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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身份与政治
——— 人民法院党组的治理机制
张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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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法院党组是司法场域中最重要的权力资本。通过考察人民法院党组六十余年来在组
织特征和权力架构方面的变迁，指出人民法院党组在治理技术上日臻成熟、在组织体系上愈加严密的
现状。以一整套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治理策略为支撑，法院党组的运作方式呈现为党管政法与归口管
理两种模式，并由此建构出精致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权力网络。在此过程中，人民法院党组充分发挥精
英吸纳、政治动员和权力整合功能，成功将政党话语体系与权力意志嵌入司法场域，使党组政治成为
理解当代中国司法逻辑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 法院党组 党管政法 司法场域 权力关系

人民法院党组是法院机关中政党权威的制度载体，承担决策部署、组织嵌入、政治动员等职
能。法院党组并非正式的法律概念，却深刻影响着法官群体的日常行动，主导着人民法院的权力
运行范式和总体精神气质。法官可以只服从法律，但作为党员却必须接受所在党组的领导；法院
院长、副院长由民意代表机关任免，其选任过程却深受上级法院党组的影响。如果忽视党组这一
蕴含丰富政治信息的概念，想要获得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全部真相将是十分困难的。换句话说，
真实的司法世界正是产生于党组政治匿名性的创造活动中。嵌入司法场域中的政党权力，在议题
设置、功能发挥、治理技术、话语表达和行动方式等方面，与司法审判的程序性、合法性和终局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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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结合在一起。〔１〕 甚至可以说，作为人民法院内部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法院党组不仅是政党
权力的践行者，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生产者，〔２〕并为法官以政治精英的身份扮演“管理家”“政治
家”等社会角色提供了广阔平台。〔３〕 因此，本文将从法院党组这一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出
发，对其组织特征、运作模式和治理机制进行分析，揭示政党权力在司法场域中的日常运行状态，
挖掘党组政治的制度性资源，从而拓展对当代中国政法体制演进过程的研究。
在此，本文简要梳理和交代以往的研究文献和成果。最早涉及司法场域中政党问题研究的是
北京大学苏力教授，他呼吁通过研究司法与政党的关系以 “重构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框架”。〔４〕
此后，这一话题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并扩展至法院内部治理逻辑、政法委的组织史变迁和当代中国
政法体制的形成等问题域。〔５〕 其中，在该领域造诣最为深厚、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中山大学刘忠
教授。他对司法场域中的权力关系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和精准的判断，并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
贡献。可以说，本文的问题意识和写作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刘忠教授相关研究成果的启发。例
如，他主张以知识类型划分院长选任的路径，并阐明法院院长存在“政治人”和“法律人”的双重角
色，〔６〕而本文正是要揭示法院院长 “政治人角色 ”的一面；他介绍了 “党管政法 ”原则的前世今
生，〔７〕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了对人民法院党组的组织特征和权力运行方式的描述；他对
人民法院编制变迁史、分庭管理模式以及法院内部职级晋升逻辑的揭示，〔８〕为本文总结出党组内
部的“归口管理模式”及精英吸纳、政治动员、权力整合等功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本文正
是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尝试通过对人民法院党组治理机制的分析并提出若干创见，从
而推进对“政党与司法关系问题”的研究。

一 、法院党组的组织特征与权力架构
（一）法院党组的组织生成史
“党组”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于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修订的党章中，其前身可追溯至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
党章修正案中使用的“党团”一词。此后，作为党委的派出组织，党组的政治任务、成立条件、产生方式
和隶属关系逐渐明晰，并被党委授权行使具体执行权和细节决策权，而大政方针则统归党委。〔９〕
［法］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载《北大法律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２卷，第４９８页。
［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９页。
江国华：《论法官的角色困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５页。
参见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载《法律和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５６～２８４页。
参见左卫民：《中国法院院长角色的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２５页；侯猛：《“党
”
与政法 关系的展开———以政法委员会为研究中心》，载《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１５页；侯猛：《当代中国政
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３～１６页；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９６～２０８页。
〔６〕 刘忠：《政治性与司法技术之间：法院院长选任的复合二元结构》，载《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７～２９页。
〔７〕 刘忠：《“党管政法”思想的组织史生成》，载《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１６～３２页。
〔８〕 刘忠：《规模与内部治理———中国法院编制变迁三十年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２ 年第
５期，第４７～６４页；《论中国法院的分庭管理制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４～１３５页；《格、职、
级与竞争上岗———法院内部秩序的深层结构》，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４６～１６３页。
〔９〕 《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１９５８年６月８日），载《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７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６９页。
〔１〕
〔２〕
〔３〕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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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党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作为嵌入性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党组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２ 日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
