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人大代表的角色与功能定位袁或者说人大代表

的履职行为模式是中国人大研究的一个传统议题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袁 张友渔尧 杜西川尧 欧博文

渊Kevin J. O爷Brien冤 等国内外学者就开启了对该问

题的探究遥 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袁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主要形成了 3 种学术观点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大代表呈现的是代表

整体性利益的野受托人冶角色遥 杜西川以中国宪法

为依据袁认为中国宪法关于代表与选民的关系袁基
本采用了集中代表的原则袁代表不是特定选区或者

选民的受托人袁而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意志的集

中代表者[1]遥柴清玉等人的研究指出袁人大代表的政

治角色定位是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袁受人民

委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袁是人民权力的受托者和人

民意志的表达者冶[2]遥 苏东的研究通过考辨代表与

野原冶选举单位尧野原冶选区的关系袁认为人大代表应

是野受委托人冶的角色[3]遥 野委托观冶强调代表应符合

整体性与普遍性利益袁而非代表单个选区或行业的

特定利益遥此外袁野委托观冶还强调野代表行为的自主

性袁代表在处理具体公共事物时拥有很大的自由裁

量权袁根据自身的知识尧背景尧判断等自由决断冶[4]遥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大代表呈现的是代表

特定选区或行业利益的野代理人冶角色遥 蔡定剑认

为强制委托理论更符合当前中国人大代表的性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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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应当是特定选区或选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袁
而不应当是抽象空洞的全体公民的意志和利益的

代理人[5]遥 温辉持类似观点袁指出代表机关的每一

名代表都是其各自选区的代表袁而非全国渊或全省尧
全县等冤选民的代表袁接受选民的委托袁代表他们行

使主权[6]遥 孙莹认为马列经典作家多持强制委托的

观点袁强调代表的行动应严格遵照选民的意志袁社
会主义的代议机关应是社会的镜像袁代表必须在议

会中反映其所代表选区的选民的特定利益袁当选民

认为代表在议会中的言行与选民的意见不符时袁选
民就可以罢免撤换代表[7]遥 墨宁渊Melanie Manion冤也
认为袁中国的人大代表并不将他们自己看作机械式

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 野柏克式受托人冶渊burkean
trustees冤袁而是将自身视为代表局部利益尧受选举激

励的野代理人冶渊delegates冤[8]遥 野代理观冶或野强制委托

观冶 一方面强调代表行为与选民意愿的一致性袁代
表只是选民的野传声筒冶[4]曰另一方面从目标范围的

角度认为代表必须忠诚于特定选区或行业的利益遥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人大代表承担的是野综

合冶的角色遥 欧博文认为袁中国人大代表总体上呈

现了消极者尧代理人与进谏者3 种角色[9]遥 邹平学总

结了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 4 种身份取向譹訛袁 并认为

这 4 种取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袁但也存在不同程度

的片面与偏颇袁应从人大代表的主体性渊代表是代

表机关的主体冤尧民意性渊代表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和

意志冤尧责任性渊代表应对人民负责尧接受人民监督冤
三方面有机统一出发袁探寻合理的代表利益取向[10]遥
邱家军通过对中国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关系的实

