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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
与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丁长艳
（ 上海行政学院 政治学教研部，上海 200233）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发展命题，是基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两大转型即从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转变、从现代化的初级治理向复杂的
高级治理转变中所蕴含“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转型与完善”和“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
性”两大任务。因传统的体制弊端与现实治理需求多样性，国家治理的部分领域失效问题比较严重。中国的
国家治理要实现“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治理的价值、制度与技术的统一”，通过塑造协调的政
治制度体系、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民主治理与复合治理的基本要求，从制度治
理、文化治理和技术治理等方面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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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er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od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DING Changyan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puts forward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y”． It is based on the two large transformation trends： from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modern governance； from elementary level to senior and
complex level of modernized governance． It contains two major tasks of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national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and how to realize the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ecause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system and the realistic
complicated demands，there are serious invalidation problems in some governance area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tactics”and unity of “management value，system and technology”，through shaping harmonious political system，efficient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adaptiv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to promote the capacity and standar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entering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democratic and complex governance in the fields of governances of system，cultur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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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适应中国“经济 － 社会 － 文化”需要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治理国家是中国国家的基本发展目
标。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新形势下如何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 ，主动
回应国家治理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 ，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是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现实需求 。
中国的国家治理既要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 ，又要保持中国特色，因为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文化
和制度的产物，也是有意识回应全球化趋势的结果。 当下中国需通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方式，通过“在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中 、在政治体系有效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 、在
［1］
政治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中 ” 累积合法性的发展战略，实现平稳与有序的体制转型与秩序建构 ，
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一、治理的一般性趋势与中国国家治理的秩序建构
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秩序、跨国与跨区域的国际社会组织与公司、全球性的
共同治理议题等，正在形塑不同于传统的复杂的治理形态 。由依赖政府的单一权威模式走向多元主体
合作的治理发展趋势，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治理形态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
（ 一） 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趋势与基本问题
［2］（ p2）
治理一般被视为“关于权力、关系和责任： 有影响力、能够做决定的人并且决策者是负责的 ”，
