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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组归位：对中共党组制度
有效运转的探索

【摘 要】 党组是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是实现党对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沟通党外力量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实现党员干部管理的重要方式。 这也决定
了党组制度的内在价值，进而决定了党组制度会不断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自 1927年以来，党组
（团）制度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作为革命党争夺革命领导权时期，第二阶段是成为
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时期，第三阶段是扮演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第四阶段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党组制度需要调整和完善，探
索有效运转形式，建构更加科学完善的模式与机制，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彰显其价值。

【关键词】 中共党组；党组制度；有效运转；领导核心
【中图分类号】 D26 【文件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26［2015］05-0033-07
10.13553/j.cnki.llygg.2015.05.007

储建国 余礼信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

在中国，党组（团）制度作为一项中共组织和领导制度已践
行 80 多年，与中共历史相去不远，其作用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
漫长曲折的过程。由于党组制度的建立是源于当时争夺国内革
命领导权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在新中国
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是在政府机关与群众组织（人民团
体）的领导机关中发挥极其重要的组织和桥梁作用，这些作用
都具有浓厚的政治与斗争色彩。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
迅猛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城镇化等现代性的持续深入发展，
党和政府面临的公共事务越发复杂多样，经济与公共服务职能
凸出，党的执政方式亟待改进。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更加注
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
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1］现代中国国家治
理，必然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
事分开、政社分开。而要实现党有效治理国家，就需要探索党组
制度的建设，让其有效运转起来，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发挥党
组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
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领导核心作用”， 这也是自党的十
六大历来历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强调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需要党组和党组织在各类“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党组发挥领
导和把关作用，强化责任”。 ［2］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 6 月 16
日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总则”中更是明
确指出党组应“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3］。 为何以及如何
使党组制度有效运转起来、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还需要学
界更多研究，从理论范式上“让党组归位”，对全面深化改革、国
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组与党组制度的基本属性、 内在价值、

发展历程和现实走向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剖析。

一、党组属性与党组制度的内在价值

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推动着理论与人类
社会向前发展；先进的理论反过来又对人类实践活动起指导作
用。党组制度的孕育与发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与社会
主义革命的需要，党组在国内革命斗争与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有目共睹，是中共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有效实现形式。现代国
家建设的方向是民主化与制度化， 要求执政党不仅治国有效，
还要方式民主化，程序制度化、规范化。党组制度的建立既有利
于执政党团结各方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又有助于增强执政党
的权威，间接地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领导各方力量进行国家建
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重心，它要求中共作为执政党有更高超的治
理艺术与治理能力。 这就使得党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党组核
心领导作用的归位更显重要与迫切。

根据 1927 年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七八和十八大修订的 《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共党组有以下基本属性：

一是非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 从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章程》
专门设立党团（党组）章节以来，历次党章都在“党团”（党组）章开
宗明义的指出“党组是非党组织（党外组织）”。（如表 1）一方面，可
以看出，“非党组织”乃是党组基本属性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也
表明中共一直以来都重视党政分开问题，重视党政之间、党社之
间的关联机制， 注重通过党组制度将分离的政党组织与国家政
权、社会领域有效的粘合起来。 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的党章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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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
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这也同时是对党组
生存空间的描绘，指出党组的成立和发挥作用的领域。

二是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 从上表可知，中共七大通过
的党章最早规定党组成立于“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以后的
历次党章中也延续了这一思想。 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党章中
对“党组”没有提及，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虽然只提到党组成立于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但在同一条（第十四条）中又明确规
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及民兵，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贫
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
的绝对领导。 ”［4］这也就是间接地承认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 另
外，从六大“党团”到七大“党组”描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党组
是“领导机关中的领导核心”，不仅仅是称呼的变更，其中蕴含
着深刻的意义，二者的领导机制存在巨大差异。 党团的领导逻
辑是：党部（党组织）领导党团，党团领导监督其党员行动与意
志，党员影响非党员。 而党组的领导集中于领导层而非普通党
员，“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5］，
即：党组织领导党组，党组领导机关党员负责人，党员负责人影
响非党员负责人。 领导关系发生于两个组织之间，作用更集中
有效。 这种领导逻辑，既保证了党组不直接干预机关具体行政
事宜，又对机关大政方针进行有效掌控。

