0), p. 233. 

21
 张宗林、郑广淼, 《信访与法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p. 17. 

22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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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与信访制度有关的行政

法规，《信访条例》。《信访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信访

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 《信访条例》起到了中国信访制度基本法的

作用。23 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会议

提出了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的措施，强调了信访工作要为党全国工作

大局服务。 

1990 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成长引起的巨大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

同时引发了贫富差距、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的社会矛盾通过

信访的形式反映出来, 信访不断增加.在 2000 年,全国信访总量上升到

了 1024 万件。
24
 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级别被

定为副部级，归属与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国家信访局成为了第一个负

责信访的国家级行政机构，通过设立高级别的信访机构,使信访制度得

到了改善。在地方政府中也提高了信访机构的地位，让更高职位的领

导担任信访任务。2001 年在北京举行了历来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全国信

访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今后五年要重点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提高认

识，加强领导，强化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解放思想，务实创新，积

极推进 信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加强信息反映、调查研究和跟踪督办

                                      
23
 李弘勃,《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信访》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p. 

142. 

 
24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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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加强基层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增强法制意识，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做好信访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高

素质的信访干部队伍。25 

胡锦涛时期以前的中国信访制度的主要文件可以整理为如下： 

 

<表一> 建国以来中国信访主要文献 

年度 文件名 主要内容 

1951 
《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

民工作的决定》 

第一次对信访做出规定的文件，规定设立问事

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并强调领导接见 

1957 
《关于加强人民来信和接待人

民来访工作的指示》 

规定信访要做到“归口交办”、“领导重

视”、“层层负责” 

1963 
《国家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

待来访工作条例（草案）》 

对开展信访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制度和业务

流程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 

1982 
《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

例》 

文革后信访制度得到了基本恢复，对各级信访

机构设置进行了明确规定 

1995 《信访条例》 
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与信访制度有关的行政

法规，起到了中国信访制度基本法的作用 

 

<来源：历年国务院文献26> 

 

胡锦涛时期以前的信访制度从建国初期的社会动员方式转化为了一

种公民的民意上达机制、公民救济制度。中国政府对信访的态度有所

变化，中国政府表示，中国的改革不再将信访活动的起因归咎于官僚

                                      
25
 傅昌波 "第五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举行, "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

eng /16/2 0010930/573433.html, 人民网（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26
 整理了表中文件的重点内容 



 １４  

主义或干部的违法乱纪， 而平和地要求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善于通过信

访渠道了解群众所面临的问题。27 

 

3 信访机制 

为了了解中国的信访改革，需要知道信访机制是如何构成的。这一

章会首先了解信访有哪些类型，并且观察各类型的信访有什么样的特

征。其次，介绍中国政府的信访机构。最后，观察进行信访会通过什

么样的方式进行。分析中国的信访机制，需要了解2005年的《信访条

例》。中国的信访机制从建国初期出现雏形，并且在八九十年代通过

《暂行条例》、《信访条例》得到发展，2005年修订的《信访条例》

比较明确的规定了信访人、信访机构应该遵循的法规。  

 

3.1 信访的类型 

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2005 年国务院修订的《信访条例》第

二条规定，信访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

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

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

                                      
27
 冯仕政, "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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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活动”。
28
 从这个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公民可以通过信访制度来

对各级政府进行合法诉求，各级党政机关则应在其职权范围内对这样

的诉求做出回应。 

  信访最为基本的形式为去信与上访.去信成本低,但是与此同时效果

以及成功可能性低,反而上访能够大大增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上访又

可以分为个人访和集体访。《信访条例》规定进京集体访人数不能超

过 5 人，但是因为一般集体访能把事情“闹大”，得到更多地重视，

很多上访者采取集体访的方式。而地方政府很多时候会以“维稳”为

名，打击此类上访方式。逐级上访与越级上访也是信访的重要分类。

逐级上访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而越级上访则把基层的问题带到上级机

关进行处理。对信访改革来说，阻止进京上访等越级上访行为是至关

重要的，中央强调要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中国政府把立法机关规定的

合法上访以外的上访方式称为“非正常上访”，规定对扰乱社会秩序

的，对组织者， 策划者进行严查。 重复上访、缠访、以及上面提到

的闹访、5 人以上的进京集体访等行为被规定为“非正常上访”。地

方政府往往对这些行为采取强硬的措施。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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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信访机构 

信访机构设置方面，200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

局升为副部级单位，并成为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受国务院办公厅

指导。内设机构有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办信一司、办信二司、接待

司、研究室、督查室、人事教育司、信息中心等。
29
各级政府以及各部

门也有相应的信访机构来处理信访事宜。 

2005 年的《信访条例》第六条明确了信访机构的主要职能。主要职

能为以下四项：一、“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二、“督促检查信

访事项的处理”。三、“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

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四、“对本级人

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的信访工作进行指

导”。30 

  协调是信访的重要职能。信访部门虽然负责信访工作，但是由于不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不能直接承办具体的信访事项。信访机构进行的

工作主要是受理信访事项后进行分流，把公民的信访事项传达给各级

政府的相关机构。一些信访事项需要几个部门的协调，信访机构承担

                                      
29
 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机构设置," http://www.gjxfj.gov.cn/jgsz.htm,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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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中间进行协调的责任。
31
理论上，信访机构应该做到能够协调各个

部门来疏导、解决公民的信访，但是实际上由于信访机构的权力有限，

不能够控制其他机构，因此造成部门间责任不明的现象。 

  督察督办也是信访的重要职能。《信访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出现信访条例中规定的情形时，应当及时督办并提出

改进建议。32 对未按规定的办理期限办结的信访事项、未按规定反馈

事项、不执行信访处理意见等情况进行督察督办。 

  信访机构的另外两个职能是参谋建议职能和检查指导职能。参谋建

议职能主要包括：反映民情，时下请顺畅上达，对重大信访事项及时

了解情况，并对工作作风提出建议等。
33
 关于检查指导职能，《信访

条例》第六条规定，信访部门有“对本级人民政府其他工作部门和下

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进行指导”的权利和职责。34 但是在中国的

条块关系中，对同级机关的指导功能是有限的。 

 

3.3 信访流程 

 

                                      
31
 黄灵辉、聂军,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p. 32.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2005). 

