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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企業改制後的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 

 

八○年代，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得宜於集體所有制度、人民公社制度的管理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消費品市場真空等因素的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權力

對市場的替代。173鄉鎮政府在企業中以其「理性的計算」扮演著計畫和管理者的

角色，但隨著市場化的逐步完善，政府無法應變市場的變化，使得企業發展的效

率降低，九○年代開始，中共在鄉鎮企業進行產權的改制，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

關係割斷，從過去計畫者直接管理私人物品的生產活動的職能中退出來，削弱政

府在私人物品生產的作用。 

李稻葵認為鄉鎮企業的產權選擇離不開其發生的制度環境。由於非公有企業

制度在人民公社時代被長期禁止，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得不到發展，以及主

流的社會意識和觀念對非有公有制的歧視，所以鄉鎮企業一開始並不可能是不同

要素所有者之間的自由市場契約。在這樣的約束下，由鄉鎮政府創辦並控制鄉鎮

企業所得到的合法承認和保護比「清晰產權」的企業經營還要高，所以「模糊產

權」可以對應於灰色市場而比較有效。但是上述約束條件在改革開放中逐步取

消，「模糊產權」的早期有效性即將改變，清晰的私有產權就會變得更加必要和

有效。隨著非市場約束制度的解體，早期的鄉鎮企業必定要經歷重新界定產權的

變革。174  

鄉鎮政府運用其行政權力帶動鄉鎮企業的發展，卻造成鄉村行政組織和集體

                                                 
173 邱澤奇，「鄉鎮企業改制與地方威權的終結」，社會學研究（網路版），1999 年第 3 期。 
174 李稻葵，「轉型經濟中的模糊產權理論」，經濟研究，第 4 期，頁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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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產權關係的缺陷以及職位的交叉任職，其造成的影響如下： 

一是產權主體缺位或虛置。產權主體缺位，即所有者的所有權不到位，或者

有名無實，其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經營者等權力得不到落實。農村經營制

度的改革，對社區集體企業財產制度本身的影響，主要在實現財產所有權與使用

權的分離，並沒有解決企業產權主體人格化的問題。鄉鎮集體企業是在農民集體

資金創辦的企業基礎上發展起來的，其資產所有權應歸屬所在社區農民。但在現

實中，農民既沒有決策權又無監督權，只是名義上的所有者。鄉鎮集體企業處於

「人人有權而人人又無份」的虛置狀態，產權關係出現錯位，鄉村農民集體具有

名義上的所有權而無決策權和收益權，鄉村行政組織具有事實上的決策控制權和

收益分配權；與產權權能相聯繫的利益風險承擔者，不是控制者（鄉村行政組織）

和經營者（承包者），實際上是鄉村農民集體。這種錯位的產權關係與現代企業

產權原則的要求相悖－權利和義務分離，收益與風險分離。由於對企業的經營權

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問題和矛盾的出現便不可避免。鄉村企業農民對企業因沒

有產權意義上的監督權和收益權，利益機制差，參與意識淡薄；對企業普通存在

的短期行為無法從產權機制上加以限制和約束，企業負盈不負虧，資產存量消耗

嚴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金流動和資金聯合不斷加強，在原有產權關係尚

未規範的情況下，多元化的再投資行為使本來就不清晰的產權關係更加趨於混

亂。 

二是政企不分，企業缺乏獨立法人地位，經營行為扭曲，經營機制弱化。由

於鄉鎮集體企業產權主體虛置、缺位，產權自然落入鄉村行政組織手中，甚至落

入個別鄉村領導者手中。鄉村行政組織中集政權、財權於一身，控制著企業的投

資決策、收益分配、人事任免和資產處置等。雖然鄉村行政組織實際行使產權，

但卻不承擔經營風險，對企業的經營後果不負任何責任。鄉鎮企業只不過是鄉村

行政組織的附庸，其經營行為主要受行政組織的支配，而市場主體所要求的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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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到位，只擁有有限的分配處置權。企業的激勵機制和約束機制空洞乏力。 

本章分析改革以來中國農村政治調控的變化對產權與民主之演進的積極意

義，歸納市場化過程中產權變革所包含的民主化含義，各種內外壓力合成了國家

大範圍變革產權制度和基層政治體制的政策。 

 

第一節 產權改制政府退出企業 

壹、鄉鎮企業改制的原則 

1994 年 3 月 31 日，農業部發佈了《鄉鎮企業制度改革意見》。文件明確指

出產權轉制的主要內容是：1.產權的界定與明晰化 2.產權的有效流轉 3.產權的最

終實現 4.產權的管理與監督。這份文件吹響了中國鄉鎮企業產權改制的號角。175

而所謂「產權改制」就是明確化集體資產在鄉鎮企業中的產權歸屬；也就是地方

政府收回其歷年投入各種企業的資金，而把企業運作的管理權及企業利潤的收益

權讓渡給法人或自然人，使政府與企業維持單純的稅收（主要為土地使用費及企

業所得稅）關係。改制的具體做法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的股份（合作）制—利用企

業資產股份化的形式，計算鄉鎮政府、企業主、企業職工應得或應付的資金—及

拍賣（通常情況下，是把小型鄉鎮企業除土地之外的資產販賣給原廠經理）。儘

管鄉鎮企業改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行為，各級、各地區政府的積極性確有高低之

分。九○年代後期，中共農村所進行的鄉鎮企業所有權的改革，政府退出企業的

經營活動。對於改制的原因，一般認為，鄉鎮企業轉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觀經濟

形勢變化（市場的逐步完善，競爭的加劇，宏觀調控和信貸緊縮等）的情況下，

                                                 
175 潘維，前揭書，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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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企業的利益相關者之間利益調整和再分配的結果，尤其是鄉村政府和企業經