指示 》。 遵照这一指示 ，各解放区在接管旧政权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人民法院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
经中共中央批准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 ，由时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任党
组书记 ，业务上由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指导 ，政治上则直接由中央政治局领导 。〔１０〕
同时 ，地方各级法院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并成立 “分党组 ”，受同级人民政府党组的领
导和监督 。 例如 ，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法院分党组 ，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
党组 。〔１１〕
在审判机关中设立党组，首要目的是以党组为纽带把党的意志和权威有效嵌入司法系统，使
二者形成有机体。具体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民法院，设立党组则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和时代背
景。由于最高法院首任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张志让均为党外人士，另有首届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吴
昱恒、闵刚侯、陆鸿仪、沙彦楷、俞钟骆等分属各民主党派，〔１２〕且各级人民法院在成立之初也接收
了大量旧司法人员，〔１３〕因而在法院建立党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过渡时期加强对法院的组织控制
并妥善处理与党外人士关系的政治需要。１９５１年７月，时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曾指
出，“（政法）五机关的工作将由民主人士来领导，党不依靠党委和支部这个集体力量还依靠什么
呢”？〔１４〕 之后，最高法院党组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党组下成为单独序列，日常工作由资深中共
党员、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实际负责。〔１５〕
１９５３年３月，为加强对政府部门党组的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
事会，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升格为党组，并授权其分管最高法院党组。〔１６〕 同年 ９ 月，中
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信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包括最高法院党组在内的政法系统各单位不向中
央汇报工作提出严厉批评。〔１７〕 为此，最高法院党组多次向中央表态“人民法院党组必须经常主
动地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１８〕 进入 “大跃进 ”时期后 ，政法工作也掀起 “一长代三长 ”“一员
代三员 ”的跃进浪潮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 ，中共中央决定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合署办公 ，最高法院派
员参加公安部党组 ，最高法院党组则暂时被 “冻结 ”。〔１９〕 “文革 ”期间 ，各地人民法院成为军事
《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 》，载中共中央组织部编著 ：《中国共
产党组织工作辞典 》，党建读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５２６ 页 。
〔１１〕 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共上海党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５ 页 。
〔１２〕 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名单》，载《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０日，第３版。
〔１３〕 如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时，共计干部４５２人，其中留用的旧司法人员高达３２２人。参见上海审判志编委
会编：《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页。
〔１４〕 董必武：《同政法部门党员负责同志谈话要点》，载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６４～１６６页。
〔１５〕 刘忠：《从华北走向全国：当代司法制度传承的重新书写 》，载 《北大法律评论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辑，第
１８页。
〔１６〕 《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０日），载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８页。
〔１７〕 《关于检査督促政府各部口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语》（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３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页。
〔１８〕 郑谦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９页。
〔１９〕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 （第 ３５ 册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８８ 页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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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单位 ，〔２０〕法院党组建制被撤销并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改设党的核心小组。〔２１〕 与此对应
的是，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修订的党章中删除了关于党组的条款和规定。直至“文革”结束，１９７７年中
共十一大修订的党章中才正式恢复了党组的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发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党的核
心领导小组改称党组。〔２２〕 此后，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建制得以迅速重新确立，并在新时期的司法场
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２０１５年６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对党
组的设立条件、职责范围、组织架构和议事原则都予以明确，人民法院党组的工作机制也得到进一
步完善。
（二）法院党组的人员构成
法院党组并不是空洞的权力象征或政治符号，而是由法院内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共同组成
的政治实体。考察法院党组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组成人员的范围自改革开放后呈不断扩张之
势———除具备党员身份的院长、副院长为法院党组的当然成员外，纪检组长、政治部（处）主任也逐
渐成为法院党组成员的固定人选。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中执行局长、审委会专职委员、工会主
席甚至重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入党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１９９１年 ４ 月，中纪委发文要求 “派驻纪检组组长和党组纪检组组长应参加所在部门的党
组”。〔２３〕 此后，法院纪检组长进入党组成为惯例。１９９９年４月，中共中央提出法院系统内“政工部
