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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大安全事故政治问责:
影响因素及其意义

张 欢 王新松

摘 要: 自 2003 年起，中国特大安全事故的问责制度初步形成。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既可能源自政

治体制内行政管理改革的需求，也可能来源于社会公众对公共机构的要求和压力。基于对 2003—2007 年

间 84 个特大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结果可知，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推动 2003 年之后中国政治问责变化的

主要因素。该结果从三方面反映出我国近年来政治生态的变迁: ( 1) 媒体参与对政府的监督，在“舆论监

督”功能的脉络上，发展出问责的功能，从而开始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显现作用。( 2) 问责动力机制的

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国家—社会正在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3) 媒体成为问责动力机制中的新结构

性元素，表明我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跨进了一大步。此外，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媒体进入问责动力

机制还处于起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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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对政府的问责是现代国家公共治理的标志( Bovens，2005: 182－208) ，它不仅是现代政府行政伦

理的规范要求( 库珀，2001) ，也是政府实践的现实内容和保持执政合法性的需要。因此，问责是现代

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马骏，2010: 103—120) 。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官僚政治体系中就一直存在宽泛意义上的问责理念及制度安排，并延续影响

着 1949 年以后的相关政治机制，但它们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政治问责。然而，自 2003 年开始，中国的

政治问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典”事件之后，中国掀起了多轮“问责风暴”。据笔者统计，从

2003—2013 年期间，除了 2012 年以外，每年都有副部级以上官员被公开问责，高官被问责的重大事

件达到 20 次( 见表 1) 。我国对于政治问责的研究，以 2003 年为分水岭，2003 年以前几乎为零，之后

爆炸性增长至今，问责研究已经成为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
国内关于问责研究的研究内容和思路主要包括: ( 1) 介绍和引入西方理论( 马骏，2009: 22—47 ;

宋涛，2007: 68—72; 赵超，2014: 86—95; 王逸帅，2013: 17—23; 谷志军和梁耀东，2013: 28—32) ; ( 2) 基

于演绎方法的历史比较或问责制度分析，包括提出选举制度和预算制度均可实现政治问责，存在不同

于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政治问责道路( 马骏，2010: 103—120，222) ，从决策制度出发分析如何实现问责

( 陈国权和谷志军，2014: 109—116) ，从已有制度出发，分析存在问题，讨论如何改进问责 (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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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4—58; 肖光荣，2012: 78—88; 张喜红，2011: 53—55; 张晓磊，2010: 22—25) ，对问责模式进行

分类，进而提出我国问责制度建设的可行选择( 宋涛，2007: 9—13) ，对问责制度进行学理分析( 孙洪

波，2013: 279—280) 等; ( 3) 对问责政策的文本分析 ( 陈翔和陈国权，2007: 70—77; 闫建，2010: 26—
28; 宋涛，2007: 370—399) ; ( 4) 问责文化和理念讨论( 韩志明，2013: 47—51; 王健清，2011: 226—228;

王占魁，2012: 72—75) ; ( 5) 采用实证分析或定量研究方法讨论 2003 年以后中国的问责实践( 胡春艳

和李贵，2012: 36—39; 赖诗攀，2013: 18—27; 张创新和陈文静，2012: 102—106; 宋涛，2008: 12—16) 。

表 1 2003—2013 年副部级以上官员被问责情况

年份 事件 事件性质
被问责

最高级别官员
问责结果 职务 /级别

2003 年 “非典”事件 特大公共卫生事件 张文康 免职 卫生部部长 /正部

孟学农 引咎辞职 /免职 市长( 市委副书记) /正部

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马富才 引咎辞职 总经理( 党组书记) /正部

2004 年 河南郑煤集团大平煤矿瓦
斯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史济春 行政警告 副省长 /副部

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
矿瓦斯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巩德顺 行政记过 副省长 /副部

东航 MU5210 航班包头机场
坠毁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李丰华 行政警告 东航董事长 /副部

2005 年 辽宁孙家湾煤矿海州立井
瓦斯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刘国强 行政记大过 副省长 /副部

广东兴宁市大兴煤矿透水
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游宁丰 行政记大过 副省长 /副部级

吉林吉化爆炸事故 /松花江
水污染事件

特大安全事故 /
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解振华 辞职 环保总局局长 /正部

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煤
尘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刘海生 行政记过 副省长 /副部

2007 年 山西省洪洞县瑞之源煤业
公司瓦斯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靳善忠 党内警告 副省长 /副部

2008 年 胶济铁路列车脱轨、相撞事故 特大交通事故 刘志军 行政记过 铁道部部长 /正部

山西襄汾县“9·8”尾矿库溃坝 特大安全事故 孟学农 引咎辞职 /免职 省长 /正部

奶制品污染事件 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李长江 引咎辞职 质检总局局长 /正部

2009 年 在建央视新址文化中心火灾 特大火灾事故 赵化勇 行政降级 /
党内严重警告

央视台长 /副部

2010 年 大连“7·16”输油管道爆炸
火灾

特大安全事故 蒋洁敏 警告 董事长( 党组书记) /正部

上海市“11·15”特大火灾 特大火灾事故 韩正 深刻检查 市长 /正部2011 年
“7·23”甬 温 线 铁 路 交 通
事故

特大交通事故 盛光祖 深刻检查 铁道部部长 /正部

吉林省吉煤八宝煤业瓦斯
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谷春立 行政记过 副省长 /副部