營者之間博弈的結果。176 

理論上來說，當一個企業改制時，應該有五個方面的利益相關者出席：一是

事實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業經營者；三是工人；四是名義上的所有者—

－社區居民；「儘管社區居民對鄉鎮企業並不享受任何所有者應該享受的權利，

也不行使任何形式的實際控制，但還是有合法的理由來宣稱他們的所有權資格。

這是因為鄉鎮企業最初來源於集體積累，並且在成長過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

為社區居民）的低工資。」五是債權人即銀行（如果企業有貸款的話）。但在改

制過程中，改制變成了兩方的遊戲，即政府領導和企業經營者之間的遊戲。177同

時，企業財產權益的界定原則應以初始投入為依據，做為股份或拍賣的原則，而

當初鄉鎮企業資金的來源主要有：178 

一、土地資本轉移收益 

鄉鎮企業八○年代創辦時,農村土地從第一產業轉化為二、三產業的增值收

益，幾乎無償或低償被鄉鎮企業佔有，這部分土地資本的利潤也不斷轉化為企業

積累。所以，鄉鎮企業創辦投資的 30～40%應屬於企業所在地的農村土地所有

者，亦即應歸社區成員組成的集體經濟組織共有。 

二、福利和社會保障轉化  

在農村辦企業可以把節省下來的職工福利和社會保障開支轉化為企業積

累。城市企業創辦投資中約 30～40%是為食堂、宿舍、辦公樓等非生產性開支，

                                                 
176

張建君，「政府權力、精英關係和鄉鎮企業改制——比較蘇南和溫州的不同實踐」，社會學研

究，2005 年第 5 期。 
177鄒宜民,戴瀾,孫建設，「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思考」，經濟研究，1999 年第 3 期，頁 59-65。 
178 溫鐵軍，「鄉鎮企業資產的來源及其改制中的相關原則」，中經網，1997 年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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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勞保福利、醫療、退休和失業等社會保障開支。鄉鎮企業沒有這些社會開支

的原因是農村人口「絕對過剩」條件下的勞動力「無限供給」，以及農民在分戶

經營之後以土地為社會保障基礎。在這種有別於城市的特殊條件下，鄉鎮企業虧

損可以「停產歇業」甚至不向農民工支付任何待業工資，這說明在農村社區內部，

連企業家的經營風險也能夠順利地向農民和土地轉嫁。因此，這部分未開支的社

會保障資金轉化形成的企業積累，理應屬於社區或企業職工，可以在改制中按工

齡和貢獻佔有。 

三、負利率與稅收減免  

銀行信貸利率在八○年代低於物價指數條件下形成「深度負利率」，當時的

政策條件下，只有以集體經濟為名才能從銀行借貸，造成大多數企業借款是以鄉

村組織出面承貸並承擔風險。還有，鄉鎮企業因為解決農村就業和承擔「以工補

農」責任而享受的稅收減免優惠，也轉化為企業歷年積累。因此，鄉鎮企業佔有

負利率和稅收減免優惠形成的資產並非企業家創造的。這部分一般約占企業資產

的 10%，如果企業改制後不再承擔上述責任，這 10%的淨資產就應屬地方政府

或鄉村集體所有。 

四、企業家的風險收益和管理者的勞動剩餘轉化而成的企業資產  

這部分約為 10～20%，應歸企業管理層和技術骨幹。綜上所述，在鄉鎮企業

改制中，清產核資之後對淨資產按照「誰投入誰所有」的原則，進行以量化配股

為主要形式的股權設置，這當然並不存在所謂「無償」佔有集體資產的問題。其

中，企業家和技術骨幹應有 10～20%的股權，按照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企業家的持

股比例來看這部分股權已經足以形成對企業家的激勵。普通勞動者即農民和企業

職工應該占 70～80%的股權，地方政府或鄉村集體組織應佔有 10%的股權。至

於勞動者及其組成的集體怎樣持股，怎樣進行收益分配,則是改制中應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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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問題。 

由於鄉鎮企業資本的原始積累，主要來源於本應付給勞動者的那部分剩餘，

以及本來由勞動者佔有大部分產權的土地從第一產業轉向二、三產業所產生的增

值收益，所以鄉鎮企業改制必須保障勞動者以勞動和土地替代資本投入所形成的

資產權益。才能達到改制的公平、透明的原則。 

貳、改制後的鄉村經濟關係 

中共中央推行所有權改革的目標是希望地方政府退出企業的經營活動，解決

政企不分的，政府干涉企業經營，企業依賴政府的困境。然而，根據目前現有對

集體鄉鎮企業所有制改革的文獻指出，改革後的所有權集中在少數幹部或是原經

營者。經濟資源的重分配會影響到政治權力的運作，若按照農村所進行經濟改革

原本的美意來看，政府退出企業的經營，可以解決政企不分的現象，同時可運用

的資源減少，對於原本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農村，應該會提升農村選舉的品質。

但事實上，改制的過程中，涉及到資源再分配和生產關係的調整，不可避免地影

響到各相關群體的利益；各相關群體也會基於自身在權力結構中的位置和能力，

對改制方式和改制過程施加影響。 

在原來以集體經濟為主的地區，因為鄉鎮的功能十分重要，一方面鄉鎮負擔

著複雜的經濟工作，另一方面行政上又必須執行國家政策，而國家規定的鄉鎮幹

部編制往往便顯得不夠，因此這些鄉鎮一方面招收編制外的工作人員，另一面則

是沿襲公社制度，將村及各種組織納入鄉鎮政府的控制範圍內。在實際運作中，

鄉鎮政府對鄉村社會的控制，主要是依靠延伸到每一個農戶的村級組織體系，對

鄉鎮經濟的控制，則需要掌握能夠左右鄉鎮經濟發展方向的主導經濟部門或是企

業。如果黨政分開，鄉鎮政府就不能把村級組織作為行政管理的一級，如果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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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鄉鎮政府就不能主導經濟事務管理。179 

在所有權改革過程中，「關係」會決定資源的重新配置，而地方幹部正位於

有利的關係位置上。幹部會偏好拍賣而非股份制，假如是股份制，也希望可以集

中股份在高層經營人手中。將所有權集中在少數人，有助於村幹部與之建立關

係，平均分配股權雖然比較公平但會限制他們的管理權威。 

通常企業經理人比一般職工的股份比例大是合理的，這是因為經理人是風險

承擔者，鄉鎮企業要面對國營和私營企業的競爭，所以用較高的利潤留住經營技

術人員是可欲的，但是不應該就此剝奪一般職工原有的利益。很多企業卻是嚴重

的向經理人傾斜，提倡由少數的經理人持較多股份，這雖然一方面是要激發經理

人的責任感，180但是隱藏在背後的另一個原因是，在許多鄉村中，幹部兼任企業

的董事長、經理、廠長，即使當時沒有兼任，也可能以前曾在鄉鎮政府機構中工

作過。股份集中讓他們可以從中謀取暴利，因此股份合作制流於少數人控制的局

面。例如：上海郊區有個鄉辦企業，淨資產 350 多萬元，年利潤 160 多萬元，賣

給廠長，預定一年付清轉讓款，7 個月付了 320 萬元，用的全部是企業流動資金，

本人分文未出。另外上海郊區有個廠，淨資產 140 萬元，職工 78 人，出售後職

工參股面只有 11.5%，負責人用自己、妻子、父親三個人的名義購買了總資產的

98.64%。山東周村一個企業，向職工出售股份，4 個主要幹部買了 32%，規定用

股本紅利、工資、獎金加上利息三年償還，本人當時完全不出錢，實際上是變相

贈送。181 

在很多地方鄉鎮企業改制時，把鄉村集體企業資本的大部分或全部界為鄉村

                                                 
179丘澤奇，1998，「鄉村選舉與村鎮組織關係--兼論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度性變遷」，陳明通、

