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分析 

——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为分析重点 

 

邓联繁 

 

内容提要  作为时下学界和政界的焦点概念，“社会管理”很少在法规范意

义上得以解析。通过检索可知，我国现行法规范中有 3部法律与 8部行政法规直

接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其中最典型的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前者

用整整一章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后者用一节规定了“妨害社会管理

的行为和处罚”。分析表明，社会管理立法数量少，水平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

理概念是在狭义上使用，具有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的鲜

明特征；主要是在消极语境中使用，管制色彩浓厚；与治安管理密切相关，但不

限于治安管理；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现实中流行的社会管理概念有较大差

别，不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有差异。社会管理法治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

必由之路，它呼唤认真、科学地对待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概念。 

关键词  社会管理  治安管理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一、引言：认真对待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 

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的热门话题，社会管理概念俯拾即是，

关于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成果①与学术研讨会②前所未有。但由表 1

可知，社会管理概念早在 20 世纪就已出现在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

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与此同时，虽然社会管理概念早已有之，但其流行的确还是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① 从法学角度看，不少著名学者与官员撰文讨论了社会管理问题，如李步云：《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管理创新

的法律制度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10 年第 6 期；胡锦光：《社会管理创新不能游离于法律框架之外》，

载《人民论坛》2011 年第 23 期；王振民：《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法治》，载《法制日报》2011 年 8
月 24 日第 12 版；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载《法学论坛》2010 年第 6 期；江必新：《拓宽行政

审判职能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行政审判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角色思考》，载《法律适用》2011 年第 3
期；莫于川：《行政法治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载《法学论坛 》2010 年第 6 期；杨建顺：《行政法

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等等。在法学界有广泛影响的《法

学》杂志还在今年 10 月举办了题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支持与路径选择”的专栏，著名法理学家许章

润、葛洪义、刘旺洪等分别撰文。参见《法学》2011 年第 10 期。 
② 如，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 2010 年年会的主题是“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2011 年年会以“行政

法的实施”和“强化社会管理的行政法问题”为主题；2011 年 7 月 16-17 日，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

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在湖南长沙顺利举行，其主题是“行政

规制与社会管理法治化”。分别参见王建新、王凌光：《行政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国法学会行

政法学研究会 2010 年年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 年第 4 期；龚波华：《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

研究会 2011 年会开幕》，载《江西日报》2011 年 11 月 2 日第 A2 版；张斌等：《第三届“法治政府·南岳

论坛”在长沙开幕》，载《法制日报》2011 年 7 月 17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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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③，表现在从 2002 年至今的历次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使用了

社会管理概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使用了 9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 高峰。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年份 社会管理概念的出现次数 

2011 年 9 

2010 年 4 

2009 年 2 

2008 年 7 

2007 年 3 

2006 年 3 

2005 年 3 

2004 年 2 

2003 年 1 

2002 年 1 

1994 年 1 

1993 年 1 

表 1   国务院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社会管理”的出现频率
④ 

政界与学界一起浓墨重彩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无疑有助于改变我国社

会管理理论与实践落后的现状。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内涵与

外延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少见有学者对社会管理概念本身进行深入细致

地分析。这可能不利于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因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概念是思

维的前提。在对社会管理概念缺乏基本的、比较科学的认识，特别是不了解其内

涵与外延的条件下，难免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南辕北辙或张冠李戴。 

进一步说，虽然已有一些学者⑤与官员⑥在探索界定社会管理概念，且其中

不乏或高屋建瓴或精辟入里的真知灼见，但鲜有论者从法学角度来阐释社会管理

概念。这与法学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在整体上还不够充分有关。“自从社会管理

创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之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学

                                                        
③ 重要的是 2011 年。2011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

题研讨班，胡锦涛主席、习近平副主席等领导人在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自此以后，社会管理与社

会管理创新更加火热，重大举措相继推出。如，2011 年 7 月 5 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

该意见被认为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④以上信息来源于“人民数据”库（访问地址：http://data.people.com.cn），2011 年 10 月 20 日访问。