33
 黄灵辉、聂军,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 p. 34.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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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人通过去信、上访或网络方式进行信访行为后，信访部门会对

提出的信访事项进行登记。信访部门针对信访事项进行判断之后进行

受理、转交、转送，对一些事项比如说通过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

的，进行不受理处理。随后，信访机构进行信访事项的办理，进行有

关部门的协调、督察督办，对有关机关作出处理意见。若信访人提出

复查时信访机构需要进行案件审查后决定是否接受复查。这一系列过

程技术以后信访才能够终结。35 

<图一> 信访流程图 

<来源： 深圳网上信访大厅36 > 

                                      
35
 黄灵辉、聂军, 《当代中国信访制度》. p. 40. 

36 国家信访局, "国家信访局机构设置, " http://www.gjxfj.gov.cn/jgsz.htm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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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锦涛时期的信访改革 

2003 年下半年开始，上访人急剧增加上访人数同期增加 58%，2004

年的第一季度，上访人同期增加 95%。上访人数增长趋势直到 2006 年

才得以稳定。37 胡锦涛政府上台初期，对信访者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措

施，但是随着上访数激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化解信访高峰。 

在胡锦涛时期进行的信访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是 2005 年修订

《信访条例》以及 2007 年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

意见》。两个文件出台以后，地方政府之相继制定了符合自身情况的

地方条例来调整地方的信访制度。 

 

4.1 2005年《信访条例》 

面对 2003 年的信访洪峰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 2005 年国务院修

订、颁布了新的《信访条例》。中国信访局负责人称“这次修订条例

的总体思路是：一是畅通信访渠道，以更好地密切党和政府与人民群

众的联系；二是创新机制，以提高处理信访事项的效率和效果；三是

                                                                                               
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37
 王韬, "进京上访潮的起与落," http://cnpolitics.org/2012/10/petitioning-b

eijing/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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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工作责任，促进问题的解决；四是切实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

会稳定”。38 

第一，关于信访渠道，修订的《信访条例》中第二章做出了有关规

定。条例中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要对向社会公布信访工作机构的通信

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为公民的信访

提供便利。《条例》中的第十条规定了信访人可以在公布的接待日和

接待地点向有关机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当面反映情况。39 这些方面在实

际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通过网络的信访迅速得到

提高。这样的形势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 年 6 月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

信访总量的 43.6%。
40
 

虽然 1995 年与 2005 年的《信访条例》都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打击报复信访人”41，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打击信访人的现象非常

严重。2005 的新条例制定后,由于信访排名制度的影响，一些地方政

                                      
38
 刘笑冬， "法制办信访局负责人就《信访条例》有关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htt

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17/Content_2471830.htm， 新华网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2005），第十条. 

40
 张香梅、申亚欣，"国家信访局：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43.6%," http://p

oli tics.people.com.cn/n/2015/0629/c1001-27221476.html, 人民网（检索日期：

2015年10月10日）.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2005)，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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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上访人的迫害程度反而有增无减，出现了“黑监狱”等现象，这

影响了中国信访渠道建设。 

第二，关于创新机制，《信访条例》中表明要通过全国信访信息系

统来加强上下级政府间的联系，并建立便于监督的信访工作新机制。

第十三条还规定根据信访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有利于迅速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并组织社会团体、法律支援机构、

相关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等共同参与。42 但是实际信访工作的运行

中，中国的社会团体、法律支援机构、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参与比较罕

见。中国的社会组织虽然一方面能够在公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是政府用来防范社会纠纷爆发的“安全网”对中

国的各种非政府来说，和政府合作并得到支持能够让他们更好地进行

工作，还能得到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助。由于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

着密切联系，社会组织不仅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力量，而只能是威权

政府更有技巧的社会控制工具。43 不能够传达公民的利益诉求。 

另外，中国社会团体力量小并且成长速度相对缓慢。《民间组织蓝

皮书》中提到，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年来成为增速最慢的民间组织类

型，与其他类型民间组织的增速差距明显扩大。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

                                      
42
 Ibid. 第十三条. 

43
 Jessica C. Teets, "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 The Rise of Consulta

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3 (2013).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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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呈下降趋势。
44
 在胡锦涛时期信访受

到的社会监督机制并没有深入到中国的信访制度改革中去，影响了信

访渠道的畅通运行。 

第三，2005 年的《信访条例》强化了个地方政府的工作责任，对地

方政府的督查督办也相继得到加强。新的信访条例出台以后，各省、

市、自治区开始对“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级部门也相继

出台政策来对应中央的措施。这样的排名制度覆盖到乡政府的级别。

由于此项措施关乎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所以地方政府官员对信访

者尤其是进京上访人员进行强力的压制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拦访、截

访来组织上访人员进省、进京上访。 

第四，《信访条例》强调了要强化信访秩序。中国政府强调要“建

立并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是畅通信访渠道，保障信访群众合法权益

的必然要求”。 45 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公安机关以“维护秩

序”为名，对上访人尤其是进京上访人员进行了强压政策，甚至将一

些正常上访者归为“非正常上访者”进行打压。 

                                      
44
 社会科学院, 《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

4).  

45
 刘笑冬, "法制办信访局负责人就《信访条例》有关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http:

//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1/17/content_2471830.htm （检索日期：2

0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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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1995 年的信访条例相比，2005 年的信访条例对信访渠道、工作

机制、工作责任、信访秩序做出了更加明确地决定。中国政府称

“1995 年 10 月国务院颁发《信访条例》，将信访纳入法治轨道。

2005 年《信访条例》迎来‘大修改’，信访法治化建设迈出新的步

伐。”46 但是实际上，中国政府所主张的“法治”对信访产生了很多

负面影响。修订的《信访条例》加强了信息公开、信访机构的效率、

强调了干部在信访中的责任，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规范信访、维护社会

秩序成为了最重要的改革方向。正如于建嵘所主张的一样，信访改革

重点在于“束民”而不在“约官”。47 地方政府为了维稳以及个人的

升迁对公民的压制程度越来越高。 

 

4.2 200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

作的意见》，加强了对信访制度的管理。随后第六次全国信访工作会

议在北京召开，重申了《信访条例》的各项原则要得到充分重视。

2007 年的《意见》强调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中央要求将

                                      
46
 张洋, "信访改革需要法治定向--写在《信访条例》修订实施10周年之际," http:

//www.gjxfj.gov.cn/2015-04/29/c_134196001.htm, 人民日报（检索日期：2015年

10月10日）. 