鄭永年主編，兩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北：月旦出版社，1998 年），頁 383～386；

Hsu, Szu-chien, “Two Local Regime Types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alization＂（1999）, Issues and 
Studies, p. 113。 
180盧文，「鄉鎮集體企業改為股份合作制的幾個問題」，農業經濟問題，第 1 卷，頁.27。 
181盧文，前引文，頁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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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股，在產權形式上與原有企業形式其實別無二致，意味著集體存量資本仍然

沒有實現私有化。若集體股占大股，那麼鄉村政權就會控制企業，又形成政企不

分的情況。 

以蘇州市為例，我們可以看出，至少在蘇南一帶，以集體為主的鄉鎮企業在

改制前的九○年代前期，鄉鎮一級的企業其產值、稅金、與利潤，都要高於村一

級，且其規模一般也都較村要大。改制之後，這種情形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原來

在鄉鎮一級的企業仍然占了大部分。此外，在九○年代中期以來，有許多三資企

業來設廠，而他們又多半集中在鎮所在地的周圍，或由鎮所設立的開發區中，它

們與鎮的關係比與村的關係要緊密得多。而在蘇南的村一級企業，無論是改制前

或改制後，實際上與鄉鎮一級的企業或是與三資企業，往往存在著一種上下游分

工的協作關係。如此更加深了鄉鎮政府對村的影響力，並把農村的政經重心更加

地像鄉鎮集中。182 

在村一級，村幹部和村辦企業經營者交叉任職的情況非常普遍，有相當部分

村的支部書記或村主任兼任企業的負責人，或者由企業經營者兼任村幹部。在鄉

鎮一級，雖然兼職的情況比較少見，但鄉鎮幹部和鄉鎮企業經營者之間的流動也

是存在的。鄉鎮政府的工作人員或退下來的村幹部（尤其是支部書記），經常會

被安排到鎮辦企業任職，企業的經營者有時也會被提拔到政府部門工作。例如，

在無錫縣五陶鎮那力村，1985 年以後先後退下來的 6 位村支書中有 2 人被安排

到鎮辦企業任職。社區幹部與鄉鎮企業經營者的密切關係影響到改制的方式和參

與主體，在一些情況下，甚至不排除兩者合謀尋租的可能性，即鄉鎮企業經營者

通過賄賂官員，從而以優惠的價格得到企業。兩者的密切關係也可能使他們一起

排除了其他利益相關者的參與。另一方面，經營者們的優勢使他們有能力在改制

時影響政府採取有利於他們的改制方案。也就是說，經濟精英已經可以侵蝕幹部

                                                 
182徐斯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

大陸研究，2001 年 5 月，第 44 卷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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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力，影響政府決策的自主性。183 

根據學者張建君至蘇南與溫州地區對改制的調查發現，蘇南過程中充滿暗箱

操作和不公正的改制，溫州相對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他至無錫的五陶鎮，進行了匿

名化的研究。據該鎮一幹部講，他們鎮轉制時主要是「黨委書記說了算，別人根

本沒有份兒，識相的鎮長和副職們也都有意識地讓書記決定」。不透明的改制帶

來了背後的操控和討價還價，結果極大地便利了當時在任的經營者，同時也可能

為參與決策的官員帶來利益。無錫的五陶鎮企業改制的狀況，見（表 4-1）、（表

4-2）、（表 4-3）184 

 

 

 

 

 

 

 

 

                                                 
183張建君，「政府權力、精英關係和鄉鎮企業改制——比較蘇南和溫州的不同實踐」，社會學研

究（網路版），2005 年第 5 期。 
184 張建君，「政府權力、精英關係和鄉鎮企業改制——比較蘇南和溫州的不同實踐」，社會學研

究（網路版），2005 年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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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五陶鎮（無錫）鎮辦企業改制的機情況 

企業 改制時間 誰得到企業 固定資產 改制時資產－負債情況 

1 1998.3.25 經理 772 210.53 

2 1998.3.25 經理 1328 -858.71 

3 1999.4.1 經理 1205 -329.75 

4 2000.6 銷售經理 3862 幾乎破產 

5 1998.3.25 經理 442 460 

6 1997.10.20 經理 204 12.08 

7 1997.10.20 經理 66 缺 

8 1997.10.20 經理 373 -82.64 

9 1997.8.8 經理 1984 260.74 

10 1997.12.31 經理 212 333.44 

11 1997.12.31 經理 141 242.87 

12 1997.11.1 經理 337 -69.58 

13 1997.9.8 經理 13 23.20 

14 1997.1.1 經理 276 85.70 

15 1997.10.1 經理 18 6.16 

16 1997.2.1 經理 14 -9.34 

17 1997.4.1 經理 44 -13.62 

18 1997.10.1 經理 8 缺 

總計   11299  

註： 

1. 這裡列出的 18 個企業只是該鎮工業總公司下屬的鎮辦企業，還有一 

些鎮辦企業歸屬農業公司和多種服務公司。但表中列的企業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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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鎮規模比較大的企業。 

2. 資產－負債：正的數字指在負債被抵銷以後還有淨資產，負的數字指 

負債大於資產。 

3. 學者張建君作調查時，企業 4 還有一些遺留問題。該企業基本破產， 

該企業前任經理被提拔為鎮工業總公司經理。 

資料來源：學者張建君的田野調查 

 

表 4-2 那力村（無錫）村辦企業改制基本情 

（企業單位：個） 

誰得到企業 改制時資產－負債情況 

現任廠長               13 正資產：                  5 

負資產：                  1 

零資產：                  7 

總數                   13 總數                      13 

資料來源：學者張建君的田野調查 

表 4-3 萬方鎮（蘇州）鎮辦企業改制基本情況         

（資產單位：10000 元） 

改制時間  誰得到企業 改制時資產－負債情況 

1998 以前 

1998 

1999 

2000 

 

 

總數 

3 

4 

9 

7 

 