证考察袁发现人大代表是一个集政党代理人尧国家

代理人尧法律代理人尧政策制定者与民意代理人于

一体的野多重代理的角色集冶[11]遥 野综合观冶的研究关

注的不是代表在自主性与目标范围方面的差异袁更
多考量的是代表在履职过程中所承载的角色与功

能遥
显然袁以往关于人大代表履职行为模式的研究

存在诸多争论遥虽然国内外人大研究者对此已经做

了诸多有益的探讨袁但是以往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三

方面的问题或不足院首先袁大多数现有研究停留在

规范层面的探讨袁这些规范研究是以中国与人大代

表相关的宪法和法律为探讨的起点与依据袁但是由

于这些宪法和法律条文对人大代表的身份定位本

身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袁因此学者们基于对宪法和法

律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对人大代表履职行为模式

的理解也是多样化的袁由此产生了学界对此问题理

解的混乱局面袁这也是早期研究混淆了野委托人冶
与野代理人冶两个概念的原因所在遥 其次袁以往研究

大多将所有人大代表视为铁板一块袁没有看到不同

代表之间的差异性遥 欧博文[9]尧桑玉成与邱家军[12]尧
何俊志与王维国[13]尧何俊志与刘乐明[14]尧黄冬娅与陈

川慜[15]以及陈斌[16]等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袁人大代

表已逐渐摆脱以往整齐划一的野橡皮图章冶角色袁开
始呈现出多样化的角色定位遥 不过这些研究多聚

焦于衡量代表属性与履职绩效之间的关系袁虽然已

经注意到代表履职行为差异化的面向袁但还没有注

意到代表履职行为在内容模式上的差异遥 最后袁迄
今国内学界还未对人大代表履职行为模式进行比

较系统的研究袁尤其是缺乏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的

实证研究遥 虽然欧博文尧邱家军等学者通过案例与

文献资料已经对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进行了

一些实证分析袁 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是零散

的袁缺乏同一层面的整体数据支撑袁因而并不能完

整地呈现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袁这也是以往研

究的一大不足之处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袁现有研究未能系统地呈现人

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袁因而难以澄清学界在此问

题上一直存在的论争遥 人大代表到底具有怎样的

履职行为模式袁对我们来说依旧是未解之谜袁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遥

二尧个体属性与履职行为
模式的内在关联

代表角色及其功能定位或者说代表履职行为

模式论争的背后实则是关于野委托要代理冶的代表

理念之争袁即约翰窑密尔渊John Stuart Mill冤所言的

野选举产生的代表是选民的代理人袁还是选民的受

托人冶[17]遥 这一争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由约翰窑密尔与

汉娜窑皮特金渊Hanna Pitkin冤[18]等学者所开启的代表

对待选民意愿的野遵命还是独立冶之争渊mandate-in鄄
dependence controversy冤遥在野遵命还是独立冶之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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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又蕴含着两方面的具体问题院一是关于代表目

标范围的野整体与局部冶之争袁即代表在行使代议职

能时应该代表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钥或者更具体

来说袁代表应该代表整个代议机构辖盖范围渊如联

邦尧州等冤的整体利益袁还是代表范围相对较小的单

个特定选区尧利益集团甚至个人的利益钥 二是关于

代表决断依据的野自主与依赖冶之争袁即代表在进行

投票尧提案等活动中的行为是基于代表自身的自主

性决断袁还是依赖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协助钥 这两

方面的争论一直存在于以往关于代表理论的文献

讨论中袁在安德鲁窑雷费尔德渊Andrew Rehfeld冤对代

表理论做出系统梳理与发展之后袁野目标范围冶
渊Aims冤与野决断依据冶渊Source of Judgment冤成为判

别代表履职行为偏好的三大重要维度之二譺訛袁雷费

尔德据此总结出代表履职行为模式的 8 种理想类

型渊见表 1冤[19]遥至此袁学界对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有

了更为系统化的判别标准遥

表 1 代表履职行为模式的 8 种理想类型

从前文的文献梳理中也可发现袁关于人大代表

角色与履职行为模式的论争也可细分为 野目标范

围冶与野决断依据冶两方面的争论遥 即人大代表应该

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代表他所在选区或行业

的利益钥人大代表在进行履职活动时是完全基于自

主的意志决断还是基于他人协助的依赖性决断钥并
可根据这两方面的判别结果定位出人大代表的履

职行为模式遥 因此袁要系统判别人大代表的履职行

为模式袁可行的办法是先通过野目标范围冶与野决断

依据冶两大指标对代表的履职行为进行判别袁进而

判别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议案作为野民意的二次表达冶袁是测量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行为的重要指标遥 一方面袁议案的提出除

了需要人大代表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准备草案外袁还

需要找到 30 人以上的代表联名袁 因而是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行为的一项可靠而重要的记录曰 另一方

面袁议案很可能推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政

策的出台[14]遥 因而袁议案越来越受到人大代表尧人大

机构以及人大研究者的重视遥 罗里窑特鲁克斯

渊Rory Truex冤的研究就指出袁由于投票依旧是例行

公事袁或者说是形式袁代表开始通过提交议案与建

议施加影响袁代表的议案与建议会被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所重视[20]遥 因此袁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行为