47
 于建嵘, "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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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突出问题妥善处理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在基层、不能讲矛盾

和问题推给上级、推向社会。48 中央还要求把信访突出问题妥善处理

在本地区，而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有责无权”的情况，只好与上访人

进行讨价还价或对上访人进行压制。公民之所以进行上访是因为公民

很难通过正常法律手段在本地区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想要通过对上

级政府提出要求来改变本级政府的行为。中央的《意见》实际上缩小

了公民能够向上级进行上访的渠道。 

 

4.3 2008年《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规定了对违反信访工作纪

律的干部进行强有力的处分。比如说，第五条中规定，对违反法律政

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对信访问题久拖

不决等而引发信访突出问题的“直接责任者给予大过、降级、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49《暂行规定》

对违反工作纪律做出了详细的归类，并明确规定了处罚方式。此规定

                                      
48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 》 (2007). 

49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关于违反信访工

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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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加强信访工作纪律，但是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政府

干部为了隐瞒他们的违纪行为对信访人进行压制的现象。 

 

4.4 2009年 《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

《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

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 

《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中要求，领导干部要定

期接待人民群众来访，并要坚持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市、县的干部

各要在每季度、每月安排一天来接待群众来访。规定了要通过“公

示”、“接访”、“包案”、“落实”的方式来定期接待群众来访。50

《意见》强调了要严格依法办事、强化疏导工作。这一文件再次强调

了就地化解矛盾，要把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放的意见》指出，中央和国

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干部下访主要采取统一组织和分散组织两

种形式。统一组织组成中央工作督导组开展下访工作，而分散组织适

                                      
50
  "中办、国办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等三个文件," http:

//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14/content_11185706.htm, 新华网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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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组成下访工作组来解决、减少信访突出问题。通过督促检查、带案

督办、座谈走访、驻点指导、调查研究的方法来进行下访工作。51 

《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指出要规范矛盾纠

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要坚持经常性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并且要坚

持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形成一块为主的排查网络。52 这项意见中还

强调要加强分类化解，并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仲裁等

渠道化解纠纷。并且把矛盾解决在本地。还表示领导包案化解、督导

督办化解矛盾纠纷。中央要求各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加强工作力度，

并表明了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各级地方政府对中共中央发布的三个《意见》做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

在地方层面发布了公文来实施中央所要求的事项。胡锦涛时期改革的

主要内容可以整理为如下： 

 

 

 

                                      
51
  Ibid. 

52
 闪淳昌、周玲、钟开斌, "对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考," http:// theor

y.people.com.cn/gb/82288/217904/217905/14257196.html （检索日期：2015年10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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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胡锦涛时期主要改革 

年度 文件名 主要内容 

2005 《信访条例》 
1. 拓宽信访渠道         2. 建立信访新机制 

3. 强化地方政府工作责任 4. 强化信访秩序 

2007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

工作的意见》 

1. 重申“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2. 强调解决信访突出问题 

2008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

暂行规定》 
规定了对违反信访工作纪律的干部进行强有力的处分 

2009 
《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

来访的意见》 
定期接待群众来访 

2009 
《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

织干部下访的意见》 
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 

2009 
《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制度化的意见》 

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

内容 

 

<来源：历年国务院文献53> 

 

总而言之，信访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把集

中在中央的信访压力分散到地方政府。54 第二，加强信访机构的功能，

尤其是加强基层信访机构的职能，把能够在基层解决的问题解决在基

层。第三，强化对影响维稳的“非正常上访人”的管理。中国的信访

制度改革旨在维持书信、网络等能够控制的信访，扩大通过其他方式

来解决矛盾，缩小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并减少中央的负担。 

 

                                      
53
 整理了表中文件的重点内容 

54
 新华社, "中办、国办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等三个文件,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14/content_11185706.htm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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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访制度改革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民的选

择 

信访制度改革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公民在信访制度下的选择

产生了很大影响。2005 年的《信访条例》使信访与工作绩效挂钩、限

制代表人数、加强信访秩序，使地方政府和公民的行为发生了不少变

化。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维持他们的政绩加强了对上访人员的压制。公

民信访的渠道被规定的更加明确，这反而缩小了公民行使信访的权利。

2007 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2009 年的文件

及后续出台的一系列地方政策体现出了中央政府有意志来继续推行信

访改革。下面会讨论信访制度改革是如何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

民产生影响的。 

这一章会运用简单的博弈模型来研究中央政府的信访改革政策对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的信访活动的影响。此模型中的 C、L、P

分别代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公民从信访中得到的效用，同时也

是受中央政府政策影响的变量。此模型中,中央政府是博弈规则最主要

的制定者,并假定了在中央政府一段时间内施行某种信访制度时，地方

政府和公民各有两种选择。公民的两种选择是“抵抗(Resistance)”

与“妥协(Compromise)”。“抵抗”指集体上访、进京上访等“非正

常上访”行为，“妥协”指信件、网络等正常信访行为。 因为每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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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有对信访的不同预期，随意不能假定人们都采取同样的策略，但

是 P的变化能改变信访人选择某一种战略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能够采取压制政策(Repression)或妥协政策(Compromise)，

“压制政策”指的是地方政府对信访人进行强硬措施来阻止信访行为，

“妥协政策”则指通过与公民进行协商来妥善解决问题。虽然这个模

型中的实际“效用”很难通过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但是可以通过

过去的研究和新闻进行描述性分析。此模型可以整理为如下： 

 

<图二> 中央、地方政府、公民博弈模型 

  地方政府 

  压制政策

(Repression) 

妥协政策

(Compromise) 

公民 

抵抗 

(Resistance) 

(𝐶𝑟𝑟, 𝐿𝑟𝑟, 𝑃𝑟𝑟 ) (𝐶𝑟𝑐, 𝐿𝑟𝑐, 𝑃𝑟𝑐 ) 

妥协 

(Compromise) 

(𝐶𝑐𝑟, 𝐿𝑐𝑟, 𝑃𝑐𝑟 ) (𝐶𝑐𝑐, 𝐿𝑐𝑐, 𝑃𝑐𝑐 )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改革措施来对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的选择造成影响，

通过对 L、P 的效用进行调整来改变他们的选择，进而调整自身(C)的

效用。在给定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公民的决策会决定中央

政府的效用会决定于四项（𝐶𝑟𝑟、𝐶cr、𝐶𝑟𝑐、𝐶𝑐𝑐）中的一项。这一章会观

察改革前后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地方政府与公民的选择以及中央政府造

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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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央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利用信访制度解决公民的利益诉求。2003