据该数据库介绍，它是全国唯一的大型党政、时政资料信息平台，依托《人民日报》及人民网有关内容

为基础，并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及中央各部委紧密合作，整合信息、资料综

合而成，信息采集渠道权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数据库主要栏目包括：中国共产党文献信息

(1921 年至今）、中国政府文献信息（1983 年至今）、党报党刊（创刊年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

大至今）、政治协商会议文献信息（一届至今）、时政专题（2004 年至今）。 
⑤ 如有学者认为： “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

丁元竹：《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载《学术月刊》2008 年第 2期。 
⑥ 如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认为：“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

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

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载《求是》杂志 2010 年第 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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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对之进行了大量精深而有启发的探讨，但相对来说，将之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进

行研究，还不是非常深入与普遍。”⑦那么，在学界⑧与政界⑨都有权威之士呼吁

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背景下，我国现行法规范中究竟是否包含社会管理概念？

如果包含的话，其含义如何？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现实中流行的社会管理

概念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如果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现实中流行的社会

管理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本文尝试讨论上述问题，认为对实定法文本中的社会管理概念进行规范分析
⑩，是深化社会管理研究、促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就理论价值而言，法学的主流即法教义学是规范指向的，

解读实定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从法学维度探讨社会管理问题所不可回

避、不可逾越的，甚至可以说，从法学维度探讨社会管理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

对实定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进行分析。就现实意义而言，动态的法治实践需

要以静态的法律文本为基础，抛开法规范漫谈“社会管理”、无视“社会管理”

的规范含义，不利于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进。具体说来，本文先检索现行法规范

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并从分布、含义与特点三个方面对之进行总体分析；然后重

点分析《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包括两部法律中的社

会管理概念之共性与区别； 后，对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进行评析。 

二、对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总体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鉴于便利的考虑，本

文仅检索与分析全国性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社会管理概念。 

（一）宪法典没有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 

通过检索发现，现行宪法典中没有社会管理概念的直接表述，但这不意味着

宪法与社会管理无关，更不意味着其他法律文本不能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 

首先，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缺位不意味着社会管理不重要。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重在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根本制度、基本人权、国家机构

以及其他重要事项。从各国宪法来看，虽然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上是重要事项，但

并不是所有重要事项都要写入宪法，如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显然，不

 
⑦ 引自《法学》2011 年第 10 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支持与路径选择”专栏的“编者按”。 
⑧ 参见韩大元：《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的路径》，载《法制日报》2011 年 8 月 24 日第 12 版。此外，有学者

倡导法治型社会管理。参见付子堂：《论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载《法学论坛》 2011 年第 2 期。 
⑨ 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同志在 2011 年 9 月

28 日下午召开的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强调，“要抓紧完善社会管理方面的

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参见《认真

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载《法制日

报》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⑩ 本文的写作受到韩大元教授系列论文的启发，特此致谢。参见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

分析》，载《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载《法学论坛》

2005 年第 1 期；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载《法学》2005 年第 2 期；韩大

元：《中国宪法文本中“农民”条款的规范分析》，载《北方法学》2007 年第 1 期；韩大元、秦强：《宪

法文本中“合法”一词的规范分析》，载《中州学刊》2008 年第 4 期；韩大元、冯家亮：《中国宪法文本

中纳税义务条款的规范分析义》，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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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就否定生命权的极端重要。类似地，社会管理非常

重要，但不一定要在宪法中载入社会管理概念。 

其次，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缺位不意味着社会管理没有宪法基

础。现行宪法中包含许多涉及社会管理的规范，如第二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人

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的上述规定清楚地表明，人民是社会事务的管理主体；用

社会管理的话语来说，人民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而不是社会管理的客体。可见，

宪法虽然在形式上没有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但事实上规定了社会管理领域的

一些重要事项，为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基础。 

再次，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缺位不意味着社会管理可以离开宪

法的指导。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 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与规章都

不能与宪法相抵触，一切组织与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通常被称为人

权保护法、权力制约法、政治法，似乎与社会管理不太相干，其实不然。宪法是

社会共识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契约，是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法11，在凝聚社会共识、