 

23 

經理 

銷售員 

其他管理人員 

外部人 

不清楚 

13 

2 

2 

4 

2 

正資產        

負資產        

零資產 

不清楚 

 

轉移總資產  

轉移總負債    

13 

6 

3 

1 

 

6743.69

6076.60

資料來源：學者張建君的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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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者也針對鄉鎮企業改制的情況進行研究。林南的研究指出，九○年代

開始的所有權改革是將所有權集中在少數的幹部手中，也就是說股份合作制最終

的目的是「把企業資產的操控權轉移到公司主管手中」。185方孝謙對山東省 B

鎮所有權改革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基本上支持企業改為股份制而不是股份合作

制；其中股份制和私有化發生牽連的機制，在於轉變企業原有集體資產為現金股

搭配免費股的組合，使得公有資產逐漸轉入私人，尤其是經理階層手中。股份制

是逐步建立產權私有化，這種私有化不斷地要求資本市場的建立並滲透到社會主

義的根基。186蘇南鄉鎮企業所有權改革的研究也顯示，「改革中利益的在分配中

向企業的原經營者傾斜」。企業產權的轉讓對象主要是原企業經營者，若是有設

置股份，也是強調由經營者持大股。因原經營者對該企業的熟悉度使保有競爭優

勢。 187秦暉對於蘇南和浙江所做的研究調查顯示，92 年開始的股份制和股份合

作制，股權集中在原經營階層手中；188而 96 年以後盛行的拍賣制，主要的轉移

對象也是原企業經營者。Kung 對於無錫 16 個農村所做的調查同樣也指出，所有

權的轉移對象是原本的企業經營者，189劉雅靈對吳江市鄉鎮企業所有權改革的研

究表示，企業民營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與官僚體系最近或是就在官僚體系中的原企

業或是廠長，他們成為企業產權轉移後的新所有者。190 Sally Sargeson 和 Jian 

                                                 
185 Lin Nan and Ye Xiaolan,＂ Chinese Rural Enterprise in Transformation :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1998）,Issue & Study,vol.34,no.11/12,pp.1~28. Lin Nan & Chen Chih-jio Jay，1999,＂ Local elites as 

officials and owners: shareholding and property rights in Daqiuzhuang＂, Jean Oi & Andrew Walder eds.，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45-170. 
186 Fong, Shiaw-chian，1999(a)，”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and privatization –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nterprise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會論文》；1999(b)，”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in a Shandong township: practice and impact ”,Issue & Study,vol.35,no.4,pp.33-54；1999(C),
「企業改私、集團改股—從山東 B 鎮的股份（合作）制經驗論私有化問題」，《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報》，第 29 期（2000），頁 33。 
187鄒宜民、戴瀾、孫建設，1999，「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思考」，經濟改革研究，第 3 期，頁

59～65。 
188秦暉，「十字路口看企業—清華大學鄉鎮企業轉制問題研究報告(上)」，改革，1997，第 6 期，

頁 109；「十字路口看鄉企：清華大學鄉鎮企業轉制問題研究報告（下）」，改革，1998，第一

輯，頁 99～110。 
189 Kung, James Kai-sing,1999,”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village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Wuxi County”，in Jean Oi & Andrew Walder, eds.，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95~120. 
190劉雅靈，2000，「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制度基礎」，《國立政治大學

政治經濟研究會論文》，pp.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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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以九○年代杭州市溪湖鄉的企業產權改制為主去探討地方政府的角色。作

者強調：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機是將私人利益放在地方政府和社區居民的利益

上，他們執行產權改革的心態是以一種為了改變產權內容以及使中央政府改革目

標無法成功的企圖心。政府官員不僅主導股份所有權的分配、企業董事會的組成

以及權力內容甚至企業盈餘的分配，以確保他們可以持續控制並介入企業的運作

以便獲得利潤。191 

吳江市雙村的村辦企業在 1997 年後經歷了類似產權改制過程，採取拍賣、

股份制或是股份合作制，但是改制後，最富有的、最有權勢的仍是同一批村幹部

和企業經營者，並沒有任何新進企業家進入這個權力核心，不僅個人擁有可觀的

私有股份，他們仍如從前一樣，是集體的代表人，控制集體資產的流向和使用。

192 

山東諸城在 1992～1994，政府基於集資困難，所以要求職工入股，職工並

不認為投資集體企業是最佳選擇，可是迫於政府壓力，以及唯恐他人入股，自己

在企業中處於不利地位，最後決定入股。隨著職工的投資逐漸回收，股權提供給

職工的激勵逐漸下降，生產工人會逐漸放棄股權，將股權轉讓給企業經營者，由

企業經營者承擔風險。193 

鄉鎮企業過程中的不公平現象與黑箱作業，對於原先的產權形式沒有帶來太

大的，改變無怪乎來自地方官員和經營者更認為：「集體企業說是集體所有，人

                                                 
191 Sargeson, Sally & Zhang, Jian,，”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a Hangzhou district “，(1999),The China 
Journal,no.42,pp.78~99. 
192陳志柔，「中國大陸農村產權制度變遷的地方社會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異」，臺灣社會

學，第二期，2001 年 12 月，頁 254。 
193魏建，「職工持股與股份合作制—以諸城的股份合作制為例」，中國農村觀察，1998，第 5 期，

頁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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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份，實質往往被少數幾個人在操縱，集體的東西為少數人的囊中物，隨意支

配，不斷流失。」194 

不同群體間的「利益博奕」，既得利益者除了考慮經濟利益外，背後所牽涉

的政治權力分配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使得改制過程變得十分複雜。而改制的過

程中大都轉移到原先企業經營者或是幹部手中的原因主要如下：195第一，經營者

的優勢，在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推行時，雖然政府也希望職工入股，但是職工經

濟能力有限，而且入股意願不高，所以就經濟實力而言，經營者比較有能力持股。

在拍賣過程中，雖然規定要有公開招標的程式，但是原經營者對該企業的營運、

職工管理最為熟悉，因此保有競爭優勢。第二，政府政策，在部分地區政府鼓勵

「經營者持大股」，甚至以明文規定經營階層的持股比例，另一方面，也以「共

用股」增加經營者的持股意願。196若是經營者不願持股或是購買企業，政府會以

查帳手段威脅，大部分的村集體企業帳目不清，企業經營者通常只好承接該企

業。第三，原企業經營者和村幹部的關係良好，因此許多企業都是內定交易，根

本沒有公開拍賣，更嚴重的問題是村幹部和企業經營者是同一批人，透過所有權

改革，將集體資產轉移到個人名下。 

所有權改革過程中村委會沒能發揮監督功能促成更平等公開的改革方式，主

要原因還是黨組織和鄉鎮政府對村委會選舉的控制，雖然在行政層級改制後，村

不直接隸屬於鄉鎮之下，但是，鎮還是對村有很大的控制。可能是透過服務的提

供，也可能是透過行政調控，鎮總是不放棄對農村的滲透。因此，改制背後所牽

涉的複雜政治與利益因素影響了整個分配的公平性，進而影響了農村基層民主的

發展。關於農村經濟體制的轉變詳見圖 4-1。 

                                                 
194宗錦耀，「論鄉鎮企業產權制度改革」。鄉鎮企業研究，1998 年，第 5 期。 
195徐斯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