三是中共的执行机构。根据党组规定可知，党组是“在非党
组织的领导机关中”直接建立的，不是党委的派出机构或党委
的基层单位，不是一级组织，也无下设部门，但必须完成党委交
办以及本身的一些任务。 因此，党组制度可认为是一种嵌入机
制。 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自
发成立。 党组的成立是自发的，党组的活动和行为也具有相对
自主性。 党章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党组”是“党委的执行机构”，
但从党组的任务规定来看，党组俨然是党的执行机构：不仅接
受批准成立它的党委的党组织的领导， 还要执行党的党的命
令、完成党的任务，管理本机关党员负责人。通过对中共四十大
以来的党章的分析，党组的执行任务具体包括：负责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
部监督管理工作；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
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6］有学者提出，“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是通过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有效执政和党
的全面社会整合来实现的。 ”［7］更切确的说法是：中共作为社会
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有效执政，对社会资源的
全面整合，是通过党组实现的。

四是另行可以建立的党委。 自中共十二大以来，历次修订
和通过的党章都在党组章第四十八条对“可以”或“是否”建立

党委有特殊规定（如表 2）。可以看出，另行规定建立“党委”需要
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只有“在需要对下属单位实行高度集中统
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中”可以变“党组”为“党委”，如：外交
部、公安部和国资委；其次，党委的建立与党组的建立一样，需
要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党章中只是规定“可以”而非“一
定”，也即是说，“党委”的建立与否还在于中央的决定，弹性空
间很大。

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核心的相关党史党建的文献所形
成的党组制度中的党组的基本属性，决定着党组与党组制度在
中共领导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价值。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党组的
内在价值有增无减。 作为中共执政理国的中介，在凝聚改革向
心力，优化党政、党社权力结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现
代化与民主化中，扮演者积极承载者、参与者与推动者的角色。

其一，低成本高效率的中介。根据党章规定，党组是党组织
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成立的领导核心，这也就决定了党组织
的职能是宏观的，是起决策监督作用的，处理的是本机关中的
重大事情和重要事务，具体执行交由机关。根据一般运作程序，
党组根据批准成立它的党组织的有关方针、政策的总体要求与
部署，首先召开内部党组会议，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充分沟通、
协商，达成一致，制定方案和办法，然后交由所在领导机关，再
在领导机关中形成最终决议下达所属部门。 如此一来，党组既
完成了党委交办的事务，又避免于自身直接陷入机关矛盾争议
中，超然于冲突之外。 此外，根据党章精神，党组作为领导机关
中的领导核心，不设工作部门和下属机构。 党组成员一般由机
关中的正、副负责人和办公室负责人组成，只负责重要事务决
策和监督，具体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机关执行部门）或办公室，
既减少党组的日常运转费用和行动开支，又极大地提高运作效
率。 对此，有学者提出，为提高党组工作效率，避免党组制度空
转，“在人大、政府、政协等正式权力机关，党组主要负责人与行
政首长合一是必然趋势”［8］。

其二，对内不对外的承载力量。 党组是在非党组织领导机
关成立的，不是独立的一级党组织，具有较高的封闭性。根据党
章等一系列党和国家文献可以将党组的职责归为“两个内部”：
党内职责和领导机关内职责。党内职责围绕着党组与成立它的
党委、与党组关系密切的党组织和内部党员展开，主要包括：组
织机关党员学习和践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上级党委培养、举
荐甚至提名干部人才； 指导本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
作；建立和完善本党组的学习、会议与民主生活制度。领导机关
内职责也即机关党组与领导机关及其成员间的互动， 主要包
括：在领导机关议决重大事项前召开党组会议，拟定方案和决
策，并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汇报，征求意见，最后提交领导机关
会议； 通过领导领导机关进而领导本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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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摇党章关于党组（党团）成立的规定

历次党代会 党章规定

１９２７ 年中央政治局决议 一切非党群众会议

中共六大 非党组织

中共七大 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

中共八大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中

中共九大—十大 无规定

中共十一大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

中共十二大 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

中共十三大
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
商会议、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
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

中共十四大—十八大 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

表 ２摇党章关于党组成为党委的另行规定

历次党代会 党章第四十八条规定

中共十二大
在需要对下属单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的国家工作部门中……是否把这些部门的
党组改为党的委员会，由中央另行规定

中共十三大
在需要对下属单位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的国家工作部门中，是否建立党委……由
中央另行规定。

中共十四大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
部门可以建立党委……由中央另行规定。

中共十五大—十八大
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国家工作
部门可以建立党委……由中央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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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与宣传工作；与机构非党干部合作，团结群众，凝聚
共识。 作为内设机构，党组不能替代政府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但却
作为桥梁将党和国家、社会、经济等权力紧紧联结起来，特别是
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的具体职能有机联系起来，使党
的领导体制与国家政权运行体制有机对接，实现了党对国家政
权的有效领导。