作为代表重要的履职行为袁可成为判别代表履职行

为模式的重要媒介遥
然而袁要对人大代表提案的野目标范围冶与野决

断依据冶两个指标进行判别袁需要考量人大代表的

个体属性状况遥 也就是说袁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目

标范围代表的是整体还是局部袁决断依据是自主还

是依赖袁需要综合考量代表的个体属性才能进行判

别袁否则难以界定遥而且袁代表的个体属性或多或少

会在其履职行为中有所投射袁赵英男渊Cho Young
Nam冤研究发现袁不同职业阶层背景的代表倾向于

扮演不同的人大代表角色[21]遥 在人大代表的个体属

性中袁职业背景与教育背景是尤为重要的面向袁两
者不仅体现出代表的知识背景以及所处行业袁更重

要的是它可以体现出代表在整个社会中的阶层与

地位袁通过人大代表的职业与教育背景还可以透视

出代表的多种社会属性遥因此袁如图 1 所示袁人大代

表的个体属性与履职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关

联性遥人大代表个体属性中的职业背景与教育背景

的交互影响着代表的提案偏好袁即影响着代表的目

标范围选择和决断依据的性质袁后两者共同型塑代

表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因而袁本文的基本思路就是以

人大代表的个体属性和提案数据为总体资料袁通过

人大代表职业背景与教育背景两方面的个体属性

综合判别人大代表提案在目标范围和决断依据两

方面的偏好袁以此呈现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图 1 个体属性与履职行为模式的内在关联示意图

少回应性 多回应性

整体
利益

柏克式受托人
渊Burkean trustees冤

公仆
渊Civil servants冤

麦迪逊式立法者
渊Madisonian
lawmakers冤

反联邦主义者
渊Anti-Federalists冤

局部
利益

志愿者
渊Volunteers冤

大使
渊Ambassadors冤

专业人士
渊Professionals冤

简化式代理人
渊Pared-Down
Delegates冤

自主性决断 依赖性决断 自主性决断 依赖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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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为了分析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袁本文

利用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基本资

料袁收集了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所提交的议案以及议案相应代表的职业

与教育背景资料譻訛遥 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共有 611 位代表或代表团提交了

2541 个议案袁除去 10 位终止资格代表和 6 个代表

团所提交的议案袁本文最终收集了 595 位代表所提

交的 2493 个议案遥 具体的数据处理与分析主要分

3 个步骤院首先袁对照提案代表的职业与教育背景袁
对 2493 条议案的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进行逐一编

码曰然后袁对多重提案代表的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

的编码进行整合曰最后袁对 595 位代表的目标范围

与决断依据两变量进行交叉列表和散点图分布分

析遥
编码工作主要是综合考量提案代表的职业与

教育背景以及议案的性质袁 对 2493 条议案逐条编

码遥 在代表目标范围方面院如果议案的受众面是全

国的或普遍性的则为整体渊编码为 1冤曰如果议案代

表的是提案人所在区域渊选区冤或行业渊职业冤的特

定利益则为局部渊编码为 0冤遥 在决断依据方面院如
果议案与提案人的教育与职业背景都不相关则为

依赖性决断渊编码为 0冤曰如果所提议案与提案人的

教育或职业背景中的一项或两项相关则为独立性

决断渊编码为 1冤遥
如表 2 所示袁根据编码的基本逻辑袁蒋婉求代

表作为盐城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袁从江苏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袁所提交的野关于

修改土地管理法第 4748 条的议案冶与提案人不存

在区域或行业的关联性袁 因此目标范围属于 野整
体冶曰而不论从职业还是教育背景来看袁该代表都不

具备独立提交该议案的动机与能力袁因此属于依赖

性决断遥 胡平西代表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

委副书记尧行长袁中南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毕业袁所
提的野关于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议案冶关涉全国

整体性利益袁因此在目标范围上属于整体曰议案与

提案代表的职业和教育背景都高度相关袁因此在决

断依据上属于独立遥 庄先代表作为民革中央常委尧
福建省主委袁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从中央党

校毕业袁所提交的野关于请求授予福建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对于平潭综合实验区特别立法权的议案冶代
表的是单个选区的特殊性利益诉求袁因而在目标范

围上属于局部曰 而提案人作为该选区的人大副主

任袁提交该议案是其工作职责所在袁具备独立决断

的能力袁属于独立性决断遥不过袁在编码过程中未发

现野局部冶与野依赖冶组合遥 最后袁为了减少编码过程

的误差袁我们进行了多人重复编码袁三位不同编码

者对每条议案逐一编码袁三位编码者的结果相同率

在 91.7%以上袁 因此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袁
不同编码的案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最后