2013 年 吉林省宝源公司“6·3”火
灾爆炸事故

特大火灾事故 黄关春 行政记大过 副省长 /副部

山东省青岛市“11·22”输
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

特大安全事故 傅成玉 行政记过 董事长 /正部

资料来源: 作者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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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具有拓荒的性质，一方面，其开创性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例如，大

多是对问责机制变化的讨论，并且仅将焦点放在体制内部，而忽略体制外因素对问责机制的影响; 再

如，几乎所有对问责实践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均存在选择偏差的问题 ( Geddes，1990: 131－150) ，也即

根据因变量的值选择样本对分析结果产生偏差影响———如果所有的样本都是发生问责的案例，那么

看似导致问责的因素也许存在于未发生问责的案例中。关于后一点，后文将详细讨论。
在已有研究中，最为吸引学者的核心问题是: 2003 年中国政治问责出现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

的? 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中高层官员被问责? 其中是否蕴含着超越西方经验之外实现政治问责的“中

国经验”( 马骏，2009: 202—203) 或“中国道路”( 马骏，2010: 222)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权力制约

和问责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强调“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① 为此，过去十多年，各级政府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而社

会层面亦积极回应，并客观上出现社会舆论、社会意识及社会规范等运行机制方面的变化。本文也拟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如果将中国官员现代问责制度的发育发展这一问题置于“国家

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那么，下面这些问题就具有很大的认识意义: 媒体是

怎样影响官员的问责制度的? 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国家—社会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它是否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前进的步伐? 明乎此，或许可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触到我国现代政治

文明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也即，回答上面的问题，不仅可以探究过去十多年中国政治问责的影响因

素，从而对于构建现代问责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具有认识价值，同时

也对解读中国场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意义。
显然，为达此目的，在操作上，就需要依照国家—社会的两维来透视相关现象。因此本文构建了

一个涵盖国家—社会两方面因素的政治问责机制模型，并采用更为科学严谨的样本选择策略，以

2003—2007 年间 84 个特大安全事故为例，讨论 2003 年后我国政治问责常态化背后的影响因素，尤

其关注国家问责制度建设和逐渐兴起的社会参与国家治理两类同时推进的社会活动对政治问责的影

响，深入探索新形势下我国的权力制约制度。

二、政治问责机制理论与中国的实践发展

政治问责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的一个核心主题。虽然自 1990 年代后期，政治问责非常流行，并

且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 马骏，2009: 202—203; Behn，2001) 。对问责

概念的界定包括“问”和“责”两部分。谢尔德认为，民众有权利对官员的行为和决定提出疑问，而当

被质询时，公共官员有义务告知和解释他们的行为( answerability) ( Schedler，1999) 。质询仅能起到

促使官员向公众解释和交待问题的作用，并不能确保官员今后避免错误、不使公众利益受到侵害，因

此问责还包括“强制”( enforcement) ，即“问责机构有能力对违反他们的公共职责的权力使用者施加

惩罚”( 马骏，2009: 202—203; Schedler，1999) 。政治问责要求将“问”和“责”结合起来，进而建立相应

的制度安排。
问责的机制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问责的对象、问责的主体、问责的原因、问责的方式。政治问责的

对象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主要是国家、政府中具有决策权的官员。问责的主体则较为多元，既包括

公众及其所参与或反映他们声音的各类社会组织( 工会、行业协会) 、公民组织、媒体等，也包括国家

层面设立的用来监督其他部门或对其他部门进行制裁的公共机构，如立法和司法机构，还包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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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监督机构、监察专员、财务办公室”等( ODonnell，1998: 112－126) 。
基于问责主体的分类，问责机制通常被划分为垂直问责(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和平行问责( hori-

zontal accountability) 。同样是基于问责的目标，前者强调的问责主体是社会中的个体民众及其所形

成的独立的团体、机构等，这些主体与国家之间是一个垂直的关系 ( Schedler，1999) ，后者强调的问责

主体是国家的其他制度性安排，用以监督政治家和政府的作为，这些机构与他们所问责的对象是平行

关系。理想的平行问责机制要求问责主体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问责对象的影响。
西方国家实现垂直问责的主要方式是选举。选民可以通过选票作为问责方式惩罚犯错误的政治

家。平行问责的方式则是通过监督制度本身的安排，监督机构向政府( 或政治家) 提出质询、调查，并

有责任向民众公开调查结果，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启动弹劾程序、要求提前举行选举、实施法律制裁等。

问责的原因也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ODonnell( 1999) 认为平行问责针对的是出现违法行为的