年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 1272.3 万人(件)次，中国的信访规模超出

了中央政府能够承受的程度。中央政府实行信访改革最大的目的是要

把“信访放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因为只有在可控范围之内的信

访制度是对中国政府的正统性、控制地方政府有利的，并且能够加强

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治理。 其他诸因素也影响了中央政府在信访制度中

的效用，但是为了方便分析，在这一章注重观察两个方面，正统性和

维持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5.1.1 正统性 

正统性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维持统治的根本性要素。成功的信访会增

强中央的权威性，而信访有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正统性,上访不利会导

致信访人对政府失望。信访不利还有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等对维稳不

利的情况,从而削弱中国政府的正统性。 

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威信比较高。下面的表是于建嵘在农

村进行的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威信要远远高于其他级

别的政府。政府的级别越高人们的信任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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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下列各级政府在农村的威信怎么样 

问题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很低 说不清 没回答 

党中央国务院 37.6 11.9 22.6 6.8 8.2 8.5 4.4 

省委省政府 1.8 22.8 15.6 12.8 33.9 7.6 5.5 

市委市政府 0.4 4.1 17.5 12.2 53.2 8.1 4.5 

县委县政府 1.4 0.3 3.3 13.6 66.5 9.3 5.6 

乡党委乡政府 0 0.7 2.1 3.8 76.1 12.1 5.2 

注：答卷者为进京上访的农民，人数为 632名，单位为% 

<来源：于建嵘, "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李连江在 2013 年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进京上访者对中央持有的信任

度还是很高，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上访者在现实面前，信任度的下降会

经过三个阶段。刚开始上访者会在信访局耐心等待中央的“回执”，

认为中央能够重视上访者所提起的事项。在第二个阶段，上访人会将

信访局从中央的范畴中剥离出去，进而向中纪委、人民法院、人大等

其他部门提出他们的诉求。在最后阶段，上访者会把中央的范畴缩小

为政治局常委，一部分人到最后还是会相信中央。55 但是公民对中央

的信赖度会随着信访失败而变化。 

从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到农民进行进京上访以后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

并开始认为中央对他们的诉求并不真心对待。由于中央政府能力有限,

不能解决所有进京上访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解决公民的问

                                      
55
 Lianjiang Li, "The Magnitude and Resilience of Trust in the Center," Mo

dern China, Vol. 39, No. 1(2013).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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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如果公民觉得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央政府的权威

会减弱。 

<表四>你认为中央对于上访的态度 

问题 
刚进京时 进京七天后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 94.6 5.4 39.3 60.7 

中央怕农民上访 7.1 92.9 58.9 41.1 

中央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 1.8 98.2 44.7 55.3 

 

<来源：于建嵘, "中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一方面，中央接受的群众信访过多时，中央没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

公民会认为中央“无能”另一方面，2005 年修订的《信访条例》以及

随后出台的信访排名制度，外表上表明要重视公民的信访权益，实则

缩小了公民的信访权。公民感到“中央政府不为人民做事”。上访会

对中央政府的正统性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这样的做法能够避免公民

与中央进行直接接触，减少了权威性的更多流失。 

 

5.1.2 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共产党的集权现象引起了许多政治问题。在现行体制内,没有能够控

制共产党权利的机制。地方政府虽然接受上层的控制和监督,但是实际

上,没有人来监督地方的共产党常务委员和书记行使他们的权力。56 这

                                      
56
 조영남, 『후진타오 시대의 중국정치』(파주: 나남, 2006)， pp.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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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方政府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的

腐败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信访制度不仅是公民的一个救济制度而且还

是一个能够让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加以控制的手段, 57 中央政府从建

国以来就是用了信访制度来获取地方的信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

问题更多的反映到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得到信息后加强了对地方政

府的控制。中央通过信访改革加强下访制度，使地方的信息更准确的

传达到中央政府，防止了地方政府的部分非为。 

 

5.1.3 中央政府的选择 

中央政府的信访政策存在一种困境。如果中央政府为了容纳底层民

众的诉求而容纳进京上访等渠道，也许公民会认为“中央为他们办

事”。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亲民政策会导致上访人数激增，进而影

响社会稳定削弱政府的正统性以及权威性。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从中

做出选择。
58
  

从中央政府的立场上来看，最想回避的是公民不断进京上访、地方

政府的强制性的截访同时发生的局面也就是 𝐶𝑟𝑟 发生的局面。首先，

如果上访不能得到能够让公民满意的成果，人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

                                      
57
 백우열, "현대 중국의 탄원(信訪, Petition)정치，" p. 386. 

58
 Li, Liu, and O'Brien, "Petitioning Beijing: The High Tide of 2003-2006,

" p.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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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削弱。 其次，如果上访人不能通过正常信访渠道解决问题，上访会

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等更加强烈的反抗行为,会让中国政府的正统性会受

到影响。 

若公民进行强烈的抵抗而地方政府采取妥协的政策（𝐶𝑟𝑐），虽然能

够减少地方政府在地方对上访人的压制并能够加强通过信访来获得地

方信息，但是更多上访者会继续进行进京上访等上访活动。这对中央

的权威性非常不利。但是基于权威性、和正统性对中央是最为重要的

要素，对地方的控制可以通过反腐败运动等手段来进行，所以中央政

府有理由与手段来回避（𝐶𝑟𝑐）。 

公民主要采取去信等温和的方式而地方政府采取压制政策(𝐶𝑐𝑟)，对

中央政府来说是保障正统性有利的方式。不仅地方的信访可以进入可

控范围内，又可以减少公民的“非正常上访”。虽然会有人抱怨中央

不理会地方公民，但是与“维稳”相比中央更可能选择“维稳”。 

最后，公民和地方政府选择𝐶𝑐𝑐 的情况，也就是公民和地方政府都采

取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情形。这让中央不仅能够通过信访得到权

威性，还能够通过“可控范围内的信访”来得到地方的准确信息，进

而控制地方政府。但是实际上，此政策很难成功，在控制“非正常上

访”方面存在缺陷。 

从中央政府通过维稳来保持正统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两

个方面来看，中央政府会宁愿地方政府对公民进行压制政策，也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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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看到进京上访者扩大的局面。因为通过维稳确保正统性是中央政府

最看中的要素。因此，中央政府自然会采取措施影响公民的选择，让

公民更多选择“妥协”的方式进行信访。并且使地方政府控制“非正

常上访”。中央政府最不希望 𝐶𝑟𝑟发生，而希望 𝐶𝑐𝑐、𝐶𝑐𝑟发生。 

《信访条例》制定前，中国的信访局面与𝐶𝑟𝑟有相似之处，公民选择

大规模信访、地方政府也采取强制措施来阻拦信访人。中央政府的一

系列改革鼓励公民采取更温和的信访，或采取其他法律程序。并且要

求地方政府要用合法的方式控制上访。中央政府这样做是想要把公民

和地方的选择后得到的均衡挪向𝐶𝑐𝑐 。但是通过信访改革中央政府实际

得到的效果更接近于𝐶𝑐𝑟。 

<图三> 中央政府的选择 

  地方政府 

  压制政策 妥协政策 

公民 
抵抗 (𝐶𝑟𝑟, 𝐿𝑟𝑟, 𝑃𝑟𝑟 ) (𝐶𝑟𝑐, 𝐿𝑟𝑐, 𝑃𝑟𝑐 ) 