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12现代社会管理必

须依法进行，不能脱离宪法的指导。拿前述的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来说，由于在过

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简单化地把社会大众作为社会管理的对象，社会管理

主体单一，由政府包揽社会管理13，因此，宪法第二条第三款没有得到充分的尊

重。当前，执政党与政府都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4，这有利于改

变公众的宪法地位与现实地位严重脱节的现象。 

后，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宪法文本中的缺位不意味着其他法律中没有社会

管理概念，更不意味其他法律不能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作为根本法，宪法不

是百科全书，不可能包罗万象、巨细无遗，普通法律中包含许多在宪法中找不到

的法律概念。通过统计可知，在现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中，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的

法律和行政法规各有 3部与 8部（如表 2所示）。因此可以说，“社会管理”在我

国并不仅仅是政治话语和学理概念，还是名副其实的法律概念，从法规范角度分

析社会管理概念有其规范前提。 

（二）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现行法规 

类型 名称 版本 使用社会管理概念次数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0年10月28日修订版 1 

刑  法 2011 年 2 月 25 日修订版 2 
 

法 律 
治安管理处罚法 2005 年 8 月 28 日公布 3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的规定 
2001 年 7 月 9 日公布 4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001 年 11 月 16 日公布 1 

                                                        
11 参见韩大元：《宪法立本》，载《瞭望》2010 年第 10 期。 
12 参见周叶中：《关于我国宪法的若干新思考》，载《今日中国论坛》2007 年第 8 期。 
13 参见《“加强社会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大家谈》，载《行政管理研究》2011 年第 3 期。 
14 胡锦涛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有此明确表述。参见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载《党建》2011 年第 3 期。 

 4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2001 年 11 月 16 日公布 1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

表机构管理条例 
2001 年 12 月 22 日公布 3 

认证认可条例 2003 年 9 月 3 日公布 2 

宗教事务条例 2004 年 11 月 30 日公布 1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7 年 4 月 5 日公布 1 

 

行政 

法规 

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2009 年 12 月 22 日公布 3 

表 2 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
15
 

表 2显示，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数量相当有限。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

皮书指出：“截至 2011 年 8 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 240 部、行

政法规 706 部”。立法是社会的缩影，是人民意志与执政者意志的反映。直接使

用社会管理概念的有效法律与行政法规分别仅有 3部与 8部，数量少，比例低，

说明我国之前的确不够重视社会管理及其立法。中央作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

重大战略部署可谓正当其时，“突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16可谓势在必行。直接使

用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很少，导致了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法规范中的出现频率

很低，总共才 22 次。此外，表 2 还显示，社会管理概念在实定法规范中的分布

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为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行政法规（8部）明显多于直

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法律（3 部），社会管理概念在现行行政法规中的出现次

数（16 次）明显多于其在现行法律中的出现次数（6次）。 

（三）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变迁 

如前所述，上述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有的经过了变迁，那么，社会

管理概念的使用是否也随着法规范的变迁而变迁呢？答案不是绝对的，有的法规

范发生了变化，但其对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并没有变化，即《刑法》；在以下法

规范中，社会管理概念则伴随着法规范的变迁。 

首先，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从无到有，涉及到此的法规范是《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认证认可条例》、《宗教事务条例》。早在 1987 年 11 月 24 日，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就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

行）》，但它没有使用社会管理概念。1998 年 11 月 4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同时废止。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有所丰富和发展的《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在 1998 年仍然没有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直到 2010 年 10 月 28 日修订时

才使用。《认证认可条例》第七十八条与《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八条分别规定：

“本条例自 200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1991 年 5 月 7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

                                                        
15 以上信息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chinalawinfo.com/)，2011 年 10 月 18 日访问，以上列举

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发布时间为 1982-2010 年。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在第四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中指出：“突

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促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创新社

会管理等方面，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教育、医

疗、住房以及社会组织等法律制度，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社会事业建设。”在这里，

社会领域立法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突出任务，创新社会管理特别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加强

社会领域立法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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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自 2005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1994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与

已被废止的《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没有使用社会

管理概念不同，《认证认可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都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 