国家机构 ，但对于 Schmitter( 1999) 来说，统治者被问责的原因应该不仅包括违法行为，也包括政治上

的失责。Kenny( 2000) 分析了问责的原因与问责的机制之间的矛盾，指出，对于公共官员的失职行为

所采取的弹劾、免职等非法律制裁手段，是由国家层面的其他机构实施的，而允许其他机构因为某位

官员的失职行为而对他撤职本身有违权力分开的原则，该原则恰恰是要避免机构之间相互干扰 。事

实上，平行问责可能会演变成为政治斗争游戏，例如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会引发在明确规则和

潜规则之下的国家层面的相互指责 ( Boin，2008) 。即便是由法院针对违法行为所实施的法律制裁，

有时也难以分清背后是否有个人或政治原因。
无论是垂直问责还是平行问责，都基于一个假设，即社会民众或是国家层面的监督机构能够获取

有关政府( 或官员) 所作所为的信息，即信息的透明。因此，获取更多信息是他们行使问责权利的必

要前提( Besley，2001: 629－640) 。然而民众以及监督机构往往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 Moe，1984: 739－777)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性安排保证政府公开相关信息，另一

方面也依赖于媒体和公民组织等社会机构获取并传播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图 1 示意了西方国家的

问责机制。

图 1 西方国家的政治问责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政治问责既有悠久传统，又是“新”政治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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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而完善的官僚体制，问责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秦

代就设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监察系统，即御史监察，至清承明制，将六科给事中与督察院合并，称为“科

道”，分别负责对京城内外官员的问责 ( 王占魁，2012: 72—75) 。此外，历代还设有谏官用以约束皇

帝。中国古代政治问责的另一个特点是格外强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和礼制的约束。但总体而

言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问责不仅是不问皇帝的畸形机制，而且更多时候变成“乾纲独断”或“排斥异己”
的权术工具。

1949 年后，虽然长期没有使用“问责”一词，但并非不存在问责。总体而言，可以把新中国问责机

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运动式问责阶段，从 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虽然

延续之前的政治机制，建立了各级监察机关和机构，但更主要的还是利用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方

式———政治运动，附带问责功能。据胡鞍钢研究，1949—1976 年共发动了 67 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

2．5 次( 胡鞍钢，2007) 。大量政治运动在复杂的目的中也包含了对官僚问责的成分，例如 1950 年代

的“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对整个官僚体制的推翻( Lieberthal，2004) 。同时，频繁的政治运动

又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制度安排。如 1959 年监察部被撤销; “文革”开始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被冲

垮; 九大正式取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等。
第二阶段从“文革”后到 2003 年，是制度性问责萌芽阶段。基于对前 30 年政治运动的反思，问

责机制回归制度理性，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官员行为。如 1978 年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6 年后设立监察部和恢复各级行政监察机关，1992 年后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等。但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不仅“问责”还未进入中国政治语言体系，而且问责机制呈现如下问题: ( 1) 内部导向，问责

被普遍视为国家体系内部纪律问题; ( 2) 零散化，主要以零散的责任追究制度的形式存在; ( 3) 制度建

设缓慢，各级政府对问责不够重视，最重要的问责政策是 2001 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

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一时期也有高官被问责，如 1979 年因“渤海 2 号”钻井船沉没事件，石油部

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1989 年因“1·24”特大列车事故，铁道部部长丁

关根辞职等，但都有特殊背景，不属常例。
第三阶段是 2003 年以后，是问责制度始成阶段。2003 年初的“非典危机”中，时任卫生部部长张

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引咎辞职。这一事件成为引发中国政治问责转折性变化的“导火索”。促

成这种转变的不仅是两名部级官员被问责本身，而是这一问责举措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由于“非

典”问责引发了社会公众对问责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极大推动了问责实践的持续探索并加快了

问责的制度化建设。①“非典”之后，持续不断的灾难性事故或重大社会事件，如 2003 年开县天然气

井喷事故，2005 年吉化爆炸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 年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和“毒奶粉”事件等，

都引起了广泛和持续的社会关注，并通过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获得急

剧的社会放大( Kasperson，1988: 177－187; 张欢和赵蔚然，2011: 71—77) 。问责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

词之一，政治问责已经成为重大事件中对各级政府的一种普遍社会期望和公众压力。研究领域也在

这一阶段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对问责相关文献的统计表明，问责相关研究文献数量从 2003 年前的

个位数迅速增长到最高峰 2009—2010 年的 588 篇和 573 篇，问责成为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领域重

要的研究领域( 韩志明，2013: 47—51) 。问责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于: ( 1) 通过对问责的理论解释，强

化了问责的合理性和正义性; ( 2) 直接影响着各级政府问责的政策实践; ( 3) 加速了问责理念的传播

和社会共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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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2002 年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主要官员问责制”也是 2003 年后各级政府广泛开展问责政策探索的诱
因之一( 宋涛，2007: 9—13) 。显然，这种影响不是通过引发直接的政策模仿来实现，而更多是通过向全社会普及
和传播问责理念，进而促动了问责制度建设。



此外，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间的关系发生了快速的变化。首先，随着

经济的发展，社会群体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并希望通过影响政府和政策来满足自身多元化的需求。其