门的主要领导干部由同级副职兼任或同级副职干部专任”。〔２４〕 按照上述要求，最高法院人事局率
先升格为副部级架构的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成为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地方各级法院紧随其后，将
本院政工部门予以升格并明确政工部门负责人进入党组，政治部 （处）主任顺利成为法院党组成
员。同时，由于法院编制规模不断扩大，法院干部的晋升通道越发狭窄，因而法院党组始终在寻找
时机解决法院中层干部的职级待遇问题。自中央下发要求各地提高工会主席政治待遇的文件后，
一些地方法院很快响应政策将法院工会主席送入党组。〔２５〕
如果说政工部门和纪检部门负责人进入法院党组得益于自身的“政治优势”，法院执行机构负
责人进入党组则是最高法院党组在解决 “执行难”过程中，借助中央文件精神积极争取的结果。
１９９９年，最高法院党组曾向中共中央申请协调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共中央批准最高法院党组以
“改进执行机构管理体制”的方式解决该问题。〔２６〕 最高法院党组借政策东风，鼓励各地法院趁势
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更名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第五办公室。参见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
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审判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４页；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先后更名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天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中级人民法院军管小组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五组。参见天
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通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２１〕 例如天津高院就曾以“中国共产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的名义向天津市委报送文件。参见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关于冤假错案改判后善后工作处理的几点意见》，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２日，
津法党〔１９７９〕１号，载前注〔２０〕，《天津通志》，第３８２页。
〔２２〕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党组、党委问题的补充通知》（１９７８年４月 ５日），载中央办公厅法规室编：《中国共
产党党内法规选编（１９７８－１９９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０９页。
〔２３〕 《关于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和各部门党组纪检组、纪委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３日，中纪
发〔１９９１〕１号。
〔２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５日，中发〔１９９９〕６号。
〔２５〕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发 〔１９８９〕
号
１２ 。
〔２６〕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１９９９年
７月７日，中发〔１９９９〕１１号。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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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组建执行局并将执行局局长职级高配。〔２７〕 其中，黑龙江省三级法院率先实现执行局长进入
本院党组，最高法院党组对“黑龙江模式”给予高度肯定并号召各地法院积极借鉴。〔２８〕 之后，越来
越多符合任职条件的执行局长进入法院党组。此后，法院党组成员的范围继续扩张。２００６年，经
中共中央批准，法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按照同级党政部门副职规格和条件设置两名审委会专职委
员，〔２９〕部分地方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进入党组。〔３０〕 目前，巡视员、副巡视员等非领导职务已经逐
渐从过去为即将离任的领导干部解决级别的“二线岗位”过渡到由年富力强、具备培养潜质的领导
干部任职的“一线岗位”，这些干部只要符合党组成员的选任条件，在进入法院党组上亦具有较大
优势。〔３１〕 随着近年来各级法院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一些法院的重要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如办公
室主任、民庭庭长、刑庭庭长、审管办主任等也成为党组成员的强有力人选，并且一些法院还会安
排党组成员兼任部门负责人。〔３２〕
（三）法院党组组成人员的党内地位
一般来说，法院党组设置书记一人、副书记一到两人及党组成员若干人，其党内地位首先取决
于任命层级的高低。以最高法院为例，尽管党组书记、副书记、成员均为中管干部，〔３３〕但党组书记
由中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党组成员则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任命，两者的任免通知则均直接
发给最高法院党组。
除最高法院首任院长沈钧儒为党外人士外，最高法院党组书记历来由院长兼任。其中，董必
武以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之身份出任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长、党组书记；第三任院长谢觉
哉系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与董必武同为“中共五老”之一。之后，除任建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
以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兼任院长、党组书记外，最高法院党组书记在党内历来
是中央委员。与此对应的是，地方各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一般担任同级地方党委委员或党委政
法委委员。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要求加强法院干部配备，并规定法院院长按照同级政府副职的规格
配备。〔３４〕 但上述文件并未明确法院党组书记的配置，因而从最高法院院长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到地方各级法院院长进入当地省、市、县领导序列，其正当性均来自院长职务本身而非党组书
记。〔３５〕 此后，法院党组副书记的党内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一职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法明传〔２０００〕４３７号。
《以改革精神抓好中央１１号文件的贯彻落实》（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６日），载沈德咏：《司法改革精要》，人民法
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０～３３１页。
〔２９〕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５月３日，中发〔２００６〕１１号。
〔３０〕 例如，江苏、河南、福建等省高院现任审委会专职委员都进入党组，其中福建省高院审管办主任严峻提任
省法院党组成员、审委会专职委员的新闻还见诸媒体，参见《福建发布任前公示３８位同志拟提任省管领导职务》，
载《福建日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第２版。
〔３１〕 例如，河南、西藏等高院均有巡视员担任党组成员，参见《省高院党组成员、巡视员蒋克勤到渑池法院调
研》，载《三门峡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
〔３２〕 例如，四川省高院、深圳市中院皆有党组成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而作为中共十九大代表的黄志丽、郭兴
利法官，则以基层法院党组成员的身份兼任派出法庭庭长。
