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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和法理高

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大公报》称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动员”，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称

之为“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今天的改革已经到了啃硬

骨头、打攻坚战，涉险滩、闯急流的关键时期，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矛盾更多、困难更大，牵一发而动

全身。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

班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方法步骤。国家治理

时空观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阐释

任德新 楚永生 陆凯旋

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角得到较好的阐释。一是从

时间序列维度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目标、任务的连贯性和

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持久性；二是从空间结构维度考

察，它体现了国家职能角色的变化以及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冲突。

关键词 社会时空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任德新，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10029

楚永生，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经济学院教授 210029

陆凯旋，南京审计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21002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谱系方法论特点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4bzx010）、江苏

省“333”工程项目“国家审计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机理和路径研究”（项目号：BRA2015412）、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

程资助项目（PAPD）阶段性成果。

109



时空观视角：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阐释

2017/4 江苏社会科学· ·

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

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

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

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习总书记这一科学论断和阐释是马

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他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总目标的

历史背景、现实根据以及必须解决好的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

二、时空观：自然时空观与社会时空观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任何自然界变化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活动都

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也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产生而发展。关于时间和

空间的探讨由来已久。首先，是建立在近代牛顿力学基础上的绝对时空观，其基本特点是把时间和空

间看作物体运动的外在尺度，并且这个尺度是不变的；其次，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的相对

时空观，其特点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随物体运动而发生变化。无论是绝对时空观还是相对时空观，都

是把时空看作为物质或物质运动存在的形式，同时，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因而，作为物质

运动存在形式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客观存在的、无限的。由于以上两种时空观是建立在自然辩证法的

层面上，无法从时空上解释社会运动及其变化规律，故称为“自然时空观”或“传统时空观”。马克思主

义认为，社会发展作为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也有其特有的时空结构，即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社会

时间是指社会活动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一方面表现为人类活动过程存在的久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

一种人类活动与另一种人类活动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长短；而社会空间是指社会活动的

广延性，它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社会活动所发生的场所，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人类活动彼此之间的并存

关系和分离状态。与传统的自然时空观不同，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完全属于社会实践的范畴，马克

思主义社会时空观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

间”[1]。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构成要素，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社会生

产出来的。社会时空一方面构成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又呈现出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实践因活动方式、目的和手段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空内容。因而，社

会时空是社会发展的存在形式，它折射出了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程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理论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任务和趋势，可

以为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时间序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变的有机系统，其内部各种要素、子系统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密切关系，又存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利害关系。因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不能简单

地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时间来界定，只有将其放置在社会发展的时间序列中，才能揭示其发展的规律

性。从社会时间序列维度考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出两大属性：一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先

后顺序（连贯性）；二是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久暂性，即社会时间活动存在时间的长短。从社会时间序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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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考察，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由各种社会事件组成的序列，它们之间的排列顺序和组合关系，

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保持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目标和任务

的连贯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近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中，现代化意味着

摆脱西方列强的欺辱，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一目标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并为此孜孜

不倦的奋斗理想，也正是他们历经艰苦卓越的探索和拼搏，才使中国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实现

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就明确规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因而，这一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被等同于工业化，但是由于

“左”的思想影响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步伐被十年“文革”浩劫所中

断。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即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

因而，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意味着经济振兴和科学昌明，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摆脱“左”的桎梏而进

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实现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农业、工业、国防、

科学技术”已取得了辉煌成就（有学者称为“器物层面的现代化”[1]），中国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第五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转而更加强调制度、机制、体制的现代化，强调整体性制度的完备和完善。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

现代化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

革树立了崭新的奋斗目标。

其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复杂性、艰巨

性和持久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

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制度完善与成熟的程度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国家制度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

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

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但

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在制度体系和各项制度架构中还不可避

免地带有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革除制度和体制中的弊端，提升和推进制度现代化水平将成为社会

主义建设不可回避的长期性任务。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

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更加定型

化。”[4]从南巡讲话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过了 20多年的制度变革历程。

到2020年，我们将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和“时间表”的确定，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并在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基础上，对

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规律性总结和科学性论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认识世界和

[1]俞可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问题》，〔福州〕《福建日报》，2014年6月8日。

[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北京〕《求是》2014年第1期。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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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

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从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规律层面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其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形成和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加快实现国家制度现代化

进程。

四、空间结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相对应的空间结构，而社会发展说到底就是通过争取时间，为自己

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社会空间结构是指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发展区域，可以分为实

体的地理环境、虚拟的社会空间和交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因而，社会空间结构赋予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伸张性，体现在向外的扩张性和向内的累积性[1]。从空间结构维度考察，可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职能角色的变化以及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矛盾和冲突。

其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体现了全球化视野下国家职能角色的新变化。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家处于一种新的情景之中。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从外部挑战国家主权，地方主义

则从内部削弱国家主权和统合力[2]，全球化浪潮裹挟着自由主义、多元民主和公民社会等资本主义的

意识形态直接冲击着民族国家的地位。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不仅影响民族国家规则和制度的改变，而

且试图在普世性价值观[3]指导下用“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取代“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另一方面全球

化进程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身份认知的变化，从而出现公民社会向下分解为各种小社团

和向上形成跨国公民社会组织（各种跨国非政府组织）。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国家这一

政治共同体在几乎所有重要领域都遭遇大量跨国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尤其是在控制全球性生态和