大陸研究，2001 年 5 月，第 44 卷第 5 期，頁 29。 
196黃少安、魏建，「諸城『二次改制』的考察」，改革，1999，第 2 期，頁 21～26。轉引自徐斯

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陸研

究，2001 年 5 月，第 44 卷第 5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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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農村經濟體制的轉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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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鄉鎮企業發展與地方政府權力－市場轉型理論與權力轉移理 

中國農村市場經濟制度的不斷擴大究竟對地方政府的再分配權力造成何種

影響與後果？可說是西方學者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理論即

Victor Nee 於 1989 年提出的市場轉型理論（Market Transition Theory）。他認為

當控制資源的權力逐漸從地方政府權力轉移到市場機制時，利潤報酬的分配會有

一種轉變，就是有利於那些手上握有市場權力而不是在分配權力的人。相較於計

畫經濟的分配，市場交換強化了生產者的討價還價的權力，獲利的機會比較少依

靠幹部（主要依據職位上的權力）個人處置。結果是即使在政治秩序仍缺乏根本

性的改變前提下，市場制度的成長（如勞動市場、資本市場、商業團體、轉包契

約配置等）會引發社會主義再分配權力的減弱。197 

當資源的分配（尤其是稀有資源）轉移到市場機制時，轉移到市場機制時，

經濟行動者降低官僚機構的依賴。生產者和消費者可以透過市場交易而逐漸獲得

所需的財貨和服務。以市場為基礎的交換會刺激買賣雙方之間水平式關係的發

展，其結果是導致垂直式關係（尤指政治資本）相對價值的降低以及在社會上經

濟行動者彼此關係網絡的提昇。198 

中國在制度轉型的過程中，市場機能將取代昔日計畫經濟分配資源的功能，

市場中的直接生產者將受益，而官僚體系中的再分配者（幹部）的優勢將消失。

其假設是，市場轉型將降低政治權力資本的回報，而提高人力資本的回報，即官

僚體系將逐步淡出市場，形成市場專業與政府公權力分立的資本主義模式。但是

當時 Nee 所提出理論受到很多的批評，因中共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幹部的擴

權行為是明顯存在的。Nee 於 1991 年和 1996 年先後修正他的理論，他指出中國

                                                 
197陳淳斌，「中國大陸鄉鎮企業發展與地方政府職能：回顧學界對相關理論的研究」，中國大陸研

究，第 44 卷第 7 期（民國 90 年 7 月），頁 96。 
198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1, no.4, （Jan1996）,pp9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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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處於再分配機制與市場經濟之間，在再分配機制並未完全退出社會分層體系

時，擁有再分配權力的幹部，無論是舊幹部或新幹部都有一定的政治資本。199 

然而權力轉移理論（power conversion thesis）對上述觀點確有不同的假設：

去集體化（decollectvization）、市場經濟改革和地方政府權力之間並沒有簡單、

直接的相關性。以中國大陸為例，改革在有些地方促使地方權力的弱化；在其他

地方卻反而強化其權力。其中最主要的變項是社區收入的來源，尤其是地方工業

化的程度。也就是說那些僅控制農業收入來源的地方政府，除了徵稅或其他各種

不同名目的費用、罰款來提高其收入，似乎是少有其他選擇。這就是報紙經常稱

的「農民負擔問題」那些強而有效率的地方政府主要是依靠非農業的收入來源，

工業化程度愈高，則地方政府就愈像商業公司一樣地介入、汲取企業盈餘以及所

得再分配。因此，經濟改革以及經濟成長的追求使得地方政府的權力受到強化而

不是弱化的可能性就愈高。200即使處在快速市場穿透的條件以及經濟決策已相對

分權化到公司和家庭兩者身上的環境中，由於地方菁英持續控制著經濟，所以經

濟的市場化並沒有減弱幹部菁英再分配的權力。201 

有些學者研究亦發現：市場經濟改革反而使地方政府從企業中獲得更多集體

財產以及更多獨立性和自主性。農村侍從依賴關係的盛行必定會使村幹部贏得村

民的好感，這也必然阻礙村民對公共事務的參與度。此一情況對草根民主的實踐

必定會帶來不利的影響。在產權轉移過程中，由於地方政府獲得較多的獨立性、

財富、權力，這使得幹部的權威受到強化的機會也大大提高。因此地方性國家統

合主義的興起，必定會對國家所追求的利益、目標以及社區居民的政經權力以及

社會關係帶來不利影響。202 

                                                 
199 Victor Nee,1996,op.cit.,pp.908~949. 
 
201 Victor Nee,1996,op.cit.,p.914. 
202 Sally Sargeson and Jian Zhang,1999,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A Case Study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Property Rights Reform in a Hangzhou District”,Th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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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Gou u 也認為：利潤分享制已導致地方政府權力和自主性的擴充並給予

他們前所未有控制資源的機會。政府權力的基礎因地區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以沿

海地區為例，地方政府透過快速發展企業所產生的收入積累使其權力受到了強

化。政府的經濟行為因當地社會和經濟條件不同而有所差異。不同的社會經濟環

境決定了地方政府利用控制資源以作為最有利於提昇自主性程度的考量。203總

之，地方政府密謀和可操縱的空間是大量地增加的。 

由於權力轉移理論強調制度轉型中黨政幹部的權力優勢，持此觀點的學者

們，有的強調改革過程中，官僚體系內部的權力消長和地方政府職能的強化，有

的驗證官僚幹部權力和政治資本在改革後的延續與擴大，有的則側重政治權力轉

化為經濟資源的過程，也有人強調「政治市場」的變遷過程。基本上，他們主張

社會時期的重分配權力在市場改革過程中具有延續性，而且政治權力不僅為某些

群體在官僚體系內繼續爭取利益，也會轉換市場經濟中有價資產，可以「待價而

沽」。因此市場改革的最大利益者是共黨官僚體系中的幹部，官員幹部不僅利用

個人權力在市場中得利，甚至直接在市場中從事經濟活動，經營集體或個人事

業。另外，官員的人際網絡和社會資源也為市場活動提供珍貴的資金、資訊和商

機。204 

由於黨政幹部位於國家或集體資源分配至高點，他們不但掌握國家下放的權

力，更掌握分配集體資源的權力，這種起點的不平等使得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權

                                                                                                                                            
Journal , No. 42 ,（1999）, p.99. 
203 Xiaolin Guo,”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Greating Property Rights: A Comparison of Two 
Townships in Northwest Yunnan,”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s Reform in China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9. 
 