妥协 (𝐶𝑐𝑟, 𝐿𝑐𝑟, 𝑃𝑐𝑟 ) (𝐶𝑐𝑐, 𝐿𝑐𝑐, 𝑃𝑐𝑐 ) 

 

对中央政府最理想的效果    实际得到的效果 

 

 

5.2 地方政府 

对地方政府来说，干部个人的政绩以及地方政府维稳是地方决定政

策的重要因素。由于公民没有选举权，所以公民对地方干部的影响力

是有限的，而中央对地方政府则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地方政府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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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升迁必须要控制本地的信访数以及“非正常上访”。因此，地方政

府在决策时会更多考虑如何才能得到中央的肯定，而不是得到本地群

众的认可。  

 

5.2.1 地方干部的政绩 

中国的信访政策一方面国家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要保证信访渠道畅

通。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一再要求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59 2005 年

的《信访条例》开始施行后，全国上下的信访部门以此条例为依据，

每月会对各省、市、自治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了排名， 各省

市信访部门也开始对省行政辖区内的单位进行排名，排名单位一直涵

盖至乡镇政府。多个地方相继出台了有关信访排名的地方文件督促信

访工作。60 2008 年，国家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

局联合出台《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责任追究做

出具体规定。 中央实行的信访改革政策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信访的责任。

“许多地方政府把减少各种上访数量作为衡量官员‘保一方平安’的

一个政治指标，甚至会作为考核官员‘一票否决’的内容”。地方官

员为了保住他们的地位，对上访人施压的情况更加严重。改革后拦访、

                                      
59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法学研究》 No. 03 (2004), p. 61. 

60
 刘成伟, "308房间内的交易：许杰信访销号窝案调查," http://news.inewsweek.

cn/detail-1957.html，中国新闻周刊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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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访、“黑监狱”、“销号”等情况体现地方政府干部对公民“非正

常上访”采取了更加强力的手段。 

 

5.2.2 地方政府维稳 

对地方政府来说信访是一个“吸纳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制度化程序”
61
 

地方政府为了维稳会与进行信访的公民进行讨价还价。尤其是在中国

各地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积极与基层公民进行讨价还

价让他们不要进行上访等活动。地方政府甚至不惜“花钱”来进行维

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信访存在“责重权轻”的现象，中

央要求地方进行维稳工作，但是给与的资助并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维稳只好加强对上访公民的压制。 

 

5.2.3 地方政府的选择 

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没有理由选择妥协政策。无论公民选择抵抗

还是妥协，地方政府的专注点在阻止公民进京上访、减少信访数及

“非正常信访” 。如果采取妥协政策，在地方发生的问题会更直接传

达到中央政府，这样一来对地方干部个人升迁是不利的。   

                                      
61
 Ching Kwan Lee and Yonghong Zhang,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8, No. 6 (2013), p.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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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明显的优势策略，压制政策是地方政府在信访改革前后

应该采取的策略。信访改革没有使地方政府的策略发生改变，改革没

有改变𝐿𝑟𝑐> 𝐿𝑟𝑟、𝐿cc> 𝐿cr的局面。反而给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责任，使地

方政府更加偏向于选择压制政策。 

 

<图四> 改革前后中央政府的选择 

       信访改革前      信访改革后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压制政策 妥协政策   压制政策 妥协政策 

公

民 

抵

抗 

(𝐶𝑟𝑟, 𝐿𝑟𝑟, 𝑃𝑟𝑟) (𝐶𝑟𝑐, 𝐿𝑟𝑐, 𝑃𝑟𝑐) 

公

民 

抵

抗 

(𝐶𝑟𝑟
′ , 𝐿𝑟𝑟

′ , 𝑃𝑟𝑟
′ ) (𝐶𝑟𝑐

′ , 𝐿𝑟𝑐
′ , 𝑃𝑟𝑐

′ ) 

妥

协 

(𝐶𝑐𝑟, 𝐿𝑐𝑟, 𝑃𝑐𝑟) (𝐶𝑐𝑐, 𝐿𝑐𝑐, 𝑃𝑐𝑐) 妥

协 

(𝐶𝑐𝑟
′ , 𝐿𝑐𝑟

′ , 𝑃𝑐𝑟
′ ) (𝐶𝑐𝑐

′ , 𝐿𝑐𝑐
′ , 𝑃𝑐𝑐

′ ) 

                 

    改革前地方政府的策略                 改革后地方政府的策略 

 

5.3 公民 

中国公民之所以选择信访尤其是上访的方式进行诉求是因为,现行的

共产党一党体制无法阻止高层党政干部的任意、独断的政策决定。这

是因为缺乏能够让国民参与政策决定过程中并且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向

及要求的制度。62。公民很清楚信访不一定能够得到他们所预期的效果。

但是和其他救济手段，比如说，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相比，信访特

别是上访更容易理解并进行。 

                                      
62
 조영남, 『후진타오 시대의 중국정치』,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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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选择是否进行信访行为时会考虑到很多因素，其中重要的因

素有对信访结果的预期、信访行为的成本和信访行为所带来的危险、

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等。 

 

5.3.1 对信访结果的预期 

公民对信访结果的预期是公民选择是否进行信访的因素。中央通过

改革减少了公民对信访结果的预期。很多公民直接或间接了解到上访

实际上解决不了他们的诉求，北京的“上访村”中的上访人中有很多

已经对中央解决他们的问题不再抱有希望。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强调要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但是公民之所以进行信访是因为他们的问题需要

“高层领导”来进行解决。信访改革强调了地方政府的责任，而没有

解决“信访部门没权处理实际矛盾”的问题。公民了解到了信访改革

以后，对上级部门进行上访变得困难，也意味着人们对信访结果的预

期下降。 

 

5.3.2 信访的成本 

公民进行信访时的成本是阻碍公民进行信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信访的几个方式中上访无疑是成本最高的方式。中国政府的信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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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强调强化信访秩序，这不仅提高了公民上访的危险性，而且提