的编码值遥

表 2 基于职业与教育背景的提案编码

在对议案逐条编码后袁需要对有多重提案的代

表的最终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进行整合遥 具体方

式是对所有提案的数值进行求和袁再除以该代表的

总议案数袁 基本公式为 A=(a1+a2+噎+an)/n,J=(a1+
a2+噎+an)/n遥 例如袁如表 3 所示袁范谊代表总共提

交了 6 条议案袁将每条议案的编码值按如上公式计

算袁 便得出该代表的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的最终

编码值分别为 0.667 与 0.333遥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袁本文建立了 595 位提案代

表的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数据库遥第三个步骤便是

对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两个变量进行交叉列表和

散点图分布分析袁以此呈现 595 位提案代表在目标

范围和决断依据两维矩阵中的分布情况袁进而判别

595 位提交议案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提案 代表 职业 专业

关于修改土地管
理法第 4748 条的

议案
蒋婉求

盐城鲁迅艺术
学校副校长袁一

级作曲

江苏省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汉
语言文学专业

整体 依赖

关于制定金融控
股公司法的议案

胡平西
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党委
副书记尧行长

中南财经大学
金融学专业

整体 独立

关于请求授予福
建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对于平潭综
合实验区特别立

法权的议案

庄先

民革中央常委尧
福建省主委袁福
建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中央党校 局部 独立

无 / / / 无 无

编码

目标范围 决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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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提案代表编码整合示意表

四尧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

笔者利用交叉列表与散点图作为统计工具袁分
析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目标范围与

决断依据的总体情况遥表 4 呈现的是目标范围与决

断依据两变量的交叉列表分析结果 渊限于篇幅袁表
中只展示了部分重点数据冤遥从数据分布情况来看袁
主要呈现了两大特点袁一是集中分布在野目标范围冶
为 1 的行以及野决断依据冶为 1 的列袁即主要集中分

布在交叉列表的最底行与最右列曰二是数据呈现三

角集中分布的趋势袁主要分布在左下与右上对角线

的下方三角区域遥

表 4 目标范围与决断依据的交叉制表渊部分冤

如下图 2 所示袁目标范围渊aimes_model冤与决

断依据渊judgment_model冤两变量的散点分布图可以

更为直观地展示 595 位提案代表的分布情况遥 第

一袁 数据分布总体上呈现了三角形分布的状况曰第
二袁从象限分布情况来看袁提案代表集中分布在 I尧
II尧IV 象限袁 而在 III 象限则完全没有数据分布曰第
三袁从密集程度来看袁提案代表重点分布在最上行

渊judgment_model=1冤尧最右列渊aimes_model=1冤以及

IV 象限渊右下区域冤袁尤其是 IV 象限的分布最为密

集曰第四袁从单个分布点的情况来看袁提案代表在

渊1袁0冤尧渊0袁1冤与渊1袁1冤三个点的分布最为集中遥 表 5
列出了 6 个关键的重叠分布数据袁其中重叠次数最

多的三个点分别是院渊1袁0冤 为 206 个袁渊0袁1冤 为 76
个袁渊1袁1冤为 145 个遥 这其实也表明袁595 位提案代

表集中分布在该三点袁 三点共计 427 位提案代表袁
占总提案代表数的 72.8%遥

图 2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行为模式散点分布图

表 5 关键重叠分布数据

根据上述交叉列表与散点图的分析袁并结合雷

费尔德所发展的 8 种代表行为模式袁本文认为袁全
国人大 595 位提交议案代表主要呈现了三种履职

行为模式袁即人民公仆尧柏克式受托人以及专业人

士遥

渊一冤人民公仆

分布在散点图第 IV 象限中的代表袁代表着整

代表 提案 职业 专业
目标范围
渊议案冤

决断依据
渊议案冤

目标
范围

决断
依据

范谊

关于制定住宅法的
议案

致公党浙
江省副主
委尧宁波
市主委袁
宁波市政
协副主
席袁宁波
大学外语
学院院长

云南大
学外文
系英语
语言文
学专业

1 0

0.667 0.333

关于修改高等教育
法的议案

0 1
关于修改教师法的

议案
0 1

关于制定烟草控制
法的议案

1 0
关于制定儿童福利

法的议案
1 0

关于制定烟花爆竹
控制法的议案

1 0

决断依据渊judgment_model冤
合
计.000

.
091

.
167

.
200

.
250

.
286

.
333

.
400

.
429

.
500

.
600

.
667

.
750

.
833

1.0
00

目
标
范
围奏aimes_model揍

.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6 76

.25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0 2 4

.4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500 1 0 0 0 0 0 0 0 0 6 0 0 0 0 13 21