其三，无形却有影的领导者。 如何实现对群众“润物细无
声”的领导，是中共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的问题。 周恩来早在
1943 就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到我们
是在领导。 ”［9］建国以来，党对国家的领导也一贯秉持着这一理
念，并积极的将这一理念转化为一种领导方式和领导艺术。 这
与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重少作为大作
为，通过“机构之间存在良好的分工，以及存在着设计合理运转
有效的制度”［10］，从而避免统治者的直接干预。 党组作为领导机
关的领导核心，超然于具体事务和基层矛盾之外，是通过对领
导层和党员干部的领导而达到对整个机关的掌控。 因此，党组
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实现领导而又不至被领导
者感受到被领导，幻化于无形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再好的制度
也是人工制品，需要由人来推动、运转，而人是能动的，这就有
赖于人们投入精力把它做好，需要精英自律，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 ［11］

二、党组制度运转的历史阶段分析

根据组织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组织的运转环境存在不确定
性，一个组织想要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具备控制外在不确
定性环境的能力。 “组织事实上如何接受引导，将环境中的某些
组成部分整合到组织之中，将它们的功能与环境的其他分离部
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竭力找出环境中的持久互动的伙伴。 ”［12］

中共党组的成立，正是对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环境与斗争对象风
云变幻的反映，而党组制度的演变逻辑，也对应着中共从革命
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自 1927 年党组前身党团正式成立以来，党
组制度化运转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作为革命党争
夺革命领导权时期， 第二阶段是成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建设时
期，第三阶段是扮演改革中坚力量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第四阶
段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期。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团的成立及其制度化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反应。 党组的前身是党团，是
在中共四大中提出的：“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
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党和群众团体的活动。 ”［13］很
显然，组织党团的目的便是争夺革命的支配权，扩大中共影响
力。中共四大只是对党团有个初步计划，真正对其地位、作用和
任务作明确说明是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
于党的组织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
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 党团和党的支部组织及
作用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依随
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它的工作是
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在政府和群众团体中贯彻党的政策。 ”［14］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既无军队，又集体加入国民党，要
想保持组织独立与有效工作，就需要党组这一载体来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工人运动，助推北伐战争。 国共合作失
败后，中共受到国民党的血腥迫害，革命运动走向低谷，中共也

不得不改变活动和工作方式，进入农村建立根据地，组建工农
民主政权。 而中共如何领导工农民主政权，也即如何处理党和
革命政权的关系，便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新问题。 在苏维埃政权
成立之初，中共就特别强调党领导政权的同时党政分开，“防止
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两种倾向。为此，中共六大通过
的党章特别指出：“党在各处苏维埃中， 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
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
种问题的意见。”［15］1930 年 7 月，党的组织会议又明确规定：“苏
维埃的决议与法令，当然事先要经过党团讨论，然后由苏维埃
中的党员向苏维埃提议，即或苏维埃的决议与法令，如有修改
或取消之必要时，也必须经过党团向苏维埃提议，绝对不能由
党直接命令。 ”［16］此后，党组制度得到了不断发展，党组成为党
领导政权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唯一桥梁， 地位不断上升。 直到
1942 年后，由于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在根据地施行了党
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集权加重，虽然中共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指出党组的重要性，但党组的存在意义有减弱趋势。 解放战争
后期，中共即将掌握国家政权，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强化，权力
集中于各级党组织，党组的桥梁作用式微。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受到国内外斗争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共
执政经验的不足，党组制度在曲折中运转与前行。 新中国政权
成立后，党对国家的领导基本上沿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元化
领导，“党的执政地位使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执政党通过
党组织的拓展来建立国家的制度体系并重组中国社会”［17］。 虽
然在政权建设过程中， 党中央依然重视克服以党代政现象，相
继出台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
《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在中央
政府机关、检察机关成立党组，要求“行政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党
组系统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再行决断”［18］。 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
的日渐完善，党委的权力不断扩大，以党委为核心的高度集权
的领导体制逐渐形成， 非党组织的政治活动空间不断被挤压，
党组的活动空间也逐渐缩小，又由于党和政府及非党组织的职
权范围没有相关法律的界定，以党代政现象更加严重，部分党
组形同虚构，党组制度被边缘化。 党的八大曾试图扭转这种趋
势，明确指出党对国家政权及其机关的领导，应避免直接命令，
而应当“第一，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
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
经常讨论和决定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
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圆满合作的
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19］。