〔３３〕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修订 〈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的通知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中组发
〔１９９０〕２号。
〔３４〕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１ 日，中办发 〔１９８５〕
号
４７ 。
〔３５〕 依照政治惯例，地方领导干部一般按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府副职、政协副主席、法院院长、检
察院检察长次序进行排序。
〔２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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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按照正部级规格配置，并有机会进入中央委员会。〔３６〕 与之不同的是，由于地方各级党委会成员
总数相对较少因而“政治含金量”更高，地方法院党组副书记成为同级党委会委员的较为罕见。〔３７〕
另外，法院党组成员的行政级别一般按照同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副职配备。但最近十余年间经各地
法院党组的积极争取，不少地方法院党组成员已经开始按照同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正职配备。〔３８〕
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组织排名的先后顺序是个人资历、政治地位的外在宣示。尽管现代
司法技术与政党治理不断走向理性化，但在组织排名上从来都不是任意、无序的，而是充满政治策
略和技巧的安排。为保证进入党组的政治精英能够迅速根据其排名确立政治权力的“差序格局”，
使权力网络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法院党组在排名顺序上除书记、副书记外，其他党组成员一般按照
进入党组的时间先后安排次序。如同时提任党组成员，则副院长一般优先于纪检部门、政工部门
负责人，纪检部门、政工部门负责人又优先于担任其他职务的党组成员。当然，党组排名只能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政治精英的党内地位和名望，并非严格对应其实际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力。

二 、法院党组的运作方式与权力逻辑
（一）党管政法模式

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人民法院作为专政工具历来有“刀把子”的政治隐喻。“国之重器，不
可不察”，对国家政权要害机构组成人员的产生、选任予以控制，成为“最大的政治”。〔３９〕 法院党组
正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与策略等权力技术对司法场域施加影响，从而在内外两个层面实践了“党管
政法模式”。
内部意义上的党管政法，专指法院党组主导本单位政治资源的分配和激励机制的运行，其作
用方式包括：（１）由法院党组直接对单位重大事项做出决议。例如，在取消对全国各高院考核排
名、讨论通过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确定最高法院内设机构主要职责、决定成立《人民法院组织法》
修改领导小组，〔４０〕均由最高法院党组决定；天津高院在发布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工作办公室和规
范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着装的通知中，专门强调“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讨论决定”。〔４１〕 在此
例如，曾担任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的曹建明、沈德咏在职期间分别当选中共十六届中央候
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
〔３７〕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法院党组副书记并非常设职位，例如河南省规定中院和基层法院领导班子内不设专
职党组副书记。参见《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省高院党组关于加强省辖市、县（市、区）法院领导班子和干部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２日，豫组通字〔２０００〕４６号。另外，担任常务副职的地方法院党组副书记，一般会当
选为当地纪委委员。
〔３８〕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调整人民法院部分职务配备规格和职数比例的意见》，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法
政〔２００１〕２２５号。
〔３９〕 见前注〔６〕，刘忠文，第１８页。
〔４０〕 胡伟新：《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党组会议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考核排名》，载 《人民法院报 》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１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的通知》，２０１６年
４月１９日，法发〔２０１６〕９ 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关于印发我院立案一庭、立案二庭主要职责 〉的通知 》，法组
〔２００９〕９７ 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领导小组的通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２４日，法组〔２０１４〕１６１号。
〔４１〕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成立天津市法官遴选委员会工作办公室的通知》，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津高法
〔２０１６〕９７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天津市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着装和仪表风纪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津高法〔２０１４〕１２８号。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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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体现了法院党组对法院内部议程设置的主导性。（２）由法院党组将政党文件转化为司法
机关内部规范或及时传达落实政党意志。例如，十五届中纪委四次会议要求“厅级以上领导的配
偶、子女，不准在其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最高法
院党组立刻贯彻会议精神，对本院有关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活动和商务活动
进行严格规范；〔４２〕为配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云南高院党组决定在本院成立专项领导
小组。〔４３〕 （３）院务会或院长办公会做出有关决议后，由院党组予以程序性确认。例如全国法院审
判人员法服更新、最高法院招聘公务员进行公示、开展评选全国优秀法官活动等，均报请最高法院
党组同意或批准；〔４４〕同时，党管政法模式在组织层面上亦呈现出科层制形式，法院内部每个庭室
都会对应成立一个党支部并直接隶属于法院机关党委，再由机关党委就党务工作向法院党组具体
负责。
外部意义上的党管政法，特指党的权力网络触及司法机关的每一个角落，并综合了党管干部
和请示汇报两种模式的交互过程。党管干部模式在上文已有论及，不再赘述。请示汇报模式主要
是指法院党组就法律政策性问题或个案处理问题向上级党委进行请示。最高法院党组在新中国
成立初期曾向中央表态“人民法院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
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４５〕之后亦曾就投案自首人员的处理、死刑复核等
问题向中共中央进行过请示；〔４６〕此后，自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后，
“党管政法”模式已经在微观技术层面被大大弱化，而更多体现为宏观性、政策性的引导与管
理。〔４７〕 其中，政法委作为各级党委的职能部门，被授权领导、管理政法工作，〔４８〕因而“党管政法”