.60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2

.667 0 0 0 0 0 0 3 0 0 0 0 0 0 1 5 9

.750 0 0 0 0 2 0 0 0 0 0 0 0 1 0 4 7

.77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800 0 0 0 3 0 0 0 1 0 0 0 0 0 0 1 7

.833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5

.857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4
1.00
0 206 3 1 2 7 2 10 2 2 19 4 10 3 1 145 434

合计 208 3 3 5 9 3 13 4 3 25 6 12 4 4 250 595

决断依据渊judgment_model冤
0 0.5 1

目标范围
渊aimes_model冤

0 0 0 76
0.5 1 6 13
1 206 19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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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或者说普遍性的利益袁但提案多依靠他人的依

赖性决断提出袁且一般很少对具体选民的偏好作出

回应袁本文将此类特征的代表行为模式称为人民公

仆式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比如袁蔡奇代表作为杭州市

市长袁提交了 13 条议案袁每条议案代表的都是普遍

性的全国利益袁但所提议案的性质与其自身职业和

教育背景都难以发生关联袁 都为依赖性决断的结

果遥 可以说袁蔡奇代表呈现的是典型的人民公仆式

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人民公仆模式的代表共计 275
位袁占总提案代表人数的 46.22%渊见表 6冤遥其中分布

在渊1袁0冤点上的代表为 206 位袁占该模式的 74.91%遥
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袁在 275 位人民公仆类型代表

中有 182 位渊66.18%冤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尧村
渊居冤委管理者尧解放军与武警或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的体制内成员譼訛遥 因此袁人民公仆代表中的大部分

原本就是体制内的人民公仆袁人民公仆式代表的行

为实则是体制内人民公仆身份在人大代表履职过

程中的自然投射袁或者说是野双重公仆身份冶叠加使

然遥

渊二冤柏克式受托人

分布在散点图第 I 象限中的代表袁大多基于自

身教育与职业背景袁就全国普遍性的问题进行自主

性决断提案袁很少对具体选民的偏好作出回应遥 本

文将呈现此类特征的代表行为模式称为柏克式受

托人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比如袁王翠凤代表作为安徽

省司法厅副厅长袁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专业袁所提

交的野关于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袁建立未成年人

刑事司法制度的议案冶尧野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议

案冶与野关于修改监狱法的议案冶三条议案都与她的

工作与专业高度相关袁而且所提议案关注的均是全

国普遍性问题遥 因此袁王翠凤代表呈现的是比较典

型的柏克式受托人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柏克式受托

人模式的代表共计 192 位袁 占总提案代表人数的

32.27%渊见表 6冤遥 其中分布在渊1袁1冤点上的代表为

145 位袁占该模式的75.52%遥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袁
在 192 位柏克式受托人代表中有 123 位渊64.06%冤
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尧村渊居冤委管理者尧解放

军与武警或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体制内成员遥与同

为体制内成员的人民公仆代表不同袁柏克式受托人

代表有着更为野专业性冶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袁多
为野技术型官僚冶袁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体

制内生存袁精通各自工作领域的业务袁能通过自主

性决断代表整体性利益遥

渊三冤专业人士

分布在散点图第 II 象限中的代表袁代表着局部

的或特色行业或地区的利益袁提案多为自主性决断

的结果袁且能够比较好地反映民众需求譽訛遥 这些专

业人士一般为企业家尧教授尧医生尧科技人员等专业

技术人员袁具备特有的知识与工作背景袁因此多围

绕自身所在领域的问题自主性地提交相关议案遥
本文将呈现此类特征的代表行为模式称为专业人

士式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比如袁段玉贤代表毕业于河

南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袁担任河南省洛阳栾川钼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袁所提交的