但由于中共领导层对政治斗争形势判断的失误，八大的这
一主张没有付诸实践，党政不分程度反而加深。 1958 年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
和 1962 年毛泽东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党
的各级组织将国家机关的权力进一步架空，政党行政化、行政
政党化，国家机关成为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党组制度已
然失去存在意义。此后，这种党的一元高度集权模式日益盛行，
在强化对社会动员①的同时也消解了政权体系积极作用的发
挥，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

在改革开放时期，“十年文革”中，党组制度被废止，走向空
转。 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党章中也删除了之前关于党组的条
款，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共十一大才重新将党组写入党章，规定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应设立党组”［20］，至于党组的机构
与职能，没有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开始着手

①学者陈明明认为：“党的集权是在党领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党对中国社会进行动员（例如组织化运动）的过程，而
对中国社会的动员又为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参见陈明明.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A］.该文载林尚
立等编.政治与人［C］.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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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理
顺党领导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问题。中共十二大正式在党章中
专设党组一章，构建党组制度，对党组的成立、任务、成员构成
与基本属性作出明确规定。 党中央力图通过党组制度的运转，
避免以党代政。 但党组制度的运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中共把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建设放在国家建设首
尾，需要政令统一、市场统一，提高政府机关工作效能。 而党组
制度却使得“当时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他成立的
党组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21］，于是中共十三大
决定逐步撤销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
制改革相配套。但是，撤消了党组的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
组织在开展工作中并没有实现党政分开，却感到缺乏贯彻政策
落实的载体。 这反而使党中央越发体会到党组制度的重要价
值：党组是党领导非党组织、团结非党员群众的中介和桥梁，是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的有效载体，也是实现党民主
执政、领导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的唯一纽带，党组的
撤销乃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 于是，中共十四大对党章进行了
修正，恢复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组的规定，并增加了
党组“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22］和“指导机关和直属单
位党组织工作的”［23］的职能。 党组的职权和党组制度的价值得
到进一步加强和凸显。 国家机关党组的成立，有助于进一步理
顺党和政府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关系、合理分工，提高工作效
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领导机关中党组的成立，有助于中共在
开放自由社会更灵活有效的强化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正是
鉴于党组制度在实践工作中彰显的功能价值，中共十五大通过
的党章完全延续十四大党章关于党组制度的规定。随着改革开
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共的治国理政更加有赖于党
组制度功能价值的有效发挥。

新世纪以来，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
的需要，党组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与运转空间，党组的功能价
值进一步彰显。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对党组的领导地位
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24］， 并增设了党组
“做好干部管理工作”［25］的职能。 这是对党组功能作用的进一步
认可和挖掘，对党组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更是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对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
导方式，发挥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
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26］作出了具体
说明。一是党组要在成立它的党委的领导下支持人大、政府、政
协和司法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
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是党组在领导机关内部的扶
助职能；二是党组要培育、管理、组织好这些组织中的党员干
部，通过指挥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
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这是党组的核心使命，是党执政理国得以
实施的关键；三是规范党政机构设置，通过适当党政干部交叉
任职和部门合并减少冗官冗员、职责不清问题；四是规范各类
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坐实党组的领导与协调功能，并避免机
构扩张，减轻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 如此一来，便形成“一个
核心、四个党组”的执政格局，党组制度的有效运转，国家机关
中党组领导核心作用的有效发挥， 使党委超然于行政事务之
上，极大地提高中共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能力与艺术。十八大
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党组的领
导核心作用在管理党员干部、领导国企改革有进一步发展。 中
共中央的反腐战略需要党组的支持、助力，党员干部的不作为、
少作为需要党组的督导，防止庸政、懒政现象蔓延。 2015 年 6
月 7 日审议通过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国企改革

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管企业，而党管企业的关键就在于国企领
导机关党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

三、新时期党组制度运转面临的现
实困境

党团自 1927 年首次出现以来，在曲折中已前行近 90 个年
头，发展史长于建国史，仅次于建党史。它伴随着中共的建设与
新中国的成长，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
文件与指导指南。 自中共第三次修正党章议决案以来，除文革
时期以及中共十一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修订的党
章都单列一章“党组”阐述党组制度，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更
是明确规定“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但是，从党和国家建设
的文献以及理论界关于党组制度研究现状来看，党组制度还处
于初级阶段，党组领导核心作用的归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党
组制度的有效运转仍然面临着一些列理论上、政策上以及实践
上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是理论界对党组和党组制度研究不深入，尚未形
成系统性成果。