其次，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次数从少到多，涉及到此的法规范是《治安管理

处罚法》。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本法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86 年

9 月 5 日公布、1994 年 5 月 12 日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同时废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两次使用社会管理概念，即第二十四条与

第二十五条分别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有下列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之一的……”。1994 年 5 月 12 日对《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订没有涉及条文数目的变化，也不涉及第二十四条与第二

十五条。《治安管理处罚法》则三次使用了社会管理概念。 

再次，社会管理概念的所处位置有变化，涉及到此的法规范是《治安管理处

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两处社会管理概念都出现在具体条文中，《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三处社会管理概念，则分别出现在目录、条文与节的标题中

（如下表 3所示）。 

后，社会管理概念的表现形式有变化，涉及到此的法规范还是《治安管理

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使用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治安管理处罚

法》则使用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概念后无秩序一词。 

梳理法规范中社会管理概念的变迁是有意义的，它说明：法规范对社会管理

概念的使用，并非是 近几年的事情，1986 年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 1997

年版《刑法》都曾明确使用社会管理概念。同时，虽然有个别法规范早就使用了

社会管理概念，但大多数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法规范是出现在 21 世纪，进一步

表明我国之前的确不够重视社会管理及其立法。特别是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的

8 部行政法规全部产生于 21 世纪，充分说明政府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重经济建

设而轻社会管理。 

（四）现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含义 

实定法规范 社会管理概念 

类型 名称 次数 位置 具体表述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 第 3 条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

设立 

目录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刑法 2 

第二篇第六章标题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目录 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第 2条 妨害社会管理 

法律 

治安管理处罚法 3 

第四节标题 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第 1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其他罪 行政

法规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4 

第 2 条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

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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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 3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

例 
1 第 11 条 

     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变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1 第 5 条 
  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第 24 条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

社会管理秩序 

第 24 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

代表机构管理条例 
3 

第 31 条 
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

社会管理秩序 

第 26 条 妨碍社会管理 
认证认可条例 2 

第 61 条 妨碍社会管理 

宗教事务条例 1 第 40 条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1 第 6 条 扰乱社会管理秩序 

第 5条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行政、依

法行政、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 

第 6条 
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

社会管理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 
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3 

第 12 条 

着重建设行政管理学、经济管理学、

行政法学、领导科学、社会管理学

以及应急管理等学科体系 

表 3 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对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
17
 

表 3 清楚地显示，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直接界定社会管理概念18，因

此，需要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探析其含义；同时，社会管理概念在不同法规范

中的使用语境存在差异。《治安管理处罚法》使用“妨害社会管理”，《刑法》则

使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与《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明确把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第 5 条中的社会管

理则是作为一个工作领域或者说一个方面的工作。社会管理概念在不同法规范中

使用语境的差异，进一步说明社会管理并非一个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概念，需

要也值得学者们深入分析。 

大体而言，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与《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社会管理概

                                                        
17 以上信息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vip.chinalawinfo.com/)，2011 年 10 月 18 日访问，以上列举

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发布时间为 1982-2010 年。“社会管理”的加粗系笔者所为。 
18 一般说来，法规范只需要借助社会管理概念明确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可，并不需要对这一概念本身进

行界定。但法规范对某一法律概念径行解释的作法也是存在的。如《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第二条就明确界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的含义：“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机关，是指依照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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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具体指向不够清晰外，上述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主要在两种比较确定的

意义上使用：其一是指一种社会秩序。《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

机构管理条例》都明确使用“社会管理秩序”。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使用的

是“妨害社会管理”而不是“妨害社会管理”，但其前身《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使用的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且两者的具体指向内容大同小异，因此，可以

说《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是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使用的。从上下

文来看，《认证认可条例》使用“妨碍社会管理”，其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是指向

一种社会秩序。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区别于市场经济秩序以及国家安

全、公共安全等其他方面的秩序。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概念在法规范中的出现

频率 高，达 15 次，在总出现频率（22 次）中所占比例 大，占 68.18%（精确

到小数点后两位，下同），超过三分之二。其二是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与《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出现的社会管理概念，意指一种政府职能，区别于经