204 外國學者的觀察包括：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Market Tra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pp.739~758;Andrew G. Walder,“Career Mobilit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5,pp.309~328;Parish William L and Ethan Michelson,“Politics and 
Markets:Dual Yransform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pp.1042~1059.轉引自陳志

柔，「中國大陸的社會制度危機與轉機－兼論兩岸社會比較」，「中共建政與兩岸分治五十年」學

術研討會，2000 年 9 月 22～23 日，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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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私有化道路」。205李路路指出，改革二十年來，外界大多誤認中國的權力結構

發生很大的變革，但根據他們的田野調查卻指出在國家再分配體制尚未消失、市

場機制也沒有在整個社會占據指導地位時，中國的權力機制與改革前類似，並沒

有發生太多的轉變，他認為，除非國家願意推動更進一步的改革，否則社會中的

優勢者仍有優勢（改革前），劣勢者仍居劣勢，階級結構並沒有重組或是更替。

同時只要黨的重要性仍在，它在社會中的領導地位不會改變。 

相反的，在那些以私有制企業為主的村落中，居民無論在財力或職業上均不

需依賴地方政府的協助，因此庇護機制在當地相對上就顯得薄弱許多。 

這種觀點的基本邏輯是建立在以下的論述：政府所握有的資金、資源愈多或

集體企業愈雄厚則社區居民對政府依賴愈深（如工作、資金），當政府可控制的

庇護愈多時其權力就愈大，因此職位並不是權力的來源，控制資源才能決定其權

力。206基本上西方學者大體上是從侍從依賴關係來解釋中國農村政府權力的多寡

（即社會對政府的依賴愈大則權力愈多）。這是一種經濟（資源）決定論的觀點。 

 

第二節、不同產權下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的發展與若干經濟因素有關，這些經濟因素不單包括經濟發展水平

程度，同時也涉及經濟體制，特別是「產權關係」。換言之，不同經濟資源的配

置方式與基層政治形式間存在著緊密的關聯性，因而對中國農村村級治理模式的

探討是無法脫離其產權結構的，經濟因素深深地影響著村委會權力的運作與效

                                                 
205 何清漣，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北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年），頁

175。 
206Jean Oi,”The Collective Foundation for Rapid Rural Industrialzatuon,”in Eduard B. Vermeer,Franf N. 
Pieke, and Woei Lien Chong, eds.,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Interests(N.Y.:M.E.Sharpe,Inc,1998),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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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村民的公共參與。九○年代開始進行鄉鎮企業的改制，有的從集體企業改制

為私有制，有的則維持不變，過去以集體為名行個體、私營為實的則轉為真私營，

農村的權力結構的變動與集體經濟的發展存在顯著的關聯性，主要隨著農村集體

經濟的發展、農村產權及組織形式的不同，社區資源集中化的程度，而影響農村

權力的配置。以下就從改制後的農村經濟體制，簡單地討論村委會的運作效能差

異及其政治參與形式。 

 

壹、由「集體所有制」轉制到「私有化」的村 

對幹部而言，所有權改革之後，幹部無法繼續全盤操縱企業經營，僅能透過

集體股對企業發表部分的意見，由此觀之，股份合作制的落實將削減幹部對企業

的操縱，幹部將退出企業的經營活動。幹部雖然失去透過行政權掌控所有權的機

會，但是幹部卻透過「多重身分」再一次掌控企業，在政治職位之外，另有經濟

職位，或者透過親屬友人的人際網路繼續滲透在企業中。所以企業的董事長很可

能除了經濟身分外另有政治身分。 

由原先的集體所有制轉為私有化的企業，表面上是與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脫

鉤的私營企業，實際上仍與鄉鎮政府、村級組織存在千絲萬縷的關係，有的學者

稱此種關係為「超經濟依附關係」。其特徵為207：一、原在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

經營下的企業轉為私營後仍需前者的支持，特別是有些私營企業主原是鄉鎮黨

委、村黨支部任命的廠長、經理、書記或承包人。二、私營企業主其地位的獲致

來自黨的培養，在某種意義上是中共地方黨組織與政府給予其權力和人力資本投

                                                 
207王旭章，「蘇南鄉鎮企業的轉制與個私經濟發展」，鄉鎮企業民營經濟（2001 年，第 8 期），頁

10。 



企業改制後的村民自治－從鄉政村治的角度 

 118

資，故私營企業主有義務為社區經濟、社會與文化事業做出貢獻208。三、規模較

大的私營企業與鄉鎮政府或村委會簽訂「共建文明責任制」，由社區政府對私營

企業實行年終考核，考核內容包括：黨風、黨建、黨紀、黨員管理；健全廠內規

章制度；社會綜合治理、安全生產、財務等等；計畫生育等。四、完成上級和鄉

鎮政府規定的國稅、地稅、管理費、教育附加費、治安聯防費、資產租賃費，未

能完成者依規定扣罰。私營企業與鄉鎮政府或村級組織間的「超經濟依附關係」，

明顯地帶有「蘇南模式」的印記與痕跡，此為制度的歷史遺產所造成。因而，短

期內由於幹部經濟（改制後的私營企業主）與地方政治權威的緊密結合，私營企

業主並不會成為地方政治權威的挑戰者209。 

在過去以集體所有制為主的農村中，在所有權改革後產生的民間企業家即使

願意投入選舉，但是在選舉過程中或是當選後很容易被吸收進入黨組織，無法形

成對抗的局勢。從集體所有制改制所產生的企業家原本就與村幹部的關係良好，

即使改革後企業的獨立性提高，但是有村幹部或是鄉鎮官員的協助還是有助於企

業經營，而且重新搭建關係耗費的成本很高，尤其是與原本的村幹部已經有深厚

的信任基礎，企業家並不會因為所有權改革就從此切斷與村幹部的往來關係，因

此形成企業家和村幹部間的聯盟。 

所有權改革除了村集體企業私有化以外，還扶植了一批新的私營企業家。由

於現行稅制並無法使鄉鎮和村可以直接以「稅」的方式由這些企業的營利中獲

利。對於村幹部而言，過去村集體企業是村財政的主要來源，如今私有化了，村

                                                 
208 轉引自，柳金財，「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制度運作與鄉村關係：不同產權所有制下的比較分析」，