目前， 我国学术界尚未出版以党组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著
作，一些专门从事党史党建、政党制度和中国政治等研究的机
构也未出现以党组为主题的课题项目和成果。 笔者通过“中国
知网”收索统计：以“党组”为主题，2000—2015 年为限，期刊有
49436 条结果，核心期刊有 385 条（其中多数仅是以干部的身
份提到），CSSCI 期刊仅有 3 条；硕博论文有 116 条，其中以党
组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一篇，且是从法律学专业硕士论文；工具
书中以“党组”为词目收索有新语词大词典、当代军人辞典、军
事大辞海、汉英政治经济词汇新编、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现代
汉英词典、汉英新词新语辞典、汉英大辞典、汉英外事实用词
典、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共产党员知识辞典、汉英政治法律
词典、汉英分类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 14 条，无政治制度、政党
制度类辞典；中国海内外专利中更是无结果（如图 1、图 2）。

由此可知，我国“党组”与“党组制度”的理论研究还停留于
中共文本上， 虽然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组及其制度有所规定，但
是从学理层面而言，系统的研究还较为落后。 学界对于党史党
建、政治制度、政党政治研究颇深，但却忽视了中国特色政治制
度中的重要环节———中共领导制度。 而且，即便是关于中共执
政与建设的论著，也大多以“党组织”这一宽泛概念带过，极少
有专门章节论述中共党组及其制度。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特色政
治制度研究的学术领域过窄，也使得中共领导层执政理国缺乏
必要的智库咨询与政策参考，更使得在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实
践中因缺乏理论指导而路径不明。

另一方面，是党和国家领导层对党组及其制度化运转重视

图 1 中国知网关于“党组”研究文献收索结果

党的建设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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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
党组制度（包括党团制度）自 1927 年确立以来，党通过设

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的党组实现了对非党组织的领导，党组
的作用发挥，是实现党在各阶段主要任务的重要保证。 “实践证
明，这样做，有利于非党组织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更好地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有利于指导非党组织中党
组织的工作， 团结非党干部和群众， 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
务。 ”［27］然而，如此重要的中共制度，历经 80 多年的实践与发
展，却“只有党章中的 3 个条文对党组制度作出了原则性规定”［28］，
对于党组制度具体运作的正规文件和法规是一片空白。具体指
导下文件和法规的缺失，反映了中共领导层对党组制度化建设
的疏忽，使得党组制度长期难以有效的运转，党内的组织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和干部管理漏洞和弊病不断积累，最终导致腐败
问题积重难返，严重削弱党的形象和执政能力。 根据中纪委和
各地方纪委监察网站公布的信息可知，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在
前期都比较热衷于党的事业，致力于国家建设，然而由于经受
不住钱色交易的诱惑、政治素质急剧下降，加上长期脱离组织
生活与监督，最终走向堕落，丧失党性。腐败现象已不再是改革
开放前的分割性、个别化特点，而是呈现连续性、集体性、组织
化出现，“坍塌式腐败”、“窝案”、“山头主义” 腐败层出不穷，这
不得不引起高层的警惕。

腐败现象的出现，反映的是党的组织生活的松懈和组织生
态的的恶化，究其原因是党的组织制度及其运作的问题。 在一
定程度上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党风廉政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以“反
腐败”为突破口，进行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党内建设的规
范性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 6 月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
组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通过 8 章 39 条的条
例，对党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作出全面规范，对
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出明确要求。 《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一
条便明确指出了其目标便在于“进一步规范党组工作，加强和
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9］。 这说明，中共领导层已意识到党组制
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党组在推进国
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将日益凸显，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改革
能否成功深化的关键。 《条例》的出台，既是又一次中共的自我
革命，也是中共的一次自我治理与建设。 根据中央党校中共党
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的解说， 条例出台填补了党内法规空白，
对于进一步规范党组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30］

再者，是长期以来党委与党组关系不明确，职责权限与活
动原则模糊。

虽然自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以来，历届党章都用党的组
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组共
五章明确规范党的组织与制度建设。 但是，党章并未对党委与
党组进行比较区分，且党章中的规定是原则性、宏观的，需要细
化，以便于实际操作。党的文献中，也没有明确界定党组与党委
属性、权责关系与活动原则。 根据党章和党内相关文献的统计
分析，党组与党委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比较：（如表 3）

党组党委的主要区别可主要概括为五点：一是产生方式不
同，前者由后者决定成立，其成员构成也都须经后者批准，而后
者是由选举产生；二是权限有别，后者可以直接接收和对党员
进行纪律处分，而前者没有这个权限；三是选举与代表权问题，
后者有权召开代表大会并进行代表选举，而前者不能；四是与
下属党组织关系不同，党委与下属党组织是领导关系，党组与
下属单位党组是指导关系。