高了公民进行信访活动的成本。 

很多上访者冒着危险进行非正常上访是因为他们认为把事情闹得越

大，他们的诉求被接受的可能性也越大。尤其是在信访改革以前这种

想象非常多见，进行 5 人以上的进京集体访的上访者明明知道《信访

条例》规定了来访者不能超过 5 人的情况下也会进京上访。这是因为

他们知道上访者越多上访的成功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很多上访者会组

织起来一起进行上访。当然，这些上访者会遇到更加强烈的压制。 

信访改革后，地方政府对公民信访的压力不断增加，大幅度地提高

了公民进行信访活动的成本。甚至让信访者遭受危险。比如说对缠访、

闹访行为实行不登记、不统计、不交办有关地方依法处置。还有一个

典型的例子是对“告洋状”行为的处置，此行为被许多地方政府视为

是一种非正常信访活动。例如，吉林省的《信访条例》宣传提纲中提

到 “上访人员到外国驻华使领馆或者驻华机构实施“告洋状”的行为，

属于严重的非正常上访行为，公安机关视具体行为和情节，依法予以

行政拘留或者劳动教养。”63上访的危险性以及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公民

进行激烈形态的信访。 

                                      
63
 延吉市民政局, "《信访条例》宣传提纲， http://mzj.yanji.gov.cn/user/inde

x.xhtml?menu_id=8&mode=view_content&page=7&is_top=0&news_content_id=337,"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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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信访以外的途径 

信访制度和其他行政、行政制度相比，更加容易被公民所使用。这

是因为信访比其他的方式容易，公民会通过信访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

问题。作为行政救济手段的信访与行政诉讼有密切关系，信访很多时

候是行政诉讼的有效补充。但是由于行政诉讼过程繁琐并且成本也很

高，所以公民一般会更愿意通过信访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救济。胡锦涛

政府以来，中国政府强化了其他处理矛盾的途径。 中国的行政复议从

2005 年开始有增加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一致延续到习近平政府，开辟

完善公民申诉渠道也是信访改革的路径之一。64  

 

5.3.4 公民的选择 

 

信访改革改变了公民对信访结果的预期、信访的成本，并通过强化

信访以外的途径使公民通过“抵抗”得到的效用减少。在信访改革之

前，地方政府的压制政策未能够压住公民的进京上访等“非正常信访”

行为。而在信访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联合起来管理上访。 

                                      
64
 倪宇洁, "我国信访制度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审视," 《探索与争鸣》, No. 11 (201

0),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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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信访改革前存在优势策略，无论地方政府采取压制政策还是

妥协政策，都选择“抵抗”的策略，进行上访并把事情闹大才能得到

政府的重视。而信访改革以后，通过“非正常上访”方式能够得到的

效用减少、危险性和成本增加。这使𝑃𝑐𝑟
′ 与𝑃𝑟𝑟

′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最

终导致𝑃𝑐𝑟
′ > 𝑃𝑟𝑟

′ 的情况出现。 

信访改革后，公民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考虑。在地方政府选择

压制政策时，公民会倾向于选择妥协，而在地方政府选择妥协时，公

民可以考虑选择进行强烈的上访。在现实中，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的是

压制政策， 再加上中央政府努力通过调整政策来使公民选择妥协的方

式。因此信访改革后公民选择妥协的可能性要比改革前要高。 

<图五> 改革前后公民的选择 

      信访改革前      信访改革后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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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𝑐𝑟
′ , 𝐿𝑐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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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𝐿𝑐𝑐
′ , 𝑃𝑐𝑐

′ ) 

                 
                    信访改革前的选择    信访改革后的选择 

 

 

5.4 政府与公民的选择 

  从中国信访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想得到𝐶𝑐𝑐的结果，但实

际上中央政府很难让地方政府和公民都使用妥协方式来解决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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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即使公民选择采取使用温和的信访方式或其他手段，地方政府在改

革前后都会使用压制政策，因为这是地方政府的优势策略。信访改革

后，公民选择妥协而地方政府采取压制政策，博弈均衡点会在

(𝐶𝑐𝑟
′ , 𝐿𝑐𝑟

′ , 𝑃𝑐𝑟
′ )决定。 

 

<图六> 改革前后政府、公民的选择 

      信访改革前      信访改革后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压制政策 妥协政策   压制政策 妥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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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𝐿𝑐𝑐
′ , 𝑃𝑐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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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模型与实际情况的比较 

  信访改革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与上述的博弈有很多相合之处。中央政

府的政策在 2005 年《信访条例》制定以后，一直强调“属地管理”的

原则并持续强化地方干部的责任，2008 年的《暂行规定》以及 2009

年的三个《意见》，旨在把信访控制在地方层面上。对强化信访人权

方面，中央没有出台明显的政策。因此，地方政府维持了对信访的压

制政策。为了观察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否增加了让公民选择“妥协”的

可能性，下面会利用与信访有关的数据来进行说明，会通过中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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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总量、信访的构成以及公民能够选择的其他手段的统计来观察公民

的选择有什么变化。 

中国进行信访改革后，信访总量减少。根据中国政府统计，信访数

从 1995 年的 479 万增加到 2004 年的 1373 万件达到顶峰。65随后的

2005 年开始，信访总量连续七年下降。66 2013 年 1 月到 10 月的期间

内，中国的信访总量为 604 万件，同比下降 2.1%。67 假定 2013 年信

访总量可以用算数平均来求得以及 2013 年信访下降幅度与前十个月相

同的情况下，推算了 2011、2012、2013 年大致的信访总量。 从图七

中可以看到中国的信访总量的减少非常明显，信访量的减少意味着中

国公民在信访改革后选择信访来进行权利诉求的总量减少。 

中国信访总量可以推测、整理为如下： 

<图七> 全国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信访数（灰色为推测值） 

 

 

                                      
65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法学研究》, No. 03 (2004). p. 58; 

史江民，"信访总量持续攀升势头获遏制上访更趋向理性,"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343290.html, 人民网（检索日期：

2015 年 11 月 6 日）. 
66
 隋笑飞, "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党的十六大以来信访工作成就

综述,"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25/c_113496327.htm, 人

民网（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67
 仝宗莉、唐述权, "国家信访局：前10月全国信访总量604万件(人)次同比降2.1%,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8/c1001-23683864.html, 人民网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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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完整的数据,信访总量通过新闻报道等

推算得出。其中，1995、2000 年：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

救济"；68 2002、2003 年：于建嵘，"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69 

2004、2005 年："信访总量持续攀升势头获遏制 上访更趋向理性"；70 

2006 年："全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和群体性事件

发生量实现‘四个下降’"； 71 2011、2012、2013、2014：在已知

2013 年 1 月至 10 月的信访数为 604 万的情况下，假定并用算术平均

法推测 2013 年信访数后，通过新闻报道中的变化比例计算出了 2011、

2012的信访数。72 > 

 

信访不仅是在数量上，在构成上也发生了变化，2014 年，国家、省、

市、县四级受理的信访量占比分别约为 7.5%、19.6%、33.8%、39%，

                                      
68
 应星,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 《法学研究》, No. 03 (2004). p. 58 

69
 于建嵘， "信访制度改革与宪政建设，"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

lem/essay /0504050g.htm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0
 "信访总量持续攀升势头获遏制 上访更趋向理性，"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06-04/29/content_4490873.htm，新华网（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

日）. 