次，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开始增多，媒体的市场化、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信息传递

的速度和广度，使得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空间迅速缩小，政府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迅速增强。第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都试图加强对社会公众需求的回应

性，无论是在问责政策制定还是实践中，来自社会的参与和压力都已经成为改变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

( 王绍光和樊鹏，2013) 。
与社会意识和行动同步，政治问责的理念在“非典”后迅速渗入国家体系，问责成为健全权力制

约和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2004 年 2 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和 4 月批准实施

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加入了罢免和引咎辞职等问责相关的规定。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中央层面首次使用“问责”，提出要

“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之后，2007 年十七大报告和 2012 年十八大报告均明确要求

“健全问责制度”。从 2005 年至 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几乎全部都使用了“问责”一词。具体的政

策方面，2008 年和 2013 年发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均明确国务院及各部门推行“行政问责制度”。
2008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

为重点的行政问责”。2009 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

定》，是中央首个关于官员问责的正式文件。
与中央关于问责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政策相呼应，地方政府也开展了大量问责政策探索工作。

2003 年 7 月，长沙市首推《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之后，各级地方政府迅速掀起了

出台问责政策的高潮。出台问责政策的层级包括从省、市、到县( 区) ，亦有部门或单位出台问责政

策; 既有直接指向行政首长问责的，如《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也有包括一般公务

员，如《太原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 既有指向较宽泛行政问责，也有针对特

定行为，如《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或特定问题，如《佛山市安全生产问责制

暂行办法》。据作者不完全统计，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出台的问责政策已经达到近百项。从时间看，

直至今日，各地仍时有问责相关政策出台，但地方政府出台问责政策的高峰在 2004—2007 年。
以上两个方面，社会问责意识和行动的高涨以及国家体系内积极的问责制度建设是推动 2003 年

后中高层官员被问责成为常态的两大因素。这两方面因素又均有其不足。社会方面，还没有形成约

束政府行为的直接机制，或者说社会需求和压力的有效性受限于国家体系的回应意愿。国家问责制

度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受到普遍质疑，包括: ( 1) 问责主体单一，仅限于“自上而下”体系内部，( 2)

问责客体界定不清，官员的责任归属难以认定; ( 3) 问责执行中蕴含着党政冲突; ( 4) 集体领导的决策

体制与问责针对的领导责任间矛盾; ( 5) 问责程序不具体、不完善; ( 6) 问责的信息基础不足; ( 7) 问

责方式过于笼统; ( 8) 问责结果形式化等 ( 陈国权和谷志军，2014: 109—116; 陈翔和陈国权，2007:

70—77; 闫建，2010: 26—28; 宋涛，2007: 370—399; 杨雪冬，2012: 7) 。
对比中国政治问责机制三个阶段发展与西方的问责机制，可观察到中国政治问责机制的发展，一

方面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包括国家体系内平行问责的制度化和社会—国家间垂直问责的增强，另

一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垂直问责依赖社会性的机制而非选举制度。因此，探寻实现政治问责的“中

国经验”的内涵的关键是理解社会和国家两方面因素如何影响政治问责的结果。

三、理论模型构建和研究设计

对于问责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有两种理论框架。第一种被称为“责任回答范式”，形成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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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领域。其核心是认为政治问责是政府和行政官员对选民的一种责任，表现为政府和行政官

员要就其行为向选民做出解释和回答( Moncrieffe，1998: 387－406; Behn，1998: 131－164) 。显然这种理

解是基于西方选举政体。非西方政体下的政治问责也适用这一范式，因为人民和政府之间可视为

“委托代理”关系，人民委托政府及其官员行使国家的管理权，问责就是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者就其

行为向委托者做出解释和回答的过程。但是问责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呈现出远比对选民责任或对人民

责任更为复杂和宽泛的内涵。例如公共机构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再如基于专业知识对行政人员

的问责等。而“责任回答范式”意味着对责任的泛化，这就必然导致问责被局限于有限的、直接的和

大多是形式主义的回应( Ｒomzek 和 Dubnick，1987: 227－238) 。因此，基于对问责实践复杂性的认识，

以及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启发，Ｒomzek 和 Dubnick( 1987: 227－238) 提出了政治问责的“期望管理

范式”。其核心观点是问责来自期望及对期望的管理，这一范式强调，对官员问责的压力来源是多重

的，它们是政府体系内外不同主体的多样化的期望 ( 谷志军和梁耀东，2013: 28—32; Dubnick 和

Ｒomzek，1993: 37－78) 。比之责任回答范式，这一范式因关注期望而关注怀有期望的各方，于是将视

阈拓展到政府内外，将对官员问责压力的多元来源方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很明显，该范式因为有更

为细化的分析框架，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实践中复杂而多样化的问责关系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Jos
和 Tompkins，2004: 255 － 281; Chan 和 Ｒosenbloom，2010: 11S － 33S ) 。具体而言，Ｒomzek 和 Dubnick
( 1987: 227－238) 提出了问责分类的两个维度，即控制来源和控制程度，并将二者又简单分为内部、外
部和高、低，从而区分出等级问责、法律问责、专业问责和政治问责四种问责类型。这样，问责的“期