由上可知，党章对党组与党委的性质、地位作用、产生方式
与隶属关系都有框架性的的规范，但具体界定过于模糊。 党组
与党委的具体设立条件、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责任追究
等工作的各个方面未给出具体说明， 使得党组制度很不完善，
内容空洞，不容易运转。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最新通过并发布的 《中国共产党
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虽然共分八章三十九条对党组的工作
原则、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事、责任追求和国家工作部
门党委进行了规定，并要求建立党组书记述职制度、成员履职
考核制度、国企内部治理等制度。 但《条例》的针对性与操作性
如何，还有待实践的检验，积重难返的党组与党委模糊关系能
否得到厘清，党组制度能否有效运转起来，绝非一朝一夕所能
完成。 《条例》的制定不是党组制度建设的终结，仅是环节。

最后，是前三方面困境容易造成实际操作中党组制度的闲
置与空转。

一是体现在党委领导力与制度活力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是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制度，党组制度作为具体制度之一应是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 能够体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
势。 ［31］但是，党组制度的活力很大程度上被党委的领导力压制。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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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摇党组与各类党委的比较

党组 部门党委 地方党委 机关党委

性质
党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
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
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

党在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
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设立
的领导机构，如外交部党委

党的地方一级组织，如湖北省
委、武汉市委

党的基层组织

地位
作用

在本单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在本部门、本系统发挥领导核
心作用

在本地区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对本地 区 各 方 面 工 作 实 行 全
面领导

在本单位发挥协助和监督作
用

产生
方式

由本级党的委员会批准设立
由本级党的委员会或者上级
单位的党委批准设立

由党的 同 级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产
生

由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

隶属
关系

受批准其成立的党组织的领导，
指导本单位机关党委的工作

受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领导，
领导本单位机关党委的工作

领导由 其 批 准 设 立 的 党 组 和
部门党委的工作

受上级党组织和部门党委的
领导，受本单位党组的指导

表 １摇２０１３ 年郎溪县产粮型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抽样调查（当地农委提供）

户均规模
（亩）

户均面积
（亩）

二熟亩产
（公斤）

户均产值
（万元）

生产成本
（万元）

用工成本
（万元）

土地租金
（万元）

政策补贴
（万元）

户均净收入
（万元）

成本利润
％

１００ － ２００ １５２ ９７０ ３６． ６ ２２． ３ ０． ２ ６． ９ ２． ４ ９． ６ ３２． ７

２００ － ３００ ２４３ ９４０ ５６． ６ ３６． １ １． ４ １０． ９ ３． ７ １１． ９ ２４． ６

３００ － ５００ ４０２ ８７５ ８７． ２ ６０． ５ １． ７ １８． １ ６． １ １３ １６． ２

５００ 以上 ６１７ ８６０ １３１． １ ９７． ７ ４． １ ２７． ２ １３． ５ １５． ８ １２． ２

表 １摇抚养比的偏离率（单位：％）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老年抚养比偏差率 ２３． ４３ ２０． ０３ １６． ９３ ３２． ６１ １８． ３０ １６． ６９ １５． ０５ １４． ２３ １０． ８３ １０． ７１ １１． １１

少儿抚养比偏差率 － ８． ７１ － ９． ３５ － １０． ７２ － ９． ９０ － １０． ８５ － １０． ９４ － １０． ９５ － １０． ９０ － １０． ７９ － １０． ６０ － １０． ２５

总抚养比偏差率 － ２４． ３２ － ２５． ８３ － ２９． ２３ － ２８． ２１ － ３０． ５４ － ３０． ９０ － ３１． １３ － ３１． ２３ － ３２． ２０ － ３１． ６７ － ３０． ６３

摇摇数据来源：根据 ２０１３ 年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图 2 中国知网关于“党组”研究不同类别期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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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在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党委对政府的领导更多
的是依赖于政治文件和政治会议， 强调执行效率而忽视政策过
程，上世纪吴国光先生所提到的“文件政治”大行其道。 党组作为
党委与国家工作部门、非党组织的中介桥梁作用趋于掩藏。 本应
是经党组作用后共同发文的事宜演变成党委要求政府部门行为。