济调节和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管理概念仅出现 2次，比例

低，仅 9.09%。（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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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分别详细规定“妨害社会管理的行

为和处罚”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来看，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受到

国家立法的保护。类似地，从《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与《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规定“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变”来看，作为一种政

府职能的社会管理受到立法鼓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五）现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特点 

表 3反映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在总体上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广泛性。既涉内，也涉外，如《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

例》三次使用社会管理概念；既涉世俗领域，也涉宗教领域，如“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出现在《宗教事务条例》中；既与刑法相关，也与行政法相关。 

其次，概括性。社会管理概念在不同实定法规范中的的位置是多样的。大多

数法规范是在具体条文中使用社会管理概念，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认证认

 作为一种社会

秩序的社会管理 

22.83% 

68.18% 9.09% 

作为一种政府职能的

社会管理 

图 1 不同含义的社会管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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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少数则是在目录与章节标题中使用社会管理概

念，即《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社会管理概念出现在目录与标题中，说

明社会管理是一个概括性用语，具有较强的涵盖力与包容性。出现在具体条文中

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是在概括意义上使用，不是一个细致入微的概念。 

再次，管控性。这表现为主要是从消极角度使用社会管理概念，如“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危害……社会管理秩序”，“妨碍社会管理”，

“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现行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有异于官

方与学者所倡导的服务型社会管理，说明从管控型社会管理向服务型社会管理转

变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任务。 

后，弱经济性、弱政治性乃至非经济性、非政治性。社会管理概念的弱经

济性乃至非经济性表现为它与有关经济的表述相提并论，彼此区分，如“……有

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其他违法行为”（《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

犯罪案件的规定》），“促进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转变”（《行

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与《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或者社会管理秩序”（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则意味着社会

管理概念具有弱政治性乃至非政治性特点。19 

此外，表 3还反映出我国立法包括社会管理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严谨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社会管理概念前使用的是“妨害”，《认证认可条例》使用

的则是“妨碍”；《刑法》在社会管理秩序前使用的是“妨害”，《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使用的则是“扰乱”。可见，两部法律的用语是一致的，但行政法规的用语

不同于法律用语，而且两部行政法规的用语也不同。虽然“妨碍”、“扰乱”与“妨

害”的含义难以区分，但保持立法语言的一致性，特别是下位法用语与上位法用

语的一致性，确是提高立法质量的一个基本要求。 

三、《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 

之所以重点分析《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原因有

三：其一，两者对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渊源 早——《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

是在 2005 年才出台，但其前身《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早在 1986 年就使用了社会

管理概念。其二，两者对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具有示范性，大部分使用社会管理

概念的行政法规在使用社会管理概念时，都类似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社会管理概念的使用。其三，表 3显示，仅《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

目录与章节名称中直接使用社会管理概念，意味着要深入解析社会管理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需要重点分析《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如

前所述，两部法律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指向的都是一种社会秩序，而非一种政府职

能。也就是说，两部法律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具有同样的内涵。就外延而言，则既

有共性，也有差异。 

                                                        
19 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章节体例来看，社会管理概念的弱政治性乃至非政治性特点非常明

显。参见下部分表 4 与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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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共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录 条文数 

第一章 总 则 9（第 1-9 条） 

第二章 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13（第 10-22 条）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和处罚 7（第 23-29 条） 

第二节 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和处罚 10（第 30-39 条） 

第三节 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 10（第 40-49 条） 
第三章 

违反治安

管理的行

为和处罚
第四节 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27（第 50-76 条） 

第一节 调查 14（第 77-90 条） 

第二节 决定 12（第 91-102 条） 第四章 处罚程序

第三节 执行 9（第 103-111 条） 

第五章 执法监督 6（第 112-117 条） 

第六章  附则 2（第 118-119 条） 

表 4 《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录及各部分条文数 

表 4清楚地显示治安管理与社会管理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包括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但不限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除妨害社会管理

的行为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包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划分这四类行为的主要标准是行为客体，