治理重视塑造负责任的决策者与有能力的合作者 。治理本身也是一种规则体系，治理主体之间互赖性
依存于平等的地位与关系。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扩
［3］（ p4 － 5）
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 ，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治理正在改变
官僚制的运行原理，多层化合作日益替代权威决策模式 。但并不意味治理的中心不再是政府 ，即使网络
［4］
化、分散化和私有化的势头正劲，仍然“笼罩在官僚制的阴影下”。 尽管官僚体系内部的公共管理者仍
［5］
然不是十分热衷于合作， 不可否认的是官僚制仍十分重要。 以下两种类型的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都和官僚制有很大关系 。
［6］
其一，发达国家的再民主化趋势与重塑治理。 政府从管理走向治理， 意味着已经逾越关注行政
实践的传统，即超越了政府的边界，传统的政府中心统治机制发生转变，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远离了“官
［7］
僚国家和直接政府”的两极模式，被视为“第三类政党政府”模式。 但是，曾经引以为傲的政府治理、社
会治理和个人自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源于“管制、福利与发展”的复杂问题，也使得部分领域的问题不
少，发达国家的无效治理与统治失效问题凸显 。弱政府 － 强市场逻辑支配的“无能力治理 ”缺陷日益明
导致政治激进主义现象频发，体制外的公民参与不断发生。尤其是“社会因素 （ 如社会化的失败、传
显，
统价值观的丢失） 、政治因素（ 代表人民意志、引导舆论的党派体制的失败） 、政府体制（ 无力决定和遏制
［8］（ p201）
等民主体制的内在缺陷，加上现实的治理问题，使如何重塑
对国家的普遍不信任以及不认可 ） ”
治理过程解决民主的深层次问题成为其主要任务 。
其二，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失败与治理失败 。近来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民主衰退、民主衰落、民主撤
退、民主倒退等问题说明，民主转型并没有改变治理无力、社会无序的问题，反而诱发了这种体制性矛
盾，不少国家和地区失败的治理现象频现 。除了民主转型的条件不具备外，根源在于本来是弱政府的国
家，民主转型加剧了政府无力治理问题的严重性 ； 而本来是强政府的国家民主转型后，仍然沿用传统的
管理逻辑。民主与治理从来都是一体双生的关系 ，不同时期两者的关系决定了国家治理绩效。 关键是
民主能否给国家治理带来需要的资源 ，以及治理能否提供民主所需要的巩固条件 。
民主提供国家治理的框架，治理提供民主的资源。“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看，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
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 ，再造民主政治生活，
［9］
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与民主过程一样，治理也需要协调社会自治与权力控制间关系，治理的本
质是改变多元的社会自治与权力控制间关系的机制 。从权力来源与服务提供方面看，多元社会主体参
与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横向合作关系 ，而不仅仅是作为辅助的功能或是延伸垂直型的管理关系 。 与无政
府主义不同的是，治理本身“并不反对组织，而是要形成一种横向网络 …… 基于分散的、非官僚化的共
［10］
识型民主”。 因为治理中形成社会权威不仅依据治理的好坏 ，也要根据获得最大的同意和最小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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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不同主体参与治理的过程也是民主形式的拓展 。
（ 二） 中国从发展主义的管理到建构新秩序的治理
根据不同国家的原始条件、地域规模和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国家治理内部的发展问题带来的挑战差
异性十分复杂。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全球化的开放环境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外部条件 ，治理风险多
发频发，国家治理难度系数更高，国家面临的制度化风险突出，严重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
首先，依赖有效性的发展主义管理路径 。对于国家与社会稳定而言，不发展是最大破坏因素。当前
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由发展导致“刚性维稳”问题突出，改变这种负效应是国家治理的社会任
务。改革前，中国被视为依靠政治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 ，主要依赖执政党领导人对未来社会的认知，通
过强有力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一体两翼结构实现。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通过“没有政治
［11］（ p10 － 20）
改革的经济改革”的国家治理策略，中国取得较好的经济绩效，形成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并没有触动封闭环境下政党领导与国家治理高度重合的权力结构 ，这经常与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秩序的
多元化、差异化和高度流动化趋势产生冲突 。因为，“高度组织起来的和有效的党治国家逐渐退化成这
样一种政体，它着迷于意识形态，在党治国家系统中缺乏有活力的社会基础 ，并且最终在合法或有效治
［12］（ p65）
1994 年开始，围绕财税体制中央与地方重构双方的关系，形成以中央政
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
、
府为主体 地方政府参与国家中心的纵向权力格局 ，结果是中央政府形成强大的经济支配力。 综合来
看，形成国家发展需要的权力结构与资源条件 ，基本完成从革命到管理的初次转型 。
其次，建构新秩序的国家治理模式。开放环境下保持国家治理有效性的任务十分艰巨 。因此，选择
以建构秩序为起点，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国家治理基本的任务 。 经济发展导致资本力量的多元
分化，社会结构随之多元化与分层化，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随之变化，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国家的权力结
构，特别是国家治理成功地形成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以及与秩序紧密结合的权力结构 。与市
场相伴随的资本以及社会阶层快速发展 ，导致现存政治秩序与新社会秩序间出现矛盾 ，因为政治制度并
没有在体系内部有效解决外部的社会压力 ，国家治理风险系数增高。与发展主义国家治理路径匹配的
［13］
社会秩序定型，形成“行政吸纳政治、行政吸纳社会 ”分类控制的格局， 并且，环境变化促使国家治理
［14］