二是体现在“一竿子到底”的组织保障上。 根据《条例》规
定，有党建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治理、推进改革，需要在
实体部门中拥有‘一竿子到底’的组织保障。特别是在目前各项
重大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期……”［32］。 问题是，当前
党的组织已经深入到各部门各基层，且存在重叠、不作为、少作
为、组织混乱现象，党的组织保障应当避免形式的组织设置，更
多注重组织间的协调合作。并不是要在每个每级非党组织中都
设立党组，需要探索“打蛇打七寸”、“好钢用在刀刃上”的领导
艺术，整治无效的党组设置。

三是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组与党委、纪委和国家机关
监察部门的关系上。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更多的
呈现为一种反腐运动，也被称为“反腐风暴”①，其主力军是中央
纪委强力领导下的各级纪委，被认为是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
赢得时间”［33］，党组和监察部门作用被忽视。 但是，根据政治民
主与政治发展理论，“反腐败风暴”作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是非
常态手段，党风廉政建设的归宿，不应是单兵突进，而是致力于
构建一套完整的由中央统筹，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党组、纪委与
相关监察部门协同共治的反腐败体系，并吸纳体制外的社会正
能量。 其中，党组作为非党组织领导机关的领导核心，其组织、
管理党员领导干部功能不可或缺。

四、建构有效的党组制度运转模式
与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 6 月 16 日通过并公布的《中国共
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是继党的十八
大党章之后，中共内部首个关于“党组制度”建设的规范性文
件，也是 80 年来中共首度为党组“定规立矩”，对党组设立、职
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作出全面规范，对监督检查、责任追
究提出明确要求。 《条例》是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时代大背景大战略下提出的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
具体规范，同时也反映了中共领导层对党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
视和对党组制度有效运转以优化治理艺术、 破解改革难题、提
升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组制度的建设与党组作用的归位，
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这就为党组制
度的理论化研究与实践运转拓展了空间。

首先，党组制度具有强大的内在内在价值。 我国是一个特
殊的政党政治国家，新中国由政党缔造，走的是一条政党建国、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主要承载力量，是中
流砥柱。中共的建设与执政能力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度与
成败。 同时，现代化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是建构一个强大的
现代国家，国家为主体的治理愈来愈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
面。 ［34］这就要求中共拥有最大程度全面整合社会方方面面资源
的掌控能力和吸纳正能量的向心力。党组作为中共与非党组织
领导机关的桥梁中介，发挥着纽带作用，像一只无形的抓手，仅
仅抓住政治与社会力量， 将各形式的组织化力量拧成一股绳，
掌控于党的手中。因此，党组的制度化建设与有效运转，是党领
导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党组制度

的内在价值及其强大生命力不言而喻。
其次，党组制度需要有效的运转模式与机制。自 1927 年以

来，党组的制度化建设已有 80 多年，但为何这一制度未能完全
“落地”和运转，为何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领导层又迅速的制
定《条例》，促进党组制度运转呢？ 很显然，是领导层看到了党组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必须通过有效运转才
能实现。 运动式的反腐风暴无法常态化，中央的政治高压需要
转化为一种可供持续作用的制度力量。没有有效的实现模式路
径，党组制度的内在价值再大也无法凸显，仍将被雪藏搁置。

再者，党组制度的有效运转与一定条件相关。 西方民主理
论家帕特南认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
性”［35］。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国家建设年代，党组制度的运
转都离不开中共高层的重视、需要与党内党外环境的塑造。 当
前，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大战略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
理现代化，党内整治与建设首当其冲。 而党的建设又离不开反
腐败问题，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关键还在于反腐败
建设。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
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36］由于当前反腐败任务的艰巨与党
的全面建设的迫切需要，党组所具有的组织、监管本单位党员
干部的作用与核心领导地位，就更值得深入探索。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发布，说明中共领导
层对党组作用的认识越发清晰，对党组制度的有效运转越发重
视。 当前的问题是，党组制度的不断完善还需要转化为有效的
实践，也就是党组制度有效运转的形式、路径。通过对党组制度
的内在价值与现实困境分析，不难看出，党组归位的实现需要
在自身制度化完善的同时，构建广泛、多样、具体的运转模式与
机制，把党组制度作牢、地位坐实、职能作细。