野关于修改矿产资源法的议案冶代表局部性渊行业

性冤利益袁属自主性决断的提案行为遥 因此袁段玉贤

代表呈现的是较为典型的专业人士的履职行为模

式遥 专业人士模式的代表共计 88 位袁占总提案代

表人数的 14.79%渊见表 6冤遥 其中分布在渊0袁1冤点上

的代表为 76 位袁占该模式的 86.36%遥 进一步统计

分析发现袁在 88 位专业人士代表中有 44 位渊50%冤
身为企业单位管理人员尧专业职称技术人员或民间

组织管理人员袁这些代表有着较强的专业与行业属

性袁尤其是身为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代表袁作为该

行业的专业人士袁多就自身行业内的利益需求进行

自主性提案遥

表 6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行为模式分布表

注院中间值为决断依据渊judgment_model冤=0.5 或目标

范围渊aimes_model冤=0.5 的所有值袁即散点图中两条中间

分界线上的所有分布点遥在计算代表在不同模式的分布数

量时袁没有将中间值计算在内遥

行为模式 频数 百分比

人民公仆 275 46.22%
柏克式受托人 192 32.27%

专业人士 88 14.79%
中间值 40 6.72%
合 计 5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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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尧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业尧教育

背景与提案数据的分析袁回应了学界关于人大代表

履职行为模式的论争遥 研究发现袁全国人大代表在

履职过程中呈现的既非单纯代表整体性利益的受

托人角色袁也非单纯代表特定选区或行业利益的代

理人角色袁 同样也不是混淆不清的综合角色遥 595
名提案代表清晰呈现了人民公仆尧柏克式受托人与

专业人士三种履职行为模式遥而且不论何种模式的

代表袁他们的个体属性在其履职行为中都或多或少

有所投射遥代表的职业与教育背景等个体属性影响

着代表提案的目标范围和决断依据两方面的偏好袁
进而型塑着代表的履职行为模式遥 不过袁需要指出

的是袁人大代表个体属性对履职行为的影响在现实

经验中可能会受到人大机构内部的组织尧规则与程

序等因素的干扰遥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十

一届全国人大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595 名

代表所提交的 2493 个议案袁还有将近 4/5 的代表没

有提案袁但未提案并不能说明代表未履职或消极履

职袁参会尧投票尧考察尧建议与批评等也是履职行为遥
所以本研究只是呈现全国人大提案代表的履职行

为模式袁不能反映全国人大代表的整体情况遥因而袁
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能推及到整个全国人大遥

此外袁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

展开对话遥 从理论层面来看袁本文的研究结论与西

方的代表理论存在一定的契合性袁且能在一定程度

上修正西方代表理论遥 一方面袁 全国人大代表的

野人民公仆冶模式和野柏克式受托人冶模式与雷费尔

德所建构的理想类型模式在三大指标方面都存在

较高的契合性袁这也表明代表理论具有一定的普适

性特征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全国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

产生的袁代表很难与选民直接发生联系袁西方代表

理论据此否认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存在联系遥但本

文关于野专业人士冶的代表履职行为模式的研究结

论表明袁在间接选举的模式下袁人大代表与民众之

间也能建立起良好的联系袁换言之袁选举并非建立

代表与选民联系的唯一来源和方式袁这在一定程度

上修正了西方代表理论遥

从实践层面来看袁本文的研究结论至少存在以

下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遥 首先袁体制内成员的人大

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遥
在 275 位人民公仆代表中有 182 位渊66.18%冤是体

制内成员袁 而在 192 位柏克式受托人代表中则有

123 位渊64.06%冤同类体制内成员遥 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执政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项基本政治文化是袁所有

野干部冶渊体制内权力掌握者冤 都有责任代表人民的

利益[22]遥 这些体制内成员的代表袁不论提案是否为

自主性决断袁 都在通过不同的提案践行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袁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遥 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所指出的

那样袁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尧各级国家机关都要以

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袁切实增强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责

任感袁始终把实现好尧维护好尧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作为人大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各级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袁不论做什么工作袁说到底

都是为人民服务冶[23]遥
其次袁专业人士代表的提案更接野地气冶遥 专业

人士多为来自各行业的一线工作者袁 如企业家尧教
授尧医生尧科技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袁他们掌握着特