71
 "全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和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四个下

降’,"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3/28/content_5908635.htm；

 人民网（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2
 段欣毅、田兴春，"全国信访局长会议：纠正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做法，" 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11/c1001-20164998.html 新华网（检索日期：

2015年11月6日）；仝宗莉、唐述权，"国家信访局：前10月全国信访总量604万件

(人)次同比降2.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8/c1001-23683

864.html 人民网（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商西，"上半年全国信访总量降18%

 信访正确路线图，" http://news.oeeee.com/html/201508/10/282169.html，南方

都市报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4/29/content_4490873.htm；%20200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4/29/content_4490873.htm；%202006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11/c1001-20164998.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11/c1001-20164998.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8/c1001-23683864.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8/c1001-236838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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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成“正金字塔”结构。
73
 2013 年，国家信访局叫停非正常上访

排名制度，随后的 2014 年，《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

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实施，不再受理涉法涉诉及

未依法逐级走访的信访事项，群众到国家信访局来访人次下降 36%。74 

中央通过控制越级上访让公民对进京上访的预期下降。和过去相比，

中央的信访负担减少。 

信访方式方面，中国出现了“信升访降”的局面。75 2014 年三大信

访方式中，信件举报占 25.8%，来访举报占 35.1%，而网络举报占

39.1%，网上信访逐渐成为信访的主渠道。76 2015 年 6 月，中国的网

上信访已经占据中国信访总数的 43.6%。
77
 从中国政府和新闻报道来

看，中国政府在减少公民上访方面确实得到了效果。和过去相比选择

网上信访或信件的比例增加。 

                                      
73
 商西，"上半年全国信访总量降18% 信访正确路线图，" http://news.oeeee.com/

html/201508/10/282169.html，南方都市报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4
 王姝，"取消信访排名后 进京上访人次下降36%," http://www.bjnews.com.cn/in

side/2015/01/31/352145.html， 新京报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5
 仝宗莉、唐述权, "国家信访局：前10月全国信访总量604万件(人)次同比降2.1%,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8/c1001-23683864.html,  新京报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6 王姝，"取消信访排名后 进京上访人次下降36%," http://www.bjnews.com.cn/in

side/2015/01/31/352145.html， 新京报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77 
张香梅、申亚欣, "国家信访局：全国网上信访量已占信访总量43.6%," http://po

litics.people.com.cn/n/2015/0629/c1001-27221476.html, 人民网 （检索日期：

2015年11月6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29/c1001-27221476.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29/c1001-272214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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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接受的全国法院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在信访改革后持

续减少，中央政府强调“法治”，而不是通过“人治”来解决问题。

信访全国法院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从 2004 年的 422 万降低到 2012

年的 81 万。78 2005 年《信访条例》中二十一条规定“对已经或者依

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的不予受理，但应

当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79 

《条例》制定后的几年，全国法院处理的信访数量锐减。进入习近平

政府后、中国政府持续加强了涉访涉诉信访改革。2013 年 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

见》，提出要把诉讼和信访事项分离。
80
 

 

 

 

 

 

 

                                      
78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律年鉴》(2005)；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律年鉴》(2

013).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信访条例》(2005). 

80
 "全面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0/

c1001-24684311.html,  人民网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0/c1001-24684311.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0/c1001-246843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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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2002年到 2012 年 全国法院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情况 

 

<来源：2003 年至 2013 年《中国法律年鉴》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网站81> 

中央政府通过加强行政复议增加了公民选择信访以外手段的可能性，

拓宽了公民选择余地。 行政复议申请件数从 2004 年的 7.6 万件上升

到 2014 年的 15.3 万件，在十年内增长了 2 倍。82 习近平政府以后，

行政复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加强了行政复议。83 

                                      
81
  "2013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表格，" http://www.chinalaw.g

ov.cn/article/jggz/fztjxx/201403/20140300395412.shtml，（检索日期：2015年

11月6日）；"2014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表格，" http://www.ch

inalaw.gov.cn/article/xzfy/wtjd/201508/20150800478705.shtml，（检索日期：

2015年11月6日） 

82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律年鉴》(2005)；"2014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

统计数据表格，"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zfy/wtjd/201508/20150

800478705.shtml（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8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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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zfy/wtjd/201508/2015080047870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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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2003年到2014年 全国行政复议申请情况 

 

<来源：2004年至 2013年《中国法律年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
84> 

中央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减少基层矛盾。2010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调解法》制定以后， 中国政府增加专职司法助理员并加强调解

民间纠纷。根据 2003 年到 2013 年《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法院调

解的民间纠纷件数从 2003 年的 449 万件上升到 2012 年的 927 万件，85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分散信访所承受的压力。 

 

                                                                                               
"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4-11/02/content_1884662.htm，中国人

大网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429

4.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6日） 

84
 "2013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表格，" http://www.chinalaw.go

v.cn/article/jggz/fztjxx/201403/20140300395412.shtml（检索日期：2015年11

月6日）；"2014年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案件统计数据表格，" http://www.chin

alaw.gov.cn/article/xzfy/wtjd/201508/20150800478705.shtml（检索日期：2015

年11月6日）. 