望管理范式”不仅有效地将诸种问责压力与多种问责结果联系起来，而且可以区分出多样的问责

类型。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问责“期望管理范式”分析框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包括中国政治问

责的发展实践，提出中国政治问责机制的模型。
首先，问责的控制来源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但并非某个机构内部和外部，而是区分为“体

制”内部和外部。①“体制”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特有的一个概念。体制一词直接的解释是指国

家机关、( 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的格局下，个体是否进入国家

正式的组织制度内，不仅决定了工作性质差异，更区分出个体所拥有的基本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的

差异。因此，体制内、外亦成为一种社会二元化的界限。经过市场经济改革，单位制趋于解体，但并没

有根本性改变体制内、外政治权利的不同。相应地，体制内和体制外对于公共机构及其官员的期望并

不相同。体制内对官员的期望是符合官僚的特征: 理性和非人格化( Weber，2013) ，主要包括规则性、
服从性和专业性等。而体制外对官员的期望则更多具有非理性和道德化的特征，重点是回应性。在

国家—社会的视角下，体制内和体制外可视为分别代表国家和社会两类压力来源。
其次，体制内组织对问责具有直接影响; 体制外力量对问责具有间接影响。体制内不同组织关系

具有不同的控制程度，从强到弱主要包括: 中央—地方、上级—下级、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政府等。
另一部分问责机制是体制外力量对国家的问责，虽然公众对政府缺乏直接有效的问责渠道，但是媒

体、非正式制度等通过信息的传播对政府造成舆论压力从而使政府做出回应，因此体制外压力对问责

具有间接影响。根据控制程度的不同，体制外对问责影响主要包括: 传统媒体、学术领域、新兴媒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体等。

·67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之所以采用“体制”内外，而非“政府”内外，是考虑到中国与问责相关的制度安排更为复杂和多样。主要的问责
主体中不仅有不属于狭义政府范畴的人大和政协等，而且属于广义政府的各级党委及纪委。此外，还存在群众团
体、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等不能直接划入政府范畴的体制内主体，它们在某些问责情境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并与
其他社会主体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采用“体制”内外可以更为准确地概括中国问责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两类主
体。



第三，以上不同控制来源和控制程度的问责期望共同推动问责政策文本发展和政策实践活动，进

而决定了问责的结果。
图 2 示意了以上所建构的中国政治问责机制模型。其中，国家( 体制内) 的问责期望直接影响问

责政策文本和政策实践，而社会( 体制外) 的问责期望对问责政策文本为间接影响，但对具体的问责

实践有直接影响。需要说明的是，问责制度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黑箱，从外部可以观察到问责的政策文

本和具体的问责案例，但难以直接观察到问责的内在运行过程。

图 2 中国政治问责机制模型

以上模型表明，问责结果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国家( 体制内) 和社会( 体制外) 两个方面。据此，

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 1: 国家( 体制内) 的问责期望是影响中国政治问责结果的主要因素。
假设 2: 社会( 体制外) 的问责期望是影响中国政治问责结果的主要因素。

四、研究设计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检验以上模型和假设，必须考察问责活动的多个面相，即不仅包括被问责官员最终被追究责

任，也应当包括被问责官员最终未被追究责任的案例。如果仅仅考察其中的一个面相，无论是被追究

责任的案例，还是未被追求责任的案例，在经验材料的采集上都有缺陷，而有缺陷的经验材料必然限

制了逼近事实真相的程度。我们看到，已有使用实证分析或定量研究方法讨论中国问责实践的研究，

普遍存在仅分析官员被追究责任的案例和直接从媒体报道选择样本等选择偏差的问题( 胡春艳和李

贵，2012: 36—39; 赖诗攀，2013: 18—27; 张创新和陈文静，2012: 102—106; 宋涛，2008: 12—16 ) 。这

些研究推进了相关的认识，然而，遗憾的是有缺陷的经验材料降低了材料的效度。的确，由于中国政

府信息披露的不足和相关统计的缺失，全面考察所有问责活动确实存在一定困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拟选择 2003—2007 年特大安全事故问责作为研究对象。做此选择的

理由是: ( 1) 特大安全事故是最为重要的一类政治问责事项。安全事故主要指人类有组织活动所直

接造成的突然发生、造成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的意外事件。其中特大安全事故是最为重要和普遍的

一类政治问责事项。如《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要求“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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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

导责任的……给予行政处分”。这里领导责任主要是政治问责。2003 年之后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问

责政策中，大部分都明确将重大安全事故列入问责事项。《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有关问责情形的第三条也明确特大事故是主要问责事项之一。① 实践中，安全事故是被问责数量最

多的一类事项，例如表 1 所列出高官问责 20 次事件中，有 18 件属于特大安全事故。因此，以特大安

全事故为问责的研究对象，兼具典型性和普遍性。( 2) 经验数据具有高信度、高效度。2008 年，国务

院相关机构为了总结建设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五年的工作经验，组织人员全面收集、整理 2003—2007
年应急管理相关工作，包括汇总了期间所有的重特大突发事件。其主要成果后以《中国应急管理大