首先表现为法院党组对党委政法委就重大事项请示汇报。同时，基于党委政法委与党委之间在事
权划分上的考量，法院党组还有义务就重大问题向上级党委报告。〔４９〕 中共十八大之后该模式得
到进一步强化，最高法院党组开始直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工作汇报。之后，各级地方法院
党组纷纷响应，向本级党委常委会汇报工作。法院党组借助政党资源，在人民法院向各级人大报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庭（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活动
和商务活动的若干规定》，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日，法发〔２０００〕２７号。另外，十八届中纪委三次会议提出“各级党委（党
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要求，最高法院党组随即制定工作方案予以落实，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党
组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２０１４年６月６日，法组〔２０１４〕６１号。
〔４３〕 《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人员及职责分工的通
知》，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云高法群组〔２０１３〕２号。
〔４４〕 王银胜等：《经最高法党组批准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将换新装》，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
１版；《２０１０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高人民法院拟录用人员公示》，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７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表彰全国法
院先进集体和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的决定》，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法〔２０１６〕２０号。
〔４５〕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７５页。
〔４６〕 《中共中央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等关于处理投案自首分子的意见的报告》（１９５６年 ７月 ６日），载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３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９９页；《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
法院党组关于处理死刑复核案件问题的请示》（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０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２８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３页。
〔４７〕 《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１９７９年９月９日，中发〔１９７９〕６４号。
〔４８〕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１９９９ 年４月１５日，中发〔１９９９〕６ 号。
〔４９〕 参见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运作》，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另外，彭真在１９８７年召开的全国
政法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政法机关重大问题必须向党委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０５页。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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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工作之外，又建立了与各级党委密切沟通的新渠道，使人民法院能够在司法改革中获得更大话
语权，并强化其在整个司法系统权力网络中的地位。尽管党管政法模式具备上述政治正当性与合
理性，但仍需清醒认识到该模式也为审判权力运行受到不当干扰埋下隐患，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
国过程中可能产生“权大于法”的负面观瞻，这将是法院党组政治在当代中国司法实践中最易受到
诟病之处。
（二）法院党组的归口管理模式
人民法院党组的权力配置，遵循“集体决策”与“归口管理”原则。法院党组的全部权力来源于
上级党委，由党组全部成员集体享有，并按照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决策；同时，由于人民法院
内部实行分庭管理模式，〔５０〕除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外，每位党组成员都负责管理、监督、指导若
干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主抓相应部门的职称调整、职级晋升、业绩考评、队伍建设工作，即所谓“归
口管理”模式。具体而言，法院党组的主要职权包括人事管理和干部调配权、意识形态和党务工作
指导权、审判业务和司法行政管理权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决定权，而分配给每位党组成员的权力之
和，构成了党组的总体性权力。
法院党组实行归口管理模式的原因其来有自：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法院内设机构繁杂且日趋
增多。１９８２年８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司法部门主管的法院建制变更、内设机构设立、人员编制
审批、物资装备和办公经费保障等司法行政工作事项，全部移交法院管理，由法院党组统一领导本
院人事任免、干部培训、纪检监督、考核奖惩、装备设施、司法执行等非审判工作。〔５１〕 此后，法院内
部由于实行“审执分离”“立审分离”“审监分离”，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内设机构呈明显递增之势。
如果不在党组内进行分工，仅凭党组书记个人无力承担如此众多管理事务。１９９９年，最高法院党
组要求各级法院实行“副院长分管工作轮换制”，在事实上承认了归口管理模式的合理性；〔５２〕另一
方面，按照审理案件类别与工作事项性质，法院党组工作一般被分为刑事口、民事口、执行口、司法
行政口、组织人事口和纪检监察口等。其中，每名党组成员都会照例负责其中一个“口”，并顺理成
章成为该“口”在党组的利益代言人。在评优评先、职级调整、岗位交流、争取待遇补助等各庭室之
间可能存在内部竞争的事项上，往往由分管各“口”的党组成员在党组会上经过一系列平衡与妥协
后加以协调解决。特别是每逢法院内部人事变动，最终结果往往真实反映了各“口”之间的利益博
弈状况和党组成员为分管部门积极争取利益的过程。一般来说，哪个“口”的干部在竞争中获益较
多，分管该口的党组成员就会被公认为更具能力和威望。不仅如此，有的地方法院党组除了在本
单位内部进行横向分工外，甚至在纵向上将辖区内的下级法院作为本院党组成员的联系指导工作
点，以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领导。〔５３〕
当然，归口管理也必然意味着归口负责。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最高法院党组发文要求各级法院党组
成员“对主管部门负责人加强监督管理”，否则将承担“主体责任”。〔５４〕 这一规定大大强化了法院
党组成员的分管领导责任，同时也进一步固化了法院党组的归口管理模式，为党组成员扩大其在
刘忠：《论中国法院的分庭管理制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２４页。
《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厅 （局）主管的部分任务移交给高级人民法院主管的通知》，１９８２ 年
８月６日，〔８２〕司发办字第２１８号。
〔５２〕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１９９９—２００３）》，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法发〔１９９９〕２８号。