85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律年鉴》(2004)；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律年鉴》(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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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2003年到2012年 调解民间纠纷情况 

 

<来源：2004年至 2013年《中国法律年鉴》> 

上述信访规模、信访方式变化以及中国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中。可

以看到和过去相比，更多公民选择了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信访。公民

采用网上信访、信件的人增加，并且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行政、权利

救济增加。中国政府持续对越级访及涉法涉诉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

减少了公民对信访的预期。这样一来，公民在认识到地方政府采取强

硬政策的情况下，选择妥协方式的动因增加，公民选择𝑃𝑐𝑟
′ 可能性增加。 

  信访改革虽然在减少信访数量方面有效，但是对公民的压制政策

有增无减，全国范围内有许多地方政府对公民进行了压制。甚至出现

了为了防止进京上访的“截访公司”。这些公司“拿人钱财，替人截

访”，是在各地维稳、打击信访的高压态势下催生出的专业截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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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黑宾馆之外又一“黑色”的现实存在。
86
恶名鼎鼎的北京安元鼎

公司是一家名义上从事保安工作，实则对上访者进行拦截、关押、遣

送的公司。由于“上访”牵系着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息访”自然成

为许多地方的重要甚至中心任务。而假以维稳之名，截访、设立“黑

监狱”、押送访民回乡成为“安元鼎”的一桩大生意。87地方政府用金

钱买平安的现象不为少见，而且曝光截访公司的报道由于政府的压力

很多已被删除。这样的例子在各地都有发生，反映了中国信访制度改

革在处理“地方政府对公民的压制”方面还存在着欠缺。 

 

7 总结 

2003 年的信访洪峰使胡锦涛政府开始进行信访改革，信访改革的主

要目的是加强对“非正常上访”的管理，并疏通其他能够解决矛盾的

渠道，保证中央的权威性，保障党的正统性。中央为了缓解中央的信

访压力，把信访的责任分散到地方，让地方做到层层负责。地方政府

在受到中央要求减少信访的压力下，持续了对信访人采取了压制政策，

                                      
86 林海、张一龙, " 保安公司专职截访,"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13/1

10519727.html, 财经网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26日）. 

87 占才强, "’安元鼎’改名了，但各种黑截访从未停止," http://www.nandu.com/nis/

201306/19/67658. htm, 南都网 （检索日期：201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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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强化了对“非正常信访”的管制，进行了拦访、截访。信访改革

降低了公民对信访的预期，提高了信访的成本及危险性，因此许多公

民放弃了通过上访渠道解决问题。 

一些上访者也许通过改革后的信访制度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但是信

访制度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上访者的问题。信访人之所以不能够通

过信访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来源是他们与地方政府产生的矛盾

很难在本地解决。积累起来的矛盾终究是要得到解决的。因此一些公

民可能会持续进行非正常上访，甚至会引起群起性事件。 

进入习近平政府以后，维稳还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目标。习近平政

府为了强化政府的正统性，在 2012 年制定、实施了“八项规定”。中

国政府称八项规定旨在打破特权意识、奢侈风气，并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88 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89  

习近平政府的信访政策目前为止与胡锦涛时期的信访制度没有太大

的差距，主要目的还是要疏导“非正常上访”以及减少信访数，减少

中央的信访负担。习近平政府不断强调通过“法治”来解决问题。近

几年，中国政府通过限制越级上访和涉法涉诉信访等方式，缩小了公

                                      
88
 조영남, "(2013)중국정세보고 : 2013년도 정책연구용역 결과보고서," 국립외

교원 중국연구센터.  p. 3. 

89
 新华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习近平主持,"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2-12/04/c_113906913.htm （检索日期：20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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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信访权利，鼓励通过诉讼、行政复议等其他司法手段来解决公民

的问题。并与此同时，通过反腐败运动来管理地方干部。此政策也许

能够减少地方官员的非为，减少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公民对地

方政府没有控制力的情况下，在地方层面发生的问题很难通过信访以

外的方式进行权利、行政救济的公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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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요약 
 

 

신방제도는 중국의 권위주의 정권하에서 일반시민이 중앙과 

지방정부에 직접 의견을 합법적으로 제시할 수 있는 수단으로 

민의를 수렴하는 역할을 해왔다. 군체성사건(群體性事件)의 

증가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중국은 부패, 빈부격차 등으로 인한 정치, 

사회문제가 격화되고 있는 상황을 마주하고 있으며. 중국 정부는 

신방제도를 통해 이러한 사회모순을 완화하고자 하는 노력을 

해왔으며, 사회갈등과 충돌에서의 타협이 일정 부분 이뤄지게 

하였다. 신방제도는 공산당에 의해 ‘중국 특색의 사회주의 민주 

정치’ 라는 목표를 달성하기 위한 정치제도로써 활용되었으며, 

시대에 필요에 맞춰 필요한 개혁이 이뤄졌다. 

이와 동시에 신방제도의 문제가 지속해서 제기되어 왔으며, 

신방제도는 정치체제의 한계에 부딪혀 민의를 반영하기 힘들다는 

평가를 받아오고 있다. 국가급의 지도자를 직접 뽑지 못하고 

향급과 현급에서 제한적인 선거권을 행사하는 중국서 신방제도는 

제한적이고 보조적인 역할만 할 수 있다는 평가를 받았다. 

본문에서는 후진타오 시대 이후 중국은 신방제도를 개혁하기 

위해 <신방조례>를 개정하여 신방을 제도화시키려는 등 많은 

노력을 기울였음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 시민들의 불만 해소에 큰 

기여를 하지 못했는지에 대해 연구하고자 한다. 이를 위해 

신방개혁의 내용은 무엇이며, 대규모 상방(上訪)을 효과적으로 

관리하였는가? 신방개혁이 정부와 시민의 신방 관련 행위에 

어떠한 요소와 경로를 통해 영향을 끼쳤는가? 신방개혁은 어떠한 

문제점을 내포하고 있는가? 이 세 가지 연구 질문을 가지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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게임이론의 틀을 사용하여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 분석한 내용은 

아래와 같이 정리할 수 있다. 

첫째, 중국 정부는 신방개혁을 통해 중앙에 집중된 신방을 

지방정부로 분산함과 동시에 비정상 상방에 대한 통제를 

강화하였다. 중국의 신방 총량이 감소했지만, 지방정부의 시민에 

대한 억압은 막지 못하였다. 둘째, 중앙정부는 정통성과 

지방정부에 대한 관리를 위해 신방개혁이 시민이 집단상방과 같은 

저항적인 방식이 아닌 타협적인 정책을 취하는 것을 선호하게 

한다. 또한, 정부는 신방을 줄이는 정책을 채택하며, 지방정부가 

신방 관리를 더욱 엄격하게 하게 만든다. 신방개혁은 신방에 대한 

시민의 기대치, 상방의 위험성, 그리고 대체수단이 영향을 주는 

경로를 통해 시민들이 신방보다는 다른 방식을 통해 자신의 

요구를 전달하는 경우가 많아지게 한다. 셋째, 권위주의 체제에서 

선거권이 제한된 시민은 지방정부에 영향력을 행사하기 힘들어서 

신방개혁은 지방정부의 억압을 막지 못한다. 이로 인해 시민들이 

군체성사건 등 더욱 강경한 방식을 통해 자신의 요구를 표출할 

가능성이 커질 개연성이 존재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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