经济危机、遏制传染病的扩散、反恐、裁军等领域需要国际之间的合作。全球化浪潮引发的诸多问题

及民族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须向国家层次以上（如“跨国民主”政治）及国

家层次以下（如基层民主、公民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发展。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职能角

色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需要实现职能角色转换和创新。具体而言，首先，国

家应承担起“元治理”[4]的角色，即必须平衡地方、国家、地区、全球各层次的治理，并相应地协调它们的

行动；其次，倡导公平竞争，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强跨国资本的监管，消除跨国资本的垄断；最后，加

强国际、区域间合作应对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治理危机，如环境生态恶化、饥饿和贫困、毒品泛滥、艾滋

病等。全球化进程不仅使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促进了民族国家政治文明

和社会进步，也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以及如何将正

在兴起的社会力量统合到国家建构之中，已成为了中国现在和未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5]。有鉴于

此，如何合理界定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构建一个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治理体系？

[1]翟媛丽、袁颖：《时空的社会视角及其当代意义》，《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3]“普世性价值观”可以分为“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两个不同的类别。客观主义认为，普世性价值观是客观存在

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对客观普世性价值的拒斥和反对，是一种落后和不开化的表现；相对主义则

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性价值观，所谓普世性价值观也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世性价值观念。在

近代东方民族反抗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侵入时，常常采用相对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观立场。

[4]“元治理”最早由杰索普提出，是指对市场、国家、公民社会等治理形式、力量或机制进行的一种宏观安排。

[5]郁建兴、徐越倩：《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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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国家的合法诉求由经济增长转变为制度建设？如何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防

范、抑制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形成的“俘获型国家”[1]出现？所有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都离不

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其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体现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矛盾和冲

突。治理的兴起，既是对政府权威和国家统治的话语性、制度性的反对，也是对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

的反思和替代。与市场力量自发交换机制以及国家控制体系不同[2]，治理机制强调人际间、组织间、力

量间的自组织性和制衡性。治理所追求的去国家化和自由化，这一主张也进一步促使了治理与20世

纪70、80年代以来兴起的公民社会迅速结合，并共同致力于推动国家向市场放权和向社会放权，以寻

求一种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之道。因而，全球化进程与治理在同一时代出现也决非偶然。一

般而言，现代国家治理主体包括三大类：一是国家或政府，包括国家制度、国家机器（或政府部门设

置）、国家计划安排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它是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力量；二是市场力量，即各种各样的

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商家以及这些经济主体互动所凭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等，它是政府治理的

基础；三是社会主体，即从事社会事业运作的各种行动者以及它们所在的社会场域，它构成政府治理

的分割和制衡。“善治”的本质实际上是实现三大治理主体之间合作的优势互补，而治理主体可以是政

府，但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唯一主体，而是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公私行为主体在互信、互利、平等

基础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谈判协商，在求同存异并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基础上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和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

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治理主体之间关系

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发展空间的过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已逐步完成了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到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不仅从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逻辑，而且重塑了现代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关

系。从国内来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公民个人权利开始

觉醒并日益得以强化，促使国家从法律上尊重个人的权益，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存在。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也造就了无数的分散化、独立化和多元化利益主体，由此产生了参与国家治理的多元化诉

求；从国际来看，全球化力量介入造成国内问题国际化、跨国问题以及全球问题的增多等，这无疑既是

对国家自主行使权力的限制，同时又增加了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既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

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身份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大党治理、大国治

理、转型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站在国际和国内的社会空间结构上审视中国和世界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的

战略抉择。

五、 结 语

任何自然界变化和人类社会实践的活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而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也

[1]著名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在《我为何主张尽早开放 3G市场》一文中提出的“国家俘获论”。它是指在经济转轨期

间，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

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

[2]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市场交换机制在发挥配置资源中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易导致市场失效或失灵；国家控制机

制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等级性和强制性，同样也会导致政府失效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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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产生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作为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也有其特有

的时空结构，即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社会时间是指社会活动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一方面表现为人

类活动过程存在的久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人类活动与另一种人类活动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及它

们之间的长短；而社会空间是指社会活动的广延性，它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社会活动所发生的场所，另

一方面表现为不同人类活动彼此之间的并存关系和分离状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

不仅是社会生产的构成要素，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社会生产出来的。社会时空一方面构成人类社会实

践活动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类社会实践因活动方式、

目的和手段等不同而具有的不同时空内容。因而，社会时空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存在形式，它折射出

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

从时间序列考察，其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保持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同发

展阶段目标和任务的连贯性，又体现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和完善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持久性。从社会空间结构考察，其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提出体现了全球化视野下国家职能角色的变化；其二，体现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的博

弈、矛盾和冲突。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发展市场经济，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治

理主体之间关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发展空间的过程。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改革促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置身于世

界关系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制度发展模式、价值体系构造

等做出的战略抉择。

〔责任编辑：史拴拴〕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Concep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Ren Dexin Chu Yongsheng Lu Kaixuan

Abstract: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providesa better interpretation for the moderniza⁃
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For one thing, from the time dimension, the mod⁃
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reflects both the continuity in goals and
task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al phases as well as com⁃
plexity, difficulty and durability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For another, from the
space dimension, it reveals the change of state functions and roles as well as the game and conflict between
multiple subjects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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