妨害社会管理的诸行为所对应的是同类客体，它们均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社

会管理秩序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生活所维护的秩序”。20另一方面，虽然违反

治安管理的行为包括四类行为，但各类行为的比重是有区别的，妨害社会管理的

行为数量 多，其条文数量（27 条）是其他三类行为条文数量的总和（7 条+10

条+10 条=27 条），说明社会管理的范围广泛，是治安管理的重点领域。从全文来

看，第三章第四节“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和处罚”的条文数也高于第四章“处罚

程序”各节的规定，进一步说明社会管理在治安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刑法》第二编“分则”目录 各节条文数 各章条文数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13（第 102-113 条）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36（第 104-139 条）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11（第 140-150 条）

第二节 走私罪 7（第 151-157 条）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

理秩序罪 
12（第 158-169 条）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22（第 170-191 条）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19（第 192-200 条）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12（第 201-212 条）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8（第 213-220 条）

第三章 

破坏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济秩序

罪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11（第 221-231 条）

92（第 140-231 条）

                                                        
20 熊一新、华敬锋主编：《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与适用》，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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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31（第 232-262 条）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14（第 263-276 条）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28（第 277-304 条）

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 13（第 305-317 条）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6（第 318-323 条）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6（第 324-329 条）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8（第 330-337 条）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9（第 338-346 条）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罪 
11（第 347-357 条）

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

留、介绍卖淫罪 
5（第 358-362 条）

第六章 

妨害社

会管理

秩序罪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

物品罪 
5（第 363-367 条）

91（第 277-367 条）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14（第 368-381 条）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15（第 382-396 条）

第九章 渎职罪  23（第 397-419 条）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32（第 420-451 条）

表 5 《刑法》第二编“分则”目录及各章节条文数 

与表 4类似，表 5直观地反映出社会管理的广泛性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刑法》第二编“分则”共十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位列其中，构成了第六章。不仅如此，该章内容非常丰富，是全编分节的两

章之一（另一章是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且节的数目多于

另一章21。此外，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条文数高达 91 条，与共 92

条的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旗鼓相当，仅少 1 条，远多于其他

各章条文数。节的数目与条文数目之多，充分反映出社会管理的广泛性与复杂性。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还是《刑

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外延都相当广，但两部法律中的社会管理概念都是狭义

而非广义上的社会管理概念。学者们对社会管理有多种界定，形成了广义说与狭

义说之分，“社会管理分为广义的社会管理和狭义的社会管理。前者是指对于整

个社会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

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管理。后者则侧重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

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管理。”22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从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一部分或者说

一种类型，其他的类型包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侵犯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刑法》第二编“分则”共十章，第六章“妨害社会

                                                        
21 事实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节数在全文中都是 多的。上编“总则“共五章，其中第二

章“犯罪”、 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分节进行规定的，分别包括 4 节、8 节、8
节。 

22 李程伟：《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学视角的解读》，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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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秩序罪”只是其一，其他九大类罪各成一章，如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罪”。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都没有

包罗万象，都不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概念。对此，部分刑法学者结合刑法有所阐

述，他们从三个层次界定“社会管理秩序”，认为刑法典中的“社会管理秩序”

应该从狭义上进行理解（如图 2所示）23，典型者如：“从本质上讲，一切犯罪都

侵害了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但是，由于立法者对侵害或破坏国家安全、社会公

共安全、市场经济、人身权利、家庭婚姻、公司财产、国防与军事利益以及国家

机关正常活动等社会秩序的行为，专门在刑法分则中作了规定”24，故应对刑法

典中的“社会管理秩序”作狭义理解。 

中等意义的社会管理秩序 

广义的社会管理秩序 

狭义的社会管理秩序 

国家机关或有关机构对日常社

会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序

状态 

图 2 部分刑法学者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三层次界定 

国家机关或有关机构

对社会各方面进行管

理而形成的整个社会

状态 

不包括政治秩序和经

济秩序 

 

（二）《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之差别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与《刑法》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固然有

以上共同点，但从两部法律的体例来看，两部法律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也有明显的

区别。《刑法》是以一章来规定“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该章共九节、91 条。《治