面临“转型陷阱”的危险：
体制方面，将一种过渡性体制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 发展层面，不仅
经济放缓或停滞，还会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即国家治理部分领域“能力不足 ”或“能力超前 ”问
题严重。

二、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与结构
从采取依赖有效性的发展主义管理 ，到建构新秩序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治理转
型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是，以执政党与官僚的组织化为基础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
现代国家治理的重心是要建立理性化官僚体系 ，本质上要形成一个有限的、规范的权力网络。 因此，对
于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战略层面重塑国家治理原则与结构 ，适应中国现实与未来治理需要十分必要 。
（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
中国的国家治理及其制度变迁正面临第三次转型 。正在由自发状态变成一种理性自觉，国家主体
性日益明显是治理的重要特征，中国元素日益成为治理主体考虑的重要要素 ，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本土问
题意识，中国国家制度建设逐步从仿效西方和仿效苏联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亚
洲国家不可能发展成欧洲或者北美那样的民主模式 。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根深蒂固的
［15］
特性，这极有可能将它们引向沿自身轨道发展的道路。” 与西方相比，一定阶段内，“国家造社会 ”与
“政党培育社会”仍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方法论上应均衡两层关系。
其一，国家战略规划与治理策略的统一 。中国国家治理的前置结构与凯恩斯主义国家相似： “支持
－ 庇护主义、分配性的财政政策、政治化的官僚机构以及保护支持者不受市场力量侵害的国家干预模
［16］（ p173）
国家
式”，主要通过“支持 － 庇护主义的协议涉及物质利益换取弱化组织程度和政治上的默认 ”，
。
，
，
与支持者之间形成的默认关系具有统合主义特点 形式上 制度与政策方面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
业享有市场优势地位，成为优势资源与政策的受益者，同时这些受益者也是被改革的对象 。如何均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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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启动者与改革对象一体的体制性矛盾 ，需要从国家层面着眼： 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统一是总
的策略原则，以协商民主为重点的民主政治发展策略 ，循序渐进扩大人民权利，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改
革采取问题推动、试点推进、制度设计的方法。治理策略方面，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多元主体参与和规范
的治理过程的统一不可或缺，防止形成碎片化、短期化、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治理体制 。
其二，治理的价值与制度、技术的统一。改革初期，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开始有选择输入发达国家
的“国家产品”与“治理技术”，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维持体制的基本结构，逐步形成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秩序。过去，国家治理的制度与技术学习方面 ，没有很好地做到制度的文化层面与伦理基础
的统一。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移植轻创新 、重形式轻内涵的特点，移植制度与治理技术时，碎片式的
理解多于整体消化。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治理的制度与技术 ，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教训与经验充分
说明本土化十分关键。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
现代化进程中环境变迁、制度转型、国家治理形态变化等突出权力的时代主题，国家治理结构与形
态变迁的主要线索是人、制度与环境间的“权力 － 权利”关系。 治理现代化内蕴的秩序价值倾向是强化
［17］（ p22）
有效制约公共权力的外部动力源自有效维护公民权利的结构与制度 。
各级公共权力的相对化，
，
因而 国家治理体系要协调权力结构、制度规范与价值体系三大关系。
首先，政治层面形成协调有效的制度体系 。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治理具有激活已有制度
体系发展空间的重要功能，并且联接“根本制度 － 基本制度 － 具体制度 ”三大制度层次。 政治层面形成
公共权力责任体系，解决社会的压力参与问题。国家治理也并非简单地激活制度体系以及治理能力与
手段，协调的政治制度体系是维护治理秩序的基本条件 ，其中，参与制度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沟通中介。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明显特点是，改变传统国家与公民之间高度组织化或无序个体化的政治参与 ，通过制
度化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的良性关系 。
其次，行政层面形成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作为长期拥有官僚传统的国家，政党领导体制与官僚体
制的高度重合，仍然没有完成国家治理理性主体的任务 。国家治理需要三大重要支柱，“建构一个高效
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治理体系 ”，形成一个能够及时回应民意的回应性政府 ，能够有效负责的精英
［18］（ p135）
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 遵循通过治理能力建设为先导，在政府系统强化制
政治更替体制，
度与政策、执行力，以国家组织机构的功能优化为重点 ，引入社会化力量参与合作，推动政府各方面体制
与机制的创新。如何有效回应社会需求，行政体系关键是塑造官僚机构及其成员拥有良好的治理能力 。
再次，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领域中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诱因是公民权
与公民福利保障缺失，治理主体单一导致治理结构力量失衡 。一方面，公众面对权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