事记( 2003—2007) 》( 闪淳昌 等，2012) 出版，是 2003—2007 年间重特大突发事件最为可靠和权威的

统计，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以该书为依据，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

对安全事故的分类标准，从该书收录的 126 件特大公共突发事件中选取全部特大安全事故类事件共

84 例作为研究样本。这个样本符合包括所有问责活动的要求。进而以这个样本为基准出发，综合包

括媒体报道等多来源资料，收集相关数据。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和假设，我们的因变量选择问责结果。根据问责相关政策，党政纪

处分、辞职、停职、责令辞职以及撤职等均属于被问责。政治问责是针对领导者，因此地( 市、厅) 级及

以上官员被问责才视为政治问责。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两类。
第一类为国家( 体制内) 因素，并以中央—地方和上级—下级间问责期望为中心。共选择三个变

量。第一，是否瞒报，指事件发生单位或地方政府是否存在向中央或上级政府隐瞒事件严重程度、进
展和死亡人数等情况。瞒报严重违反体制规则，在自上而下相对封闭的体制内是不可接受的一种行

为。第二，是否处于中央强调安全生产的特殊时期内，指在事件发生前一个月内，中央是否召开安全

生产相关会议或出台相关的政策。在特殊时期内发生的特大事故，更容易被理解为对中央权威的挑

战或缺乏服从性，同样属于不能被接受的行为之一。第三，是否派出事故调查组。国际上相关研究认

为派出调查组本身表明了问责机构的一种态度，对问责结果有重要影响 ( Staelraeve，2008; Xu 和

Eller，2009) 。如果国务院针对事故派出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详细调查，意味着中央( 上级) 政府对

问责有更高期望，更可能出现高层官员被问责的结果。
第二类为社会( 体制外) 因素。根据重要性和影响性，本研究以传统媒体为代表。至于社会公众

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评价和要求，它们一定程度地反映在媒体报道数量和方向两方面( Wang，1999:

231－249) ，如 Xu Ping 等( 2009) 发现媒体报道数量多或负面的媒体报道会使政治领导人被问责的可

能性更大。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两份报纸作为媒体报道的分析对象。对此，主要基于三

点考虑。第一，报纸类媒体在报道的深度、广度和可信度上具有一定优势，并且新闻审查和把关更为

严格。同时，报纸类媒体在数据可获得性具有更大优势。第二，从主流和非主流媒体各选择一份作为

代表。传播理论认为，主流媒体又叫“议程设定媒体”( Agenda-Setting Media) ，这类媒体设定着新闻

框架，所有的二三流媒体都在这一框架内筛选新闻，因此主流媒体代表着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和舆论

引导等方面的方向。我国当前报业的结构是以党报为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又是其中最具标志性

的一份报纸。而晚报都市报类、专业类和其他类非主流媒体的发行量较大，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品牌和社会影响力，并且在我国当前媒体发展背景下，与主流媒体相比，更为贴近社会公众。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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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



选择的《南方都市报》是晚报都市报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报纸。第三，发行周期选择日报类，保证

新闻报道的连续性。
媒体报道使用两个变量，分别为媒体对事故报道的数量和报道方向。具体以每个事件发生后的

31 天为搜集期限，报道数量为两份报纸对该事件报道数量之和; 报道方向采用文本分析，对每篇报道

内容进行编码和赋值，再综合评判，分为正向报道、负向报道和中立报道三类。当报道内容主要指向

事故损失、原因( 追问原因) 、责任、社会负面影响或处置( 救援) 存在的问题等，编码为负向报道; 报道

内容主要指向处置或救援成功、取得经验、模范( 英雄) 人物、以及社会正面影响等，编码为正向报道;

如果报道仅陈述客观事实，或正向和负向内容大致相当，则编码为中立报道。
控制变量选择三类。首先是事故死亡人数。安全事故问责的客观基础是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及其

影响。事故损失主要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于特大安全事故，事故死亡人数是最为关键性的损

失。事故死亡人数越高，相关领导者被政治问责的可能性越大。其次是事故类型。事故的类型会对

事故死亡人数的相对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由于矿山事故的多发及矿山事故单次死亡人数较高，

使得对矿山事故和其他类型事故问责的损失基点不同，矿山事故死亡人数更高时才会引发政治问责。
Xu Ping 等( 2009) 对美国经验数据的研究表明事故的类型和损失的大小对官员政治问责具有影响 。
84 个案例中，煤矿和非煤矿山事故 58 例，交通类事故 11 例，火灾类事故 7 起，其他类事故 8 例。第

三，事故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当事故存在违法行为时，必然会涉及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有可能对政

治问责造成影响。例如低级官员或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可能使高层官员显得更无辜或更失职，而影

响政治问责结果。
84 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因为考虑煤矿及非煤矿山事故更为频发，所以将事故类型编

码为两类，煤矿及非煤矿山事故为一类，其他 26 个事故为一类。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N=84)