安管理处罚法》则是以一节来规定“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与处罚”，共 27 条，不

及前者的三分之一。章节体例的繁简与条文数目的多寡，反映出社会管理概念外

延的宽窄，《刑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的外延宽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社会管理

概念的外延无需赘言。 

《刑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的外延宽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的

外延，与两者对“扰乱公共秩序”的处理不同有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分为四节，第一节与第四节分别是“扰乱公共秩

序的行为和处罚”、“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与处罚”，这意味着“扰乱公共秩序的

行为”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互不隶属，是并列关系（如图 3 所示）。但在

                                                        
23 参见李慧希主编：《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页。 
24 王作富主编：《刑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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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二编“分则“中，“扰乱公共秩序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不

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包含九节，“扰

乱公共秩序罪”仅为其一（如图 4所示）。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及“侵犯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的行为”，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是并列关系；在《刑法》中，“危

害公共安全罪”、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以及“侵犯财产罪”与“妨

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也是并列关系。为什么唯独“扰乱公共秩序”与“妨害社会

管理”之间的关系在两部法律中迥异而没有保持一致？这是值得思考的。在笔者

看来，这种不一致没有充分的理由，既反映出立法之间的衔接不够充分，立法领

域存在“画地为牢”的弊端，也反映出立法者对社会管理概念缺乏深入研究，对

社会管理规律缺乏足够认识。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扰乱公共秩序罪 

图 4  《刑法》中“扰乱公共秩序罪”与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从属关系 

图 3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妨害社会管理” 

与“扰乱公共秩序”的并列关系 

侵犯人身权利和

财产权利的行为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妨害公共安

全的行为 

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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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将“扰乱公共秩序罪”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而《治安管

理处罚法》则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与处罚”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与处

罚”之外，这是两部法律中社会管理概念的外延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

是全部原因。因为“扰乱公共秩序罪”仅包含 28 条（第 277 至 304 条），除去这

28 条，《刑法》中关于社会管理的条文数（91 条-28 条=63 条）仍然远远多于《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有关社会管理的条文数（27 条）。这里的奥秘在于社会管理不

限于治安管理。

如前所述，社会管理与治安管理密切联系，以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把“妨

害社会管理的行为”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的一种类型。在这个特定的语

境下，社会管理是治安管理的下位概念。但是，如同治安管理不全是社会管理一

样，社会管理并不全是治安管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

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无论《刑法》还是实践都表明，许多社会管理

工作不是由公安部门负责，换言之，治安管理工作有别于社会管理工作。如《刑

法》把“危害公共卫生罪”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意味着公共卫生与环境资源保护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这两项工作显然不

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概言之，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来看，社会管理

与治安管理互有交叉，也就是有重叠之处，或者说有交集，而非完全重合或彼此

隶属。（如图 5所示） 

 

看“社会管理”与“治安管理”的关系 

图 5 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 

社会管理 治安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来看，社会管理概念

与治安管理概念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但从新近的官方话语来看，治安管理概念

是从属于社会管理概念的。2011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的通知，之后，中央综治委办公室负责人就此更名事件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

记者的采访。该负责人将“社会管理”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这一表述，“社会管理”是从属于“社会建设”

的子概念，而非治安管理或社会治安的子概念。相反，该负责人指出：“中央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不只是名称的变

化，而且是职责任务的增加、领导力量的充实、成员单位的增多、工作机构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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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25（如图 6所示）从该负责人说“职责任务的增加”可以推断，“社会管理”

囊括了“治安管理”，其外延广于后者。（如图 7所示）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人的讲话本身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但其所指的“社会管理”显然不同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社会管理”。同

时，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确实

不是可有可无的“折腾”，而是反映了对社会管理工作的更加重视，也反映出执

政党与政府对社会管理概念与规律的认识有了重大的变化，即弱化了社会管理的

管控性。而管控性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社会管理概念的 突出

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走在了实定法文本的前面，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

了有力的注脚。 

四、结语：作为法律概念的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创新正在我国火热展开，实现社会管理法治化是政界与学界的共

