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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our country urbaniza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contradiction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special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rs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conflict. The village committee devour their collective property on abusive,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farmers and democratic rights, and even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mass incidents. Investigate its reason is various,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function definition is not clear, lack of power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village party 
committee leadership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is not sound, lack of consciousness of villagers' 
autonomy, the deficiency in the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so on.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s 
is the lack of a village committee power supervis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same, clear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egulatory agency. This paper suggest: from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the bottom: the village committee function definition; From the inside: improve the 
party branch leadership supervision mechanism, from the outside: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democratic supervi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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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权力监管机制探析 

刘海峰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天津 301636，中国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以及农村社会转型，农村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村民与村委会的矛盾、

冲突不断。村委会滥用权力侵吞、挥霍集体财产，严重侵害广大农民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甚至引发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村委会与乡镇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村委

会权力监管机制缺乏，村党委的领导及监督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意识匮乏，监督制度存在

缺陷等等。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村委会权力监管缺乏一个地位相当，权责明确的监

管机构。本文建议：从上明确乡镇政府职责；从下：明确村委会职能界定；从内：完善党支

部领导监督机制，从外：提高并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关键词：村委会；权力；监管机制；探析. 

1. 前言

近年来，完善村委会权力监督机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重点，在完善村级民主监督制度上取

得了很大成就。现有研究，对完善基层民主监督组织的监督作用，提高基层村民民主监督意

识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够全面。以往的研究忽视了村民自治监督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忽视

了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必须上下协助、内外结合。再就是，以往的村委会监督机制，很大程

度上忽略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监督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村委会权力行使中存在的重点问题

进行详细论述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制度建议，完善基层群众自治中村委会权力监管机制。 



 

2. 我国村委会权力行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乡镇政府职责界定不清，村委会职能定位不准 

长期以来，上级乡镇政府职能界定不清，下级村委会职能定位不准，是基层群众自治中一个

重要问题是，乡镇政府直接干涉影响村民自治民主活动，影响、控制选举，以各种理由否定

选举结果，甚至取消村民直接选举，直接委派村委会干部等等；越权干涉村级财务管理、干

预村庄自身事务；村委会长期依赖乡镇政府，逐渐变为乡镇政府的附属机构 。《村委会组织

法》规定，乡政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但不得干预村民自治范

围内的事项，村委会协助乡、民族乡、镇政府开展工作。但规定过于简单、原则，指导，协

助和帮助范围不清，导致村委会擅自决定，随意增加村民义务，甚至出现村委会消极对抗、

抵制乡镇政府等等，严重影响公权力权威，侵害村民权益。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定位不准

职能不清，滥用权力，严重破坏了干群关系，违反了村民自治精神，严重阻碍村民自治的健

康发展。 

2.2. 村委会与党支部关系不协调冲突严重 

两委关系不协调一直是农村自治重点问题，一方面，部分地区党支部大包大揽，越权严重，

代理、架空村委会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则是村委会拒绝接受党的领导。《村委会组织法》虽

将党支部的村庄管理权让渡给村民群众和村委会，党支部主要负责对大政方针的领导职能，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职能的划分，但是二者权力来源的不同，职权又大相径庭，导致二

者冲突严重，甚至出现，各立山头，互相拆台的闹剧，严重削弱了两委班子的威信，侵害村

集体、村民利益。 

2.3. 村委会权力缺乏监督，村民会议存于形式  

从乡镇政府方面看，其指导和帮助村委会工作，但并不享有监督权，更没有监督机制，不能

进行有效监管。《村委会组织法》，虽然规定了村民会议，作为村委会权力的监督组织，但

是实践中，村民会议过于形式化，而且村民会议的地位，以及启动机制都存在弊端，导致村

民会议流于形式，村民会议根本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践中，村委会还通过不按规定召开

村民会议，来规避村民会议对村委会的监督制约，由村委会独揽村务管理大权，将村委会凌

驾于村民会议之上，进而将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  

3. 村委会权力行使中问题原因分析 

3.1. 规范化制度缺失，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 

村委会和乡镇政权地位关系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规范化制度供给缺失，现行法律

法规过于原则华，缺乏操作性，以及乡政政权在行使权力中的特殊地位，导致村委会双重角

色失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缺乏具体执行制度，调整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具体政策规范，

没有明确乡镇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具体内容和防范。现行法规缺乏惩戒性措施的内容。

对村委会不履行相关义务，以及违反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任何制裁和惩戒措施，这使得

侵害村民和集体利益后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3.2. 两委权限范围界定过于原则，党委领导监督缺乏 

导致两委关系不协调冲突严重主要原因是权限范围不清。《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下称《条例》）对于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与村委会自治权利规