变量 类别 2 频数 百分比( %)

因变量

是否政治问责 是 37 42．86%
自变量

是否瞒报 是 6 7．14%
是否在政策月 是 24 28．57%
是否派出事故调查组 是 45 53．57%
媒体报道数量 均值 5．36

标准差 7．48
媒体报道方向 正向 13 15．48%

中立或无报道 51 59．52%
负向 21 25．00%

控制变量

事故死亡人数 均值 44．90
标准差 46．83

事故类别 煤矿及非煤矿山事故 58 69．05%
交通类事故 11 13．10%
火灾类事故 7 8．33%

其他事故 8 9．52%
是否违法 是 27 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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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的结果

采用 Logistic 回归，考虑不同事故类型性质的不同，分为三个模型。模型 1 将事故类别作为控制

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3 将煤矿及非煤矿山事故和其他事故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Logistic 回归结果

模型 1( N= 84)
模型 2( 煤矿及非煤
矿山类事故，N= 58)

模型 3( 其他
事故，N= 26)

Odds Ｒatio Odds Ｒatio Odds Ｒatio
自变量

是否瞒报( 是= 1) 0．769 0．582 －
是否在政策月( 是= 1) 0．925 0．522 1 647．617＊＊

是否派出事故调查组( 是= 1) 1．567 0．687 1．112
媒体报道数量 1．113* 0．889 1．605＊＊＊

报道方向( 中立或无报道=参考组)

正向报道( 是= 1) 1．059 2．580 0．000 4＊＊＊

负向报道( 是= 1) 0．283 0．251 1．008＊＊

控制变量

事故死亡人数 1．052＊＊＊ 1．191＊＊＊ 0．977
事故类别( 煤矿及非煤矿山事故= 1) 0．935 － －
是否违法( 是= 1) 0．406 0．187 0．961
Wald Chi2 27．42＊＊＊ 27．19＊＊＊ 12．02*

－2 log likelihood 73．60 32．842 22．03

注: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0．05 和 0．01。

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看，媒体报道数量和事故死亡人数两个变量显著，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初步

验证了假设 1 不成立，而假设 2 成立。具体说来，三个国家( 体制内) 变量均不显著，说明政治体制内

对于政策问责的压力可能是趋于表面化，并不影响实质性的问责结果; 新闻媒体报道数量越多，说明

社会公众对于该事故更为关注，最终形成地( 市、厅) 级官员政治问责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媒

体报道方向并不能显著影响政治问责结果，说明社会公众压力对政治问责的影响还更多停留在引发

政治问责议程层面，社会公众对事故的褒贬还不是决定问责结果的因素。或者政治问责的压力更多

来自于公众对事故关注本身，而无关公众态度。也即官僚体系感应问责压力的特点是，它只对公众是

否关注敏感，而淡视公众的态度，表明官僚体系对公众问责的回应还处于表层。
模型 2 和模型 3 是将案例分为煤矿及非煤矿山类事故和其他事故两类进行回归分析。煤矿及非

煤矿山类事故更为频发，以至于政府和社会公众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煤矿及非煤矿山类事故，包括

特大事故的发生不可避免 。模型 2 中除了事故死亡人数显著以外，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表明对于

煤矿及非煤矿山类事故，问责结果，主要基于事故本身的严重性，而较少受到来自政治体制内或社会

公众的压力的影响。对于交通、火灾等，因为较少发生特大事故，而且这些事故中的遇难者与煤矿及

非煤矿山类事故中以矿工为主的遇难者相比，无论在体制内还是社会公众的感性认知中，更无辜一

些，所以更容易形成政治问责压力。模型 3 由于只有 26 个案例，影响了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但是

Wald Chi2 仍达到 0．1 的显著水平，结果可用于分析。是否在政策月、媒体报道数量、正向报道和负向

报道四个变量均显著。其中是否在政策月和正向报道的优势比太大( 或太小) ，主要是因为相关案例

数量少所导致，显著性有一定意义，而系数没有意义。媒体报道数量不仅显著，而且比模型 1 有更高

的优势比，说明对于其他类事故，媒体报道数量越多，最终形成政治问责的概率越大。媒体负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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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著，但优势比略大于 1，表明负向报道会增加政治问责的概率，但是影响很小。媒体报道数量和

方向均显著，表明对于非煤矿及非煤矿山类事故，社会公众压力对问责结果的影响更为重要。有趣的

是，模型 3 中事故死亡人数并不显著，表明对于其他类事故，只要达到特大事故级别，事故本身是否更

严重已经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事故造成的社会影响。此外，三个模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都不显

著，也表明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更多属于两类不同的问责。
三个模型作为整体来看，有力地验证本研究假设，2003 年之后所出现的大量官员被政治问责的

现象，国家( 体制内) 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更多受社会( 体制外) 因素的影响。

六、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 2003—2007 年 84 个特大安全事故案例的实证分析证明，媒体的报道数量越多，对

政府造成的舆论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出现政治问责的情况。可以说，来自社会的压力是推动 2003 年