〔５３〕 参见张之库等：《“一对一”联系 “面对面”指导 辽宁高院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机制》，载 《人民法院报》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８日，第１版。
〔５４〕 《最高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法组 〔２０１５〕
２１４号。
〔５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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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口”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供了制度保障。〔５５〕 但另一方面，归口管理和案件请示、审批制度紧
密相连，很可能导致分管院领导对案件的过分干预，并与分管部门人员形成“家长式”的庇护关系，
暴露出司法行政化的导向，不利于司法责任制的真正落实。同时，归口管理模式也让党组成员无
形中演变为介于党组书记和各庭室之间的一级决策组织，增加了沟通、协调的成本。因此，今后一
段时期法院党组的归口管理模式及其走向尤为值得关注。

三 、法院党组的功能形态与治理技术
（一）精英吸纳功能

按照韦伯对现代科层制下管理人员的划分，主要包括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两种类型。司法场
域中的党组政治，将两者的角色有效融合，使进入法院党组的绝大部分成员一身二任，既是深耕审
判领域的专家型法官，又是以其身份获得权力、职位与名望的政治精英。一般来说，院长、副院长、
党组书记、副书记、党组成员以及不担任党组成员的院长助理、审委会专职委员、协助党组成员工
作的非领导职务干部，统称为“院领导”，并分别对院长办公会、党组和审判委员会负责。〔５６〕 其中，
法院党组是法院内部最高决策组织，院长办公会是法院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的决策组织，审判委员
会是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三者在参加人员范围上的高度重叠，折射出身份同构下的精英吸纳
机制。如果说审委会是法院技术精英的联盟，那么党组则是政治精英的大本营。〔５７〕 除此之外，从
授权主体来看法院党组需对批准其产生的党委负责，而人民法院亦应依法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负责，两者之间的张力正是有赖于法院党组进行弥合，从而为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提供
了身份共享、转换的空间。
同时，法院党组内部关于“精英”的内涵也在数十年间悄然发生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法院
党组成员中以军政干部居多，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曾汉周是“长征干部”，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吴德峰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天津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
笑一解放前曾任晋冀鲁豫边区行署专员，党组成员、副院长陈阜则长期任职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
除吸收政治过硬的革命干部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院党组还囊括了一批 “红色法官”。 例如，
１９５４年出任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的马锡五以“马锡五审判方式”闻名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
调任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的雷经天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首任北京市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王斐然曾任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之后，从“大跃进时期”直至“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
色彩愈发浓厚的背景下，一批工农干部出身的政治精英进入各级法院党组，以保证人民法院的“政
治纯洁性”。改革开放后，随着法学教育的恢复和兴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型法官成为法院党
组的绝对主力。１９７８年８月，年仅四十周岁即进入西藏自治区高院党组班子的李国光，正是法院
系统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第一批受益者。〔５８〕 之后随着各大法学院系的毕业生不断进入法院并
例如，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两名党组成员、湖南省永州市中级法院两名党组成员曾因“履行一岗双
责不力”受到党内纪律处分。参见罗书臻：《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七起法院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典型案
件》，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１ 版。
〔５６〕 一般情况下，不担任党组成员的院长助理、审委会专职委员、协助党组成员工作的其他非领导职务干部，
得列席院党组会议或扩大会议。
〔５７〕 尽管审委会委员也经过层层遴选，但主要是考察业务水平，与党组成员的政治分量不可同日而语。也正
因为如此，员额制改革后法院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退出法官序列并不影响他们的实际权力和在党组中的地位。
〔５８〕 李国光：《我的大法官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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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成长为业务专家，法院内部相当一批业务精英通过“技术官僚路线”走上领导岗位。〔５９〕 以至
于时至今日，法院内部业务口干部和非业务口干部之间壁垒分明，审判业务出身的干部在通往法
院党组的道路上具有绝对优势，甚至纪检组长、政治部主任等专职从事党务工作的党组成员，也主
要从各业务庭负责人中选拔。由此可见，党组是将业务精英吸纳为政治精英的枢纽，实现了党组
成员与副院长及其他院级领导之间的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这也与革命话语对干部“又红又专”的
要求不谋而合。
另外，为保证法院内部精英更加有效流动与整合，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各级法院党
组还打破科层制的专业分工，设立各种议事协调机构，其成员既包括分管具体工作的党组成员，也
包括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甚至个别专业技术精英。〔６０〕 通过“领导小组”的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
新的权力支配关系被建构出来，无论政治精英还是技术精英都被最大限度地吸纳到政党政治所营
造的权力运作空间中。
（二）政治动员功能
政治动员是政治组织开展日常活动的基本方式，动员主体通过鼓动宣传和典型塑造等方式，
唤起被动员对象对政治议题的价值认同和参与热情，从而为集体行动的实施与政治权威的确立奠
定基础。作为司法场域中的头号“权力资本”，〔６１〕法院党组最突出的政治优势就是拥有极强的组
织动员能力，其进行政治动员的途径和内容主要包括：
１．动员本单位和下级法院围绕各级党委确立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级法
院党组就积极宣传、动员、参与中共中央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例如，１９５０年７月，最高法院党
组与政务院联合发布指示要求镇压反革命活动；〔６２〕在 １９５２ 年“清理旧司法人员”过程中，江西高
院党组呼吁辖区法院“立即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改革运动”；〔６３〕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最高法院党组与司法
部联合发布指示要求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６４〕“大跃进时期”，最高法院党组动员全国法院系统积
极开展“保障全民增产节约运动”，〔６５〕湖南高院党组召开春耕生产保卫工作流动现场会，〔６６〕山东