同愿望。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管理既是一个时髦的政策用语，也是一个严肃的

法律概念；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包含有社会管理概念，但有矛盾之处；此外，法规

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明显滞后于实践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

念处于尴尬境地。 

                                                        
25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9 日第 7版。 

 

治安管理 

 

 

 
中央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 

 
中央社会管

理综合治理

委员会 

名称变化

职责任务的增加

领导力量充实

成员单位增多

工作机构加强

图 6 中央综治委的变化 

 

社会管理 

图 7 从中央综治委负责人的谈话看“社会管理”与“治安管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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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会管理与法律有亲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律概念。无论法律还

是行政法规，早就含有社会管理概念。因此，论及社会管理时，法学者特别是公

法学者宜首先从法规范的视角展开探讨，而不宜漫无边际；在推进社会管理的实

践时，也不能忽视已有的关于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如果对已有的关于社会管理

的法律法规视而不见，恰恰说明社会管理的水平与法治化程度还不够理想。 

其次，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是粗放的，彼此之间的衔接不尽如人意。

从《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两部法律中的社会管理概念的外延有明

显不同，前者包括对公共秩序的管理，后者则不包括。虽然不同法规范中甚至同

一法规范中某个概念并不必然具有同样的含义26，但《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

法》在体例上对“妨害社会管理”与“扰乱公共秩序”之间关系的进行不同处理，

难以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这既说明了社会管理概念的复杂，也反映了我国社会

管理立法的不完善。 

再次，《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不同于我国

当下主流话语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在两种明确的意义上

使用，分别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与一种社会职能，其中，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

管理概念使用得 频繁。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社会管理概念，具有较强的静态意

义。当下主流话语中的社会管理，则通常被作为社会建设或政府职能的一部分，

具有较强的动态意义。笔者无意反对社会管理创新在我国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推

进。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政策文献在使用“社会管理”时倡导民主参与、服务

行政当然无可厚非；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

学等不同视角探讨“社会管理”也很有意义。然而，规范与实践以及理论的脱节

毕竟不容小觑。如果在涉及“社会管理”的众多话语中，缺少了从法规范维度讨

论“社会管理”的声音，那么就难以期待顺利实现社会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 

后，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滞后于社会实践，不能机械看待法规范中

的社会管理概念。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政府包揽社会管理，主体单一；重管制，

轻服务；重维稳，轻维权。受此影响，法规范中的社会管理概念主要在消极意义

上使用，管制色彩鲜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大众参与意识、权利意识

的增长，传统的政府独揽型社会管理、管制型社会管理难以为继，社会管理概念

也亟需转型，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法规范层面的理解。换言之，既要尊重法规范中

的社会管理概念，也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开放式的理解，

对此，笔者将另外撰文专门讨论。 

 

 

Analysis on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Angle of Legal Rules 
 

                                                        
26 例如，在现行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共出现了 82 次，其中一部分“法律”是指“形式意义上的法律”，

外延较狭；另一部分“法律”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外延较广。详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

文本中“法律”的涵义》，载《法学》2005 年第 2期。 

 16



 17

——Taking Criminal Law and Law on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s as the Main Sample of Analysis 
 

Deng Lianfan 
 

Abstract: As a key concept in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at present, the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is seldom defin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ngle of legal rules. 
Through retrieving this term in current legal rules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3 laws and 
8 administrational regulations contain explicitly the term “social administration”; 
moreover, the typical laws are Criminal Law and Law on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s. The former stipulate “Crimes of Disrupting the Order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rough whole a chapter while the latter stipulate “Acts 
Impairing the Soci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nishments Thereto” through a section. 
An analysis shows: the legislation for social administration is little in number and low 
in level; the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is used in a narrow sense, as far as its 
characteristic is concerned, the concept is in no or little relation to economy and 
politics; the concept mainly is used as an inactive term and emphasizes controlling 
and regulation; the concept is closely related to but not limited to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he concept differs from the popular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in practice and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used in 
different legal texts. As the only way to innovation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rule of 
law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 asks the legal concept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to be 
treated seriously and scientific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