之后中国政治问责变化的主要因素。该结果从三方面反映出我国近年来政治生态的变迁，它们对于

未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媒体在“舆论监督”功能的脉络上，发育出问责的功能。比之泛泛的监督，问责中媒体的主

体性水平要高，监督的指向性也强。可以说，问责在舆论监督的功能序列中居于高端，而这一功能在

中国是近年来发育出来的，值得肯定。新中国建立以来，媒体主要承担党和政府的宣传职能; 1980 年

代以后，国家明确地强调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于是，媒体除了意识形态宣传的职能外，还承担一

部分行政治理功能，即通过“批评报道”帮助党和政府监督自身，同时调节国家和群众间的关系。不

难看出，这一举措的出台是出自国家治理出现的新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1990 年代以来，

国家治理面临着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对腐败的控制等难题。于是，中央进一步强调“舆论监督”的重

要性，并允许媒体有更多的报道自主性，以增强舆论监督的功能。从问责机制上来看，如“焦点访谈”
之类的媒体节目通过对地方( 或下级) 政府弊端行为的报道，协助中央( 或上级) 政府解决了委托人—
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舆论监督”是政府采取主

动、媒体配合政府的治理格局，媒体的主体性总体来看还不强，作为对政府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的驱

动力只是在萌芽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媒体的部分市场化，提升了其在监督和问责中的主动

性。商业化的媒体需要迎合读者的需求来扩大销售量，新闻选题也就需要更吸引读者眼球，因此对重

大安全事故以及背后官员的失职以及政府弊案等的报道，不仅基于政府的鼓励，更是出于媒体自身的

市场需要。在媒体问责行为中，自身主体性的增强和对政府担责指向性的明确都是其突出的特点。
本研究所选取的媒体既包括传统的党报，也包括更偏重商业化的都市报。研究证明，他们的报道对中

高层官员的政治问责产生了直接影响，说明媒体的市场化催生媒体问责功能的发育发展，从而使媒体

开始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显现作用。
第二，媒体进入问责的动力机制这一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国家—社会正在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

关系。首先，问责动力机制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政治开放度在提升、社会力量在发育。本文对媒体问责

作用的证实，显示出原本是黑箱的问责制度已经对社会力量开放，政治开放度在提高。另外，媒体在

问责中的动力作用又是社会力量发育的证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国家的开放、社会力量的参与

中，二者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具有良性互动、彼此赋能、相互增权的特点。一方面，社会力量对问责

的影响促进了责任政府的成长，对国家能力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 另外，这一过程也会提高公民的社

会参与能力与政治信任度，这些因素最终有利于创造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政治问责动力机制向社

会的转变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过程 ( Wang，1999: 231－249; Shue，2011: 751－772) 。
然而，在肯定政府的开放性和社会力量改变政府行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为止，社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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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处在势弱的状态。有的学者还认为，国家依靠媒体实现舆论监督的功能，从而帮助实现对地方政

府的监管，一方面促进了媒体自身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媒体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的格局

( Zhao 和 Sun，2007) 。
第三，媒体成为问责动力机制中的新结构性元素，表明我们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跨进了一大

步。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过程，这里不能给出答案。不过，社会力量参

与国家治理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本文研究表明，自 2003 年以来，政治问责的动力机制已经出现

结构性的改变，媒体作为新的问责主体进入问责体制，使得问责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不

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媒体的声音对于政府采取问责措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标志性事

件，标志着媒体等社会力量正式登上了问责乃至国家治理的舞台。
前已述及，很长一段时间内，问责的动力机制内在于体制内，即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纪检监

察部门对党委和政府、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制度实施政治问责。并且，对问责机制的改革，其动力也主

要源自体制内，例如 2003 年之后随着安全事故的增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若干有关安全事故问

责的文件和政策，试图通过加强问责制度来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这种源于体制内并发生在体

制内的问责制度安排，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官僚体制中已有上千年，然而，如同很多其他政体所

面临的问题一样，只凭在政府层面的平行问责，难以保障政府对自身的制约，由于来自体制内的问责

期望错综复杂，平行问责行为的扭曲并不罕见。
相比之下，垂直问责的功能为人们所瞩目。而就垂直问责而言，今天媒体加入政治问责动力机制

之内，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进而言之，鼓励和发展以社会

力量为基础的垂直问责机制，将是对既有平行问责机制的有力补充。如果说中国为政治问责机制的

发展提供了第三条道路，那么此可谓之。
此外，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进入问责动力机制还是处于起步状态。这表现在，虽然媒体

的报道数量对于政治问责产生了影响，但是媒体的报道方向在结果中并不显著，并且媒体的报道数量

和方向也都没有影响到矿山类安全事故的问责结果，这说明媒体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于政治问责的

影响还是初步的。另外，这也提示我们，对于媒体影响问责的内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未来的研究需要我们扩大政治问责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政治

失责( 例如决策失误) ，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对社会力量对于政治问责的影响机制做出判断，同时有

利于比较不同类型的政治问责的机制。此外，我们也需要突破媒体的因素，研究其他的社会角色( 例

如公民个体或组织) 对政治问责的影响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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