展望與探索，第 1 卷第 11 期，頁 68。例如私營企業主捐贈硬體設施給社區中小學、扶助認養

社區貧困學生、列席參與村民代表會議，為地方基礎建設提供資金。這裡要特別指出的是，

私營企業主列席參與村民代表會議，主要是提供資金與支持，而非充任村級幹部主持會議。

在筆者訪談的鎮上，私營企業主對於擔任村幹部沒有興趣，因為幹部收益不僅低於經營收入

所得，而且事務繁忙，並非只是單純地經營企業，尚有許多的「村務」與「政務」要完成。

但據三位私營企業主向筆者表示，鄉鎮級以上人大代表或縣級政協委員則有吸引力，是一種

「政治榮譽」，且不需其費心於行政事務。（柳金財教授於蘇南訪談，2002 年 5 月） 
209 參見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輯於南京大學社會系主辦「中國社會與

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2002 年 5 月 21 日～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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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少了一個主要的收入，又缺少汲取財政的現代化稅收體系，村集體也樂於與

企業建立關係，提供個別的服務以收取各種費用。這樣，企業家也缺乏透過村委

會的基層民主機制來保障其新取得財產權的動機，反而容易與以黨支部為首的村

政治精英做非正式的結盟關係，繼續維持一種村中的壟斷威權統治的政治秩序。

所以政府和企業的聯結仍是緊密的，只是換了不同的方式，這主要是人際網路連

結，而不是政策或是制度的連結。 

 

貳、始終保有「集體所有制」並未改制的村 

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村莊中擁有發達的集體經濟有助於提供公共權力組

織更多可支配的經濟資源，村委會運作所需的行政成本、社區公共服務與公益建

設能得到集體經濟的支持，因而社區公共管理更多依賴物質報償，村委會此一公

共權力主體可以通過提供一定的物質利益來誘導村民，換取村民的支持。210。然

而，其公共權力主體對社區資源具有高度的動員能力與調控能力，常常忽視、否

定個人利益存在，對村民個人生活進行全面干預；在追求生產資料的集中化同

時，也追求生活資料的集體化，村民可能因過於完全依賴集體而喪失獨立性，形

成一種「組織性依賴」。211 

在集體所有制形式下以純粹集體經濟為基礎的村民自治其治理與村民參與

有其侷限性，經濟能人產生了政治能人，導致集體經濟的發展與社區權力的運轉

過度依賴個人，社區權力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數人，重大決策由政治能人做出，

演變成「家長式的管理」或「威權統治」，不利於「四大民主」的發展。例如，

                                                 
210康竣榮，「中國大陸研究的典範危機—南街村現象的啟示」，東亞季刊（第 28 卷第 4 期，1997

年 10 月），頁 156～168。 
211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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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強調人民公社時期所標榜的「一心為公」、「興公滅私」和「大公無私」等

精神，其特色為同時消滅生產資料所有制與生活資料所有制；不允許個體與私營

經濟的存在；集體經濟實行高度集中的統一經營管理、否定承包制、反對分發獎

金，不允許集體經濟進行股份制改造；強調共富或集體富裕。在管理方式上，南

街村則採取「內方外圓」面向市場機制的策略，以期提高集體企業的外部「配置

效率」與內部效率，達到「按需分配」、「團隊激勵」的激勵機制、公有產權的複

合激勵效率及經濟基礎、上層建築與意識形態的有機整合等目。212 

以著名的集體所有制樣板河南南街村為例，南街村的村委會沒有實際作用，

而且南街村在 1995 年可能根本沒有進行換屆選舉。南街村的村委會名存實亡，

村委會換屆選舉已經不再舉行，村民村委會的選舉投票也不復存在。雖然黨組織

的換屆選舉依然存在，但是「黨的書記選舉主要是取決於上級的安排和看法」；

「村黨委書記王洪彬是縣委副書記，他的任命是由縣委決定的」。213 

根據學者徐斯儉去年在江蘇吳江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該區域雖然按照了

選舉法實行了村委會的換屆選舉，但是很多村對村委會主任的選舉竟然是以不符

合選舉法所規定的等額方式選舉，實際上也就是沒有落實民主選舉。214此外，學

者陳志柔在吳江市雙村的研究也發現，該村雖有村委會主任，但是村主任聽命於

村書記而缺乏自主性。215這些經驗調查都佐證了在這些原以集體為主的村，其村

委會的民主選舉與自治往往無法真正落實。 

始終保有「集體所有制」並未改制的村，到了後期，可能由於集體經濟將會

暴露各種不同的問題，將出現一波經濟發展停滯，導致集體資產縮水，村民收入

                                                 
212項繼權，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裡，（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270
～272。 
213張厚安，中國農村村級治理，（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6～289。 
214徐斯儉，「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

大陸研究，2001 年 5 月，第 44 卷第 5 期，頁 20。作者於 2000 年八月的田野調查所得。 
215陳志柔，「中國大陸農村產權制度變遷的地方社會基礎：經濟社會學的思考」，《臺灣社會學

年會》，200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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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降，如果不進行所有制的改革而仍堅持「集體所有制」，本文推論應該會出現

一種情況，即經濟停滯刺激村民借著落實基層民主，尋求集體經濟出路。216 

 