第一，广泛适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事物的普遍性
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需要
从表象去观察事物的内在机理，同一类型的事物必然遵循着共
同的矛盾与发展规律。 中共党组制度的运转，无论其处于何系
统，也必然有着共通的有效模式。根据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和《条
例》可知，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
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皆可成立党组。 党组的
核心作用范围辐射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涉及到
行政、人大、司法、企业、团体等各个系统。 所涉领域、系统不同，
党组面临的工作环境不同、工作任务有别，党组的制度化运作
模式有所突出，但都遵循着共同的运转逻辑，指导思想与原则
是普遍适用的，其任务都是坚定不移地把党的有关重大决策和
工作部署贯彻到非党组织中去。 《条例》的颁布，意味着某种普
遍规范性与针对性，它是党组制度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规范
性与针对性并不意味着适用性。文本逻辑与实践往往存在一定
偏差，党组制度的落地运转，离不开可推广的模式，离不开灵活
的机制协调。党组制度的有效运转，需要借助经验化的、科学的
机制模式将普遍规范性转化为普遍适应性有重点的推广。

第二，多样联动。历史中的党组制度是一步步完善的，价值
甚大。 但其运转的空间与影响力是较为封闭的的，一方面缘于
其特殊的隐性性质，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在运转中没有合理的处
理一些工作关系。 首当其冲的便是党组与党委的工作关系。 党
组的性质很特殊，是党委在非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却又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派出机构，党组设立的批准权在党委；但党
组的内部成员任命权却不在党委，而是在党章和《条例》规定下
组织。这样一来，党组成员构成与党委工作的责任与承接机制，
便成为党组能否完成党中央和成立它的党委交办的任务的关

①如中国人民网、中国财经网和中国香港凤凰网都专题介绍“十八大后中国反腐败风暴”，并细数十八大后落马高官。 参见 http：//js.people.com.cn/zt/250.
html，http：//politics.caijing.com.cn/，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kj/detail_2012_12/08/19971982_0.shtml，201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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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观点参考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在南开大学“2015年中国政府发展暑期学校”的演讲.如何说明中国政治［R］.2015-7-20.
②本观点参考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在南开大学“2015年中国政府发展暑期学校”的演讲.国家治理的结构与维度［R］.2015-7-20.

键环节。接着，便是党组与党和国家工作部门的工作关系。党章
与《条例》中，都没有提及党组的工作部门，实际运作中，党组也
没有实体机构。 这一方面避免了党组机构设置的财政预算，另
一方面也加大了党组工作的任务量。党组要完成本级党委的任
务，不仅仅是“开会”，会前和会后的工作也不可忽视，党组的协
调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政策出台的进度与执行的效率。特
别是在反腐败工作上，党的纪委部门、国家监察部门与相应国
家工作部门的合作离不开党组的牵线搭桥，而反腐工作的常态
化、制度化发展，必然要求党组发挥常态化的桥梁作用。 因此，
党组与国家工作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有待深化。还有，便是党组
与非政府组织行政部门的工作关系。 党组在非政府组织领导机
关起领导核心作用，并不意味着这种作用力是“一竿子到底”的。
领导机关通过的决策的执行最终落在于其行政部门， 如何有效
的建立党组与机关行政部门的沟通和监督机制，亟需探讨。

第三，具体可操作。 《条例》的发布，是中共领导层对党组制
度的进一步顶层设计，接下来的便是制度如何运转。 每一种政
治制度都蕴含着特定的政治逻辑，政治制度的运转需要政治逻
辑的指引，但逻辑与实践是有偏差的。①关于党组工作的规范性
文件颁布后，如何将党组工作落地，真正发挥制度的效用，还有
赖于制度的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党组制度规范，是经验的理论
结晶。 但这种制度设计是整体意义上的文本规范，是基本的共性
的提炼。 那么，他能否在差异化的领域、环境与系统中生根发芽
呢？制度之所以被人推从，制度化治理之所以被疯狂的应用于国
家治理研究中，不在于制度本身多么华丽、完整，而在于制度的
动态变化———自我调整与完善②，制度应含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属
性。 前者是指规范性文件层面的，后者指的是自我适应与调整能
力， 也即是可以根据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从某一种制度中幻化
做出多种多样的具体体制机制。 这种能力的目标导向便是具体
可操作的模式。 党组制度的落地运转，党组的设立与职能细化，
需要从其所处的系统与环境出发，避免千篇一律、上行下效。

有效的运转模式与机制，必然是广泛适用、多样联动、具体
可操作的。 为了建构有效的党组制度运转模式与机制，一是要
求中共领导层具有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为党组核
心领导作用归位提供广阔的制度空间与制度平台，大力宣传和
挖掘党组制度价值；二是需要理论界对党组及党组制度进行深
入研究，在实践与观察的基础上升华理论，总结经验教训，为中
共进一步完善和运转党组制度提供建设性意见；三是要注意协
同，党组作用的发挥需要与其他机构、部门进行联动，党组制度
的运转只是中共制度的一环、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要件，其
运转需要与其他制度要件联动，产生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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