高院党组则号召“政法工作来一个大跃进”。〔６７〕 改革开放后，各级党委将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各级法院党组随之调整法院定位，号召本单位及下级法院“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６８〕
参见《江必新：我觉得我只是技术官僚》，载《法制早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２日，第３版。
例如，最高法院党组先后成立了涉及党建工作、惩治和预防腐败、信息化、巡视整改工作、司法改革等多
个领导小组。
〔６１〕 按照布迪厄的判断，场域中的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受此
启发，本文将党组权威归纳为“权力资本”。参见［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１６１页。
〔６２〕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
选编 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８页。
〔６３〕 李光斗：《立即行动起来，开展群众性的司法改革运动》，载《江西政报》１９５２年第１０期。
〔６４〕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工作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载《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１９５５年７—１２月）》，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６２页。
〔６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紧急通知》，１９５９年８月３０日，〔５９〕法行字第１１３号。
〔６６〕 《湖南省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党组召开春耕生产保卫工作流动现场会》，载《人民司法》１９６０年第７期，第
１７页。
〔６７〕 刘秉林：《鼓起革命干劲，争取在政法工作上来一个大跃进》，载 《人民司法》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１１页。
〔６８〕 尤其是在各地“两会”期间，法院工作报告主题无不围绕经济发展，如《全力护航 Ｇ２０峰会 主动服务经济
发展》（浙江高院）、《为“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安徽高院），参见《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
第 １版 。
〔５９〕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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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及时宣传上级党委的意志、声音、决策，法院党组会以逐级传达会议精神的方式进行
动员部署。例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各省高院党组立即传达贯彻会议精神。〔６９〕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法院党组召开会议特别是扩大会议、全体会议的形式是一种“政治仪式”———参会者直接
聆听到来自“中央”的指示，模糊的政党想象转化为实在的政党权威并深深刻画在参与者心中。在
话语传播的权力实践中，不仅政党意志会重塑法官群体的思想、观念与认知，而且上级法院党组也
借机再次确认了对下级法院的权威。
２．为完成自身设定目标进行组织动员和思想动员。除“为大局服务”外，法院党组同样设置了
一系列旨在推进法院自身改革发展的主题，并充分运用开展专项教育活动、塑造先进典型等手段
进行动员，以唤起法官群体的政治忠诚、对群众路线的价值认同以及对司法改革的参与热情。以
最高法院党组为例，除参与中央层面组织的政治教育活动外，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还先后组织了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２００９）、“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２０１１），“改进司法作风”教育活
动（２０１３）、“用公开促公正建设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５）、“做合格法官 ”学习讨论活动
（２０１６）。同时，地方法院党组组织的动员型活动则更为广泛和丰富，如成都中院开展了“忠诚、公
正、廉洁”主题教育活动（２０１５），〔７０〕浙江高院开展了“队伍建设年”活动（２０１６）。〔７１〕
同时，各级法院党组还灵活运用评比、表彰、排名等差别化策略，对法官群体进行有效激励。
例如，最高法院党组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模范法院和模范法官、全国法院先进集体和全国法院
先进个人、全国法官十杰、最美基层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表彰等活
动，推出宋鱼水、金桂兰、陈燕萍、黄志丽、邹碧华等一批新时期优秀法官模范。 与此同时，地方
法院党组则在辖区范围内开展先进模范和优秀集体的评选活动。 例如，湖南高院党组决定向
“德高望重的人民司法功臣和影响重大的法官英雄楷模”颁发天平奖章。〔７２〕 人民法院正是借助
党组政治所建构出的权威资源，为法官运用司法技艺与知识以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强有力的
保障。
（三）权力整合功能
在人民法院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既有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条条关系”，又存在法院党组与地方
党委之间的“块块关系”。法院“条块关系”的变迁，始终伴随各级法院党组的权力整合进程，从而
使上下级法院之间、最高法院和全国法院系统之间名义上的监督指导关系，数十年间逐渐演化为
事实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乃至垂直领导关系。
１９５１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有 “领导监督”之权，而
１９５４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仅明确上下级法院之间的业务监督关系，“法院地方化”的趋势已
然形成，上级法院党组对此鞭长莫及。同时，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还规定各级法院的司法行
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法院党组在人员编制等司法行政事务上的话语权被分割大半。
１９５９年，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司法部，最高法院党组立刻着手“收复失地”，向中央报请
“恢复司法行政业务部门”并获批准。〔７３〕 在此期间，地方法院党组也纷纷出台办法就法院人事管
张之库等：《各地法院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第１版。
王鑫：《成都法院启动“三项活动”塑公正廉洁形象》，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３月４日，第１版。
《关于在全省法院开展“队伍建设年”活动的意见》，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浙高法组〔２０１６〕１１号。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授予曹道成等８９０名同志荣誉天平奖章的决定》，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１日，湘高
法〔２０１４〕５９号。
〔７３〕 《中共中央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恢复、健全司法行政机构的请示报告〉》（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３日），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６９页。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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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与地方党委进行协调。例如，１９６３年１２月陕西省高院党组曾规定，省高院党组协助各地委
管理基层法院的正、副院长和中院中层正、副职，中院党组协助县、市、区委管理基层法院庭长、审
判员和秘书。〔７４〕 之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的消极影响，司法权威遭到极大破