有的专业知识袁不仅熟悉所在行业的业务袁还能深

入理解社会问题袁而且更接近民众袁能与民众发生

更多的直接联系袁此类代表多围绕自身所处领域的

熟悉问题自主性地提交议案遥 因此袁他们所提交的

议案比野人民公仆冶与野柏克式受托人冶两种模式的

代表所提议案能更多地回应民众现实诉求袁凸显各

自领域内亟需解决的问题遥 这也启示人大实务工

作者袁如果从提升代表履职绩效尧增强回应性的角

度来看袁可以通过扩大基层人大代表的比例来优化

人大代表结构遥
再次袁人大代表辅助机构对提升代表履职绩效

具有重要意义遥 如前所述袁人民公仆模式代表占到

总提案代表人数的 46.22%袁可见该模式代表在人大

机构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遥 但此类代表的提案具有

较强的依赖性袁多数提案是在秘书或其他助手的协

助下完成的袁否则代表本人很可能没有时间或精力

在人大机构中发挥人民公仆角色遥 这也从侧面启

示人大实务工作者袁人大代表的辅助机构渊如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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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服务中心尧人大代表工作室等冤对提升代表履

职绩效具有重要作用袁 应加强这类辅助机构的建

设遥 而在实践中袁近年来各级人大对辅助机构建设

的重视也印证了这一观点遥

注院
譹訛 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 4 种身份取向院 代表所在选区利

益曰代表所在单位尧部门尧行业渊届别冤的利益曰代表全体

人民的利益以及代表自行判断与选择所要代表的利

益遥
譺訛 安德鲁窑雷费尔德认为代表履职行为偏好背后蕴含着

3 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院第一袁从代表的目标范围渊Aims冤
来看袁代表应该追求整体利益还是局部利益渊国家尧选
区尧利益集团还是个人的利益冤钥第二袁从代表的决断依

据渊Source of Judgment冤来看袁代表应该依据其个人意

志还是第三方意志进行决断钥第三袁从代表对选民的回

应渊Responsiveness冤来看袁代表应该具有更多还是更少

的回应性钥
譻訛 数据来源院 代表职业背景来源于中国人大网院http://

www.npc.gov.cn/delegate/delegateArea.action曰 议案资料

来源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叶关于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 1-5 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

的报告曳袁http://search.npc.gov.cn:7000/was40/search?cha-
nnelid=13334&templet=outline_cms_cwhgb.jsp.

榆 结合已有研究对人大代表职业构成的分类袁 可将人大

代表的职业构成划分为村渊居冤委管理者尧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尧解放军与武警尧矿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尧民间

组织管理者尧农业从业人员尧企业单位管理人员尧事业

单位管理人员尧商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尧专业职称技术

人员十大类型遥 其中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尧村渊居冤委管

理者尧 解放军与武警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是比较典型

的体制内成员遥
譽訛 需要注意的是袁本文没有将目标范围为局部利益与决断

依据为独立性决断的模式界定为野少回应性冶下的野志
愿者冶模式袁而是界定为野多回应性下冶的野专业人士冶模
式遥 这是因为袁 专业人士多为来自各行业的一线工作

者袁深入基层袁更接近民众袁他们所提交的议案比野人民

公仆冶与野柏克式受托人冶两种模式下的代表所提交的

议案能更多地回应民众诉求袁 因此分布在该区域的代

表与雷费尔德所言的野专业人士冶模式更为契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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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ersonal Attributes and
Performance Behavior of NPC Deputie

LIU Le-m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re is an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s and performance behavior patterns of

NPC deputies. Using the data of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nature of the proposal of the
11th NP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ross list and scatter chart, it is found that 595 proposal deputies present three kinds of
performance behavior patterns: Civil servants, Burkean trustees and Professionals. The interaction of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 influences the preference of the proposal in two
aspects of Aims and Source of Judgment, and the latter two jointly shape the behavior mode of deputies. Direct elections
are not the only way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deputies and voters. In the indirect election mode of the NPC,
deputies to the NPC can establish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nd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connection with the people
through their own professional. More than 60% of the deputies of Civil servants and Burkean trustees are cadres within the
system, they play a mainstay role in the Legislature. The proposals made by the deputies of entrepreneurs, professors,
doctor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l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from the grass-roots are more grou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performance and responsiveness, expanding the proportion of grassroots deputies is an optional
way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deputies to the People爷s Congresses. The deputy爷s performance of Civil servants is highly
dependent,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deputy爷s performance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ssistant organization.

Key words: People爷s Congress Deputies; performance behavior pattern; Civil servants; Burkean trustees;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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