护； 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治理方面，国家经常缺位，资源供给能力与公众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比较严
重。要解决两难问题，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从国家治理社会的能力高低 、社会的自治能力高低以及
国家与社会共治能力高低三方面着手 ，逐步形成适应的公民参与制度，在制度体系内部争取和实现他们
的社会保障权利。
中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既源于国家使命 ，更与垂直性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统治的思想与等级
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与对国家整体性的思考
［19］（ p14）
国家的整体性赋予国家治理以一体化的内在动力 ，但是，在内外部权力与权利的力量
紧密相关。”
与结构分布不均衡情况下，非制度化激励往往容易抵消制度化激励的正效应 ，因此，迅速地建构起真正
具有效能的现代制度化激励机制十分必要 。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基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与建构国家治理新秩序的需求 ，中国国家的治理重心应放在规范权
力、制度重塑、治理资源的整合与开放等方面。即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新的权力 － 权利关系模式，寻找
一种新的确定性替代由于社会变革而失去的确定性 。不同的制度会遇到不同的治理困境，解决方式各
异，要尽可能避免陷入制度的“价值预判”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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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中国式问题”倒逼“中国式改革”，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强烈的问题意
识。要始终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对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重点、优先次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
［20］
时间表、路线图等方面做出总体部署。 内容方面，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有三大层次，一是国家建设的现
代化，二是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三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一定
发展，开发制度空间与治理能力是基本方向 ，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观念与体制机制是两大支点 。中
国的体制改革与制度现代化需要在理念与思维方面树立正确的“立破观 ”，在传统国家资源与现代国家
价值之间寻找均衡点。
第一，规范国家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围绕的核心是公共权力运行问题 ，围绕权
力的运行特点与方式，需要在五大方面进行系统规划： “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公共治理和
制度安排的民主化、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最高权威的法治化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效率
［21］
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化。”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结构基础，国家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现实基础 ，两者的联接点在于制度化。
第二，重塑正向的制度化激励治理结构 。从现实来看，转型中国的社会领域出现过治理悖论，比较
明显的是“法治 － 稳定”悖论，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应对未知的突发情况，
中国政府不希望自己受制于法
［22］
律约束，
相反它需要使政体时刻保持一定程度‘弹性’”。 转型阶段国家治理结构内保持一定的弹性，能
够有效解决国家的整合与协调问题。但是，
如何让组织与权力在公开化与法治化条件下，保持国家治理过
程的适度弹性不至于走向反面，
国家治理不可避免地要在制度与程序方面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
第三，整合组织资源与开发治理资源。中国的国家治理一个重要资源是治理效率 。面对新老问题，
国家动员体系承担生产效率的功能 ，已有的动员结构能很快实现高效率 。随着人数规模与环境变化，效
率开始下降。鉴于国家治理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的社会团体 ，强制限制多元化趋势只会提高治理成本 ，
无益于治理。一定阶段内，中国传统的组织化调控仍会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 ，社会的重新组织化是
中国国家治理重要的治理资源与条件 。因为高效率的动员体系能够提供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基础与
条件，关键是如何在这个平台上重新整合组织资源 ，开放制度资源，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点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强国家，半市场，弱社会”结构特点，源于总体性权力结构下非制度化的生
存逻辑，当前与未来中国要将非制度化的生存方式转变成制度化的权利关系即用制度化权力规范国家
权力与政府权力。
第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 ，宪法和法律的
［23］
权威性、公权力制约、民主化等成为理论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新提法的最典型诠释 。 虽然治理有
效性与否与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相关性 ，不少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选举民主化，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不
足，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国家治理最大问题是要解决权力过大导致部分治理失效问题 。 通过
善治的理念与实践，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治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
［24］（ p9）
治、回应、有效”
六大要素为民主化治理提供有效原则 。民主化治理需要提供共同的制度平台 ，基