坏。“文革”结束初期，最高法院党组对地方法院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求援并借
助地方党委的权威推动工作。例如，最高法院在平反全国各地冤假错案过程中，由于各地法院出
于历史因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对平反冤案存在措施不力、行动迟缓等情况。为此，最高法院
党组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间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报送文件，提请批转各级党委督促当地法院落实
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７５〕 意识到单纯依靠业务层面的监督、指导关系，无法完成既定的工作部
署，最高法院党组开始将影响下级法院人事任免作为突破点，辅以意识形态和党务指导、办公办案
经费划拨等措施，通过“四步走”的策略平稳有序地完成权力整合目标：
第一步，１９８３年，中组部发文要求“法院党组协助党委管理法院干部”。〔７６〕１９８４年初，最高法
院党组对“双重管理，地方为主”的人事管理原则予以确认，同时强调高院院长应由省级党委和最
高法院协助中央管理，中院正、副院长由当地党委和高院协助省委管理；地方党委在任免、调整法
院领导干部前，应征求上一级法院党组的意见。〔７７〕 该规定的出台，使得上级法院党组对下级法院
人事任免开始拥有一定话语权。
第二步，为适应干部管理权限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的变化，并提高上级法院党组在下级法
院组织人事管理中的权重，１９８８年８月经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同意，最
高法院党组出台规定：（１）中院副院长、基层法院院长由高院党组与地市级党委共同管理，以高院
党组管理为主；（２）基层法院副院长由中院党组与县级党委共同管理，以中院党组管理为主；
（３）基层法院正、副庭长、审判员由中级法院党组管理。〔７８〕 此时，高、中院党组已经获得了对下级
法院领导班子成员的“日常管理权”。
第三步，借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明确“地方党委决定任免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征得上一级政
法部门党组同意”之际，〔７９〕最高法院党组要求“上级法院党组要积极、主动与地方党委配合，加大
对下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的协管力度”。〔８０〕 此后，尽管各级党委仍然主导着法院领导班子的选任
程序，但上级法院党组对下级法院领导成员的职务任免已经具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第四步，２００９年，最高法院试图改变“双重管理”模式下被动听取地方党委人事意见的格局，要
求各级法院党组“加强与地方党委沟通协商，积极提出下级法院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和建议，参与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协助党委管理司法干部的试行意见》，载陕西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审判志（第五十八卷）》，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０页。
〔７５〕 《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 〈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中发〔１９７８〕７８号；《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
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发〔１９７９〕９６号；《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革
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０年８月５日），载梁国庆主编：《新中国司法解释大全》，中国
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０页。
〔７６〕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５日，〔１９８３〕中组发第１５号。
〔７７〕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党组协助地方党委管理法院干部的办法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０日，法组字〔１９８４〕３号。
〔７８〕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暂行办法 》，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法组〔１９８８〕３８号。
〔７９〕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５日，中发〔１９９９〕６号。
〔８０〕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法发〔１９９９〕２８号。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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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工作”。〔８１〕 之后，上级法院党组逐步采取将本院中层干部大量“空降”到下级法院担任院长或
统一调配辖区内法院院长交流任职的方式，最终完成了权力整合的目标。
通过上述一系列权力技术的运用以及《法官法》的全面落实，法官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并在法
院系统建构出“知识壁垒”，法院内部技术官僚的崛起则成功制造出“身份壁垒”。此后，“最高法院
及其下级法院已经紧密地构成了一体化的组织，最高法院越来越以各级法院当然领导的身份自
居”。〔８２〕 在此过程中，各地高、中级法院党组借政策东风，也逐步实现了对本辖区下级法院的人事
控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法院地方化”的局面。

四 、结

语

人民法院党组的变迁过程，就是一部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生成史。尽管围绕人民法院形成
的权力空间与边界并不总是十分清晰，但强势的政治权力即便嵌入其中，也同样需要符合其特
定的运行逻辑和规则，否则就无法实现政治动员和权力整合的目标。 作为司法场域中最显要的
权力符号，人民法院党组正是借助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的身份同构体系，才完成了从政治领域
向司法领域的切换，成功将“党的权力”转化为“公共权力”。这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向社会提供公
共产品、制定公共政策时，实际上隐含着政党的权力、意志与技术。无论是“党管政法”模式还是
“归口管理”模式，都印证了党组政治所映射出的微观权力谱系学，同时也揭示了政党权力弥散
化和现代社会规训技术愈加完善的真相。在此过程中，“块块关系”中地方党委对法院的横向影
响被削弱，“条条关系”中的上级法院党组对下级法院的纵向影响则被强化。 因此，法院党组政
治所建构的权力支配关系和权力网络，其背后有一整套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治理策略支撑。 同时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党组在提供制度资源的过程中，尚存“人治”与“司法行政化”的隐忧，因
而需要继续在长时段内关注法院党组制度的变迁过程，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调适政党意志
与司法权力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只有理解了人民法院党组的治理机制，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
国司法的基本逻辑。
（责任编辑：宾凯）

〔８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意见》，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法发
〔２００９〕５９号。
〔８２〕 时飞：《最高人民法院政治任务的变化———以 １９５０—２００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中心》，载 《开放
时代》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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