參、由「假集體」轉變為「真私營」的村 

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對村民自治產生了幾點影響：首先是導致社區權力結構呈

現離散性與社會凝聚力的弱化。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的推行使得自主經營的農民

家庭成為社區權力主體，分享相當的權力份額，因而社區公共權力組織之權限相

對減少，其控制力亦弱化。經濟上的分散化使得社區未能形成一個承載聚合與統

的功能組織，導致村民組織化程度與凝聚力較低。其次，個體私營企業主崛起，

並主導公共權力運作，經由村委會選舉成為村級幹部，黨通常會運用既有渠道吸

納至權力體系。據研究指出在個體與私營經濟較活躍的浙江省，那些經濟上先富

起來的人易被選為村委會主任。而即使是在福建省武平縣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據

統計當選村委會主任有 67.7%為經濟能人217 

目前中國農村的私營企業主其群體意識並不強，尚未形成獨立的政治意識；

基於自我保護的心態，甚至會主動選擇向共產黨靠攏以尋求政治保護218 

在村集體經濟薄弱但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的村中，由於公共權力組織可控制資

源較少，村委會為獲取資源通常會採取兩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有價出讓集體產

權，但此將使公共權力組織控制的資源越來越少。第二種則是依賴私營企業主捐

助。當村委會普遍採取第二種方式時，則有可能造成私營企業主過度介入村民自

                                                 
216徐斯儉，前引文，頁 15。 
217盧福營，「個私經濟發達背景下的能人型村治—以浙江省東陽市白坦一村為例」，華中師範大學

學報，1998 年，第 38 卷第 2 期，頁 17。 
218江振昌，「大陸農村社區菁英變化之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 22 卷第 2 期，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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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過程，有損村民自治的公平與平等原則。村級幹部接受私營企業主捐款及經濟

支持時，不可避免地在決策或管理上容易向其傾斜，這勢將妨礙民主管理與民主

決策的發展219。 

就正面影響來說，個體私營經濟容易培養具個人主義式意識形態，村民自我

意識、自主意識相對提高，其政治參與興趣亦較為濃厚，此乃出於維護與擴大自

身利益的動機，故易形成「自動式的政治參與」。當其個人利益受到損害時，村

民常採取議論、接觸、投訴等參與形式，甚至發生抗議行為220。根據溫州地區的

調查顯示，自村委會組織法通過後，村民擁有了選擇的充分權力，在土地徵用費

分配問題、幹部為私人企業擔保失誤造成集體經濟損失及幹部薪金收入問題常常

產生不滿，並普遍且純熟地運用罷免方式淘汰原有村委會幹部，推選新的自治組

織領導221。  

在長期以私有制為主的地區，因為集體的力量有限，個別企業主的社會網路

和資源比共產黨豐富，此時便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在這些地方，理論

上而言，村委會的選舉較開放和具競爭性的可能性應該較高一些。但是一些私營

經濟發達的地區，民間的企業家投入選舉的意願也不高。浙江省白坦一村，三年

一屆的村委會換屆選舉，在該村也不召開村民大會投票，而是用流動票箱投票。

據某些村幹部介紹，這是因為該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大家都分別忙自己的事，

開會開不起來」，而且「開村民大會開支大，村裏負擔不起」。該村的權力集中，

村的運作主要是由村幹部的權威和能量實現，村民很難平等地參與村務管理活

動。222 

如在閩南晉江，無論是改制前後，由於所有制實質沒有改變，都是經濟發展

                                                 
219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156。 
220徐勇，前揭書，頁 156。 
221朱康對，「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和文化轉型—轉型期溫州農村社會發展考察」，當代

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2 年，第 1 期，總第 71 期，頁 50～51。 
222張厚安，中國農村村級治理，（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9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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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愈高，村的基層民主愈容易落實。但是，作者與學者陳志柔在廈門的觀察顯

示，鄉鎮企業較發達的晉江農村，比起鄉鎮企業較不發達的廈門農村，其村民對

村基層民主的參與程度顯得較低，因為大家都忙著各自的經濟活動賺錢去了。當

在此種所有制變遷情形下，則可能出現如史天健的觀點，也就是在發展程度非常

高時，人們參與的程度將可能下降。 

 

第三節 小結 

產權不僅構成了經濟結構的核心，定義了不同的經濟制度，可以說是最基本

的制度因素。此外，產權更是中共意識型態的基礎，是中共統治菁英從事經濟改

革最為在意的考慮，政治領域直接相關，在改革的思路中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不論從制度制定或政策來看，產權在大陸經濟改革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很少考慮財產權的變遷對民主的政治制度所產生的

影響。在政治學的傳統中，人們對民主的關心僅停留在倫理哲學和具體的民主制

度這一層面上，而有意無意的忽略了作為民主的社會基礎的財產關係。 

North 認為，「制度」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的限制，用來約束人

類的互動行為，構成了人類交換的動機。經濟制度則包含了一切與生產、交換和

收入分配相關的社會相關和制度。在一個社會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制度，不同

的制度所產生的作用不同，而在所有的制度當中，「產權制度」可說是最具根本

性的，是一系列用來建立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本規則，同時也是影響資源配置

的決定因素。223 

                                                 
223吳惠林、周亞貞合著，放權讓利－由產權理論談中國經改，（台北：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1998 年 1 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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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率的產權制度是經濟增長的基礎，產權的界定和保障方式可以是像風俗

習慣這樣的非正式規則，也可以用正式規則的國家法律。在這兩種方式中，由於

國家具有強制性的「暴力潛能」（violence potential），能以武力或強制力來達成

界定和保護財產的目的；因此，以國家訂定法律的方式來界定和執行產權保障，

通常成本較低、效率較高。224 

然而，中共在鄉鎮企業的改制上，並沒有制訂嚴格的法律來規範企業改制的

原則，與農村集體與農民的產權保障，產權仍是轉移到鄉鎮村幹部或是原先企業

經營者，儘管鄉鎮村幹部無法利用行政權力介入經濟，卻可以透過另一個身份來

影響。在此種情形下，改制並沒有動搖此種村中的基本權力結構，鄉鎮村幹部還

是可以利用絕大資源介入農村的基層民主，以維持其利益與權力。  

現代化理論認為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中產階級，有利於民主化的建立。過去以

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改制的過程沒有產生新的中產階級，因為最後所有權還是

集中在原來的一批農村精英手中。因此，假如中產階級對於民主的發展是正面

的，那麼中國農村顯然缺少這個助力。中國農村的中產階級不像是歐洲的資產階

級，反對政府和貴族統治，贊成代議制民主，而是更容易成為一種傾向於擁護官

僚威權政體的同謀者。 

村民自治推行的結果不甚理想的其中原因之一，在於各個地方政府對中央有

影響其利益可能的工作通常常以忽視、拖延或作作樣子的態度面對，致使許多政

策難以落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基層幹部的嶄露頭角，他們為了追求自身的政

治與經濟利益，罔顧國家命令，其根源便是半改革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得幹部能

運用的權力極大，而掌握經濟自主權的幹部，如同掌握抵制上級命令的利器。 

 
                                                 
224吳惠林、周亞貞合著，前引書，頁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