定过于原则笼统，权限范围缺乏具体界定，甚至存在冲突。《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的

权限为执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管理村庄事务，而对于党委的权限缺乏具体规定，只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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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规定“支持”和 “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行使民主权利，这就使得村委会行使权力

过程中必然与村党支部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两委职权范围不清不仅导致部分地区两委冲突严

重，而且还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党委权力，使党委的领导决策割裂，而对于此种情形，党委又

缺乏对于村委会行使领导权的监督保障机制，也是导致两委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在实现“一

肩挑”地区，两委的协调机制缺失也是导致两者矛盾冲突严重的重要原因。目前，很多地区

已经实现“一肩挑”由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二者的冲突，但“一肩挑”

在履行党委职责和履行村委职责上还存在很多障碍甚至很多冲突需要解决。 

3.3. 村民自治制度缺陷，民主监督不能有效运行 

从村集体内部来讲，民主监督不能有效运行是关键，而这又是由于我国村村民自治制度存在

缺陷导致的。《村委会组织法》第24条规定，村委会实施某项重大村务事项之前应当召集村

民会议讨论决定，村委会应当是村民会议决定的执行者，而非决定者。同时《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的权力机构，对重大村务，村委会工作，成员工作甚至罢免，

对村委会违法行为监督纠正的权力。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村民会议的地位以及启动

程序规定，唯一的方式是由村委会召集，其他任何不合法程序启动为无效。所以村民会议的

启动非常关键，村委会垄断了村民会议召集的权利，形成了村委会以不召集村民会议的方式

排除村民会议的监督和制约的途径。 

4. 完善村委会权力监管机制的建议 

4.1. 明确村委会及乡镇政府职责，建立上位监督机制 

必须正确理解《村委会组织法》中乡镇政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内容，必须明确乡镇政府

与村委会的关系并非上下级关系，也非代办包办关系；通过乡镇政府组织法，明确乡镇政府

职权，明确乡镇政府必须充分尊重村委会的自治权，对村民依法自主管理事项不能行政干预；

通过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明确村委会自治和乡镇政府指导的范围，提高《村委会组织法》

的可操作性，制定更具操作性法律法规，完善村委会的惩戒规定，防止村委会逃避法律责任。

此外，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委会的上级监督机制。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各自职责，防止

乡政府过度干预，又要赋予乡镇政府对于村委权力行使一定的监督权，防止村委会过度自治

化，达到二者的平衡。此外，坚持村委会自治前提下，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在是村委会

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健全乡镇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如将村委会与乡政人民代表大会

衔接，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当然的纳入到乡镇人民大表大会 。 

4.2. 明确具体两委权限范围，完善党支部领导监督机制 

村委会权力监管中不可忽略的一方面就是党支部的领导监督权。首先，要避免《村委会组织

法》和《条例》的矛盾和在冲突，明确二者的权利范围。同时，可以采取召开两委联席会议

的形式，共同协商讨论，减少冲突。其次就是不断提高党支部书记素质，转变党支部工作方

法，其中必须明确党支部负责对大政方针的领导管理，并且赋予党支部对于村委会执行大政

方针政策的监督权，如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形成乡镇人大在体制内对村委会权力的

有效监督和约束 。在实现“一肩挑”地区，其关键是要理顺村委会和党支部的关系，特别是

梳理二者的权力和职责，建立两委的协调运行机制，保证党支部的有效监督，同时又要保证

村委会工作的协调开展，此外，还建立和加强对于“一肩挑”负责人，在履行党委和村委职

权过程中的运行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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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村民会议法律地位，改革村民会议启动机制 

村民会议对村委会权力监管可以说最直接、最有效的机制，因此必须使村民会议监督作用真

正发挥实效。我国《村委会组织法》虽然赋予村民会议诸多权力，但是对于其地位，不能与

村委会对等，不能进行有效监督，而且缺少村民会议的主动启动机制，受制于村委会，不利

于村民会议监督职能的实现。建议将现有村务监督架构纳入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对村委

会权利范围进行全面监督，当然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改变以往只有村委会能够

召集村民会议的垄断情形。赋予村民会议常设监督机构或者是赋予上级乡镇政府，在特定情

形下可以启动村民监督会议的权利，以便及时实现监督权。此外，为防止村委会权力滥用，

还需不断提高村民政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村民参与意识，积极参加到村民监督机制中来，

加强村民监督实效 。 

5.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完善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解决村委会权力行使中的问题，关键是完善村

委会权力及权力监管机制，必须从上位完善乡镇政府监管机制，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监督作用，

完善村民会议启动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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