于多元利益和平等的对话协商，构建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相适应的权力与权利关系 ，将不同公民的偏好转
化为有效政策，将多元的社会利益转化为统一行动 。
第二，复合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形式 。现代化从简单现代化阶段进入复杂现代化阶段 ，面
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国家治理结构的制度弱化与治理环境间的不适应 ，容易将国家带入更多不确定
性中。社会转型阶段国家治理的规则体系受多元因素影响 ，国家权威对规则体系控制有弱化趋势，因
而，国家治理的规则体系转型与完善是重塑国家权威的必然选择 。首先，平等的多元治理主体。除了政
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三个重要的次级体系外 ，中国的政党治理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既是支配
的主导力量，也是改革的重要对象。相对于民主而言，中国更需要自律型的政党。复合治理特点是一种
“多元主体参与、多层次协调合作和权力的多维运行 ”的模式。 其次，合作的治理关系。 包容的、复合
的、合作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导向，因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导致治理结构从垂直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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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扁平化，治理的运作机制从垄断走向竞争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实行社会化和市场化。 再次，
网络型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大众城市的综合治理体系结构的网格化 、行为的联动化，日益成为治理的特
征，特别是依赖于网络技术与平台的网络化 、数据化的治理技术使用更普遍。

四、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标准
规范层面看，国家能力源于国家合法性的范畴 ，揭示的是公权主体与公众间的关系，体现为法理和
道德上的双重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能力间一般体现为纵向与横向维度 ，纵向合法性关系到统治
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自愿服从关系 ； 横向合法性关系到实施正式规则的政治共同体的边界问题 ，体现为
［26］（ p8）
国家的制度能力、技术能力、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四个维度。
而纵向合法性前提是在“汲取要求、
［27］（ p92）
治理能力则要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考虑，从以下三
服务供给预期以及参与”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个角度形成标准，提升治理能力。
第一，治理的制度能力与标准。“政治稳定性与政府能力、市场有效性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社
［28］
会发展” 三对关系事关国家的治理质量，根据“制度产出”、“制度输入”、“制度改进 ”标准，合理与合
法的制度能够维持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实现集体行动，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和参与渠道。 对于转型国
家而言，既要面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诱发性风险 ，又要应对转型可能产生的体系性风险 。简单的民主转
型在时机与条件未准备充分情况下 ，治理超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将重心放在政治规则塑造，以及规范
各类行为者的行为方式，形成分层与分领域立体的国家治理模式 。
第二，治理的文化视角与标准。治理体系的开放性与信息化并不会导致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灵活
性。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治理的价值与文化导向 ，但是，从理念变成行为，有效的文化传
播结构与路径不可或缺。治理现代化的文化视角基点是，实现文化治理是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生存方式
的统一。不能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或是仍然保持意识形态的“去生活化 ”趋势，难
以形成有效的文化治理能力。一个国家的文化治理能力不是靠直接的文化控制 ，而是文化产品本身表
现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三，治理的技术性视角与标准。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是国家治理重要的资源与载体。 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等要求，建立国家治理的技术平台、信息平台，最终
形成治理的综合网络，建构立体化的网络治理体系。对媒体与网络等技术手段和平台实行分类监管的
策略十分必要，“中国的领导层允许社交媒体发展，允许对政府、政策、领导人的负面、正面批评 …… 只
［29］
要不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以外的权力控制群众的行为 ”。 现实结构中，不同领域中，中国呈现差
异、交叉或重叠的状况，信息传播方面国家统合与政党统合表现明显 ，形成以上海、广州、北京为代表的
［30］
不同类型的“政党 － 市场统合主义 ”。 治理需求与治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将治理的“线
上”关系有序引导到“线下”，制度吸纳民意和参与行为是不可缺的转化阶段 ，塑造治理体制与技术稳定
的关系与有效的传导机制、路径。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形成一种特有的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是在务实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 ，
通过体制性调节和不断地适应，逐渐形成适应性的渐进式治理改革 ，形式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模式转型
与制度成长。开放性、多元性、合作性、互惠性、网络化等发展特点，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朝着多元主体
参与、民主与合作的复合治理模式发展 ，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具有政治的包容性、体系的开
放性、沟通的互动性、协商的审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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