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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过去 20 年中，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都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变化。人口的老化、
信息通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变迁、迅速的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势不可挡
的兴起、更复杂社会的茁壮成长，都反映了变化的趋势，而在中国表现得尤为强烈。
政党如何应对这些社会变化？有关变化趋势对政党组织结构是否产生着影响？政党如
何回应党员、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参与要求？新媒体及现代通讯方式如何改变着政党内
部的关系，以及政党与总体社会的关系？当我们考察现代社会及其政党时，自然会关注到
这些问题，当然，此外也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就西方的政党而言，情况看来并不很妙。据对主要是欧洲和美洲 25 个国家的抽样调
查 ， 被调 查 者中 ，表示 对 政党 “ 信心 较大” 或 “信 心 很大 ”的人 占 到不 足 20% 。
(www.worldvaluessurvey.org) 公民对政党信心不足表现为：选举的波动性在不断放大，缺
席选举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党的党员人数在继续减少。因此，政党很有必要对这样的“不
利气候”作出应对，并争取适应和驾驭上述变化趋势。尤其重要的是，政党应当遏制人们
经常哀叹不已的“参与危机”，这种危机既指的是政党自身组织中的参与危机，也指的是
政党与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危机。
几乎所有欧洲政党近年来都致力于内部组织改革，借以促进党内民主。这些政党中，
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去年 12 月通过党内公投，决定是否与基民盟进行大联盟；荷兰自由民
主人民党从 2006 年以来，让党员通过投票不仅决定首要的候选人，而且决定所有候选人
在党内的拟任职位。这些做法基本上可被视为前景看好的实验，从长远看它们是否会导致
更多的参与、吸引更多的党员、促进更多样的党内民主，尚有待观察。由于党员人数的减
少已成政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切实可行的招募战略，特别是在老龄化社会中对
潜在年轻人的招募，是大多数西方政党的另一个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目前并不存在党员招募的问题，也不缺少年轻党员，但推进党内民主也是
党的要务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提出了这一目标。此外，自从习近平履职以来，
可以见到在不断努力打击党内的腐败和奢靡问题，并在努力加强政党官员的廉洁及政党事
务的透明。就促进党内民主和透明而言，互联网和新媒体可以成为颇为有用的工具。
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各利益集团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声音会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
共同点，即都希望让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的政治进程。仅在中国，
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即超过 50 万个，其数量和影响力还在成长。这些非政府组织从事的工
作涉及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健康卫生、公众教育等，这一点与西方的类似组织相同。因
此，颇为重要的是，应当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的这种巨大能量和资源，找到恰当的方法将它
们导入决策过程中。
“社会转型 — 政党转型”国际会议由上海行政学院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
海办公室联合主办。本次会议将为来自双方包括中国以外的学者和官员提供一个平台，就
上述趋势和问题交流想法并分享经验。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展现不同政党和不同国家的最佳
实践，鼓励就党内民主及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方面的成功形式展开深入探讨。
特别提示：
 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汉语，会议全程提供英汉同声传译服务。
 除主旨讲演外，会上每一正式发言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建议所有发言者发言时使用 PPT，因需译成汉语，请在 9 月 3 日前递交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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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星期二，2014 年 9 月 23 日
07:00 - 08:30

外省市参会者早餐（海兴大厦一楼中餐厅）

08:20 - 08:45

市内专家会议报到（海兴教学楼 201 会议室）

08:50 - 09:00

会前合影（海兴教学楼一楼大厅）

09:00 - 09:10

开幕式
主持人：刘宗洪，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建党教研部主任、政党研究所所长、教授

5 分钟

欢迎致辞，王国平，上海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5 分钟

欢迎致辞，史丽娜 (Catrina SCHLAEGER)，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
办公室主任

09:10 - 10:45

第一场：社会变迁、技术创新和政党认同 —— 中国与西方的最近趋势
讨论的问题包括：
• 过去20年中中国与西方社会发生了哪些根本的变化？
• 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着政党，如何影响着政党和政治制度的生态？
•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如何改变着政界人士及其政治议程？
• 在数码时代与政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变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

主持人：刘宗洪 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建党教研部主任、政党研究所所长、教授
20 分钟

发言人 1：刘红凛博士， 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教授，上海市党建创新研
究基地负责人与首席专家
“信息化发展、社会变革与政党变革——中国大陆情况”

30 分钟

发言人 2：拉契尔·吉卜森 (Rachel GIBSO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卡西马什
社会研究及政治学学院教授
“社会的和技术的趋势及其对西方政党的影响”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何明生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
师（点评中方发言）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周淑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人民大学政党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点评外方发言）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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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 - 11:00

11:00 - 12:30

茶歇

第二场：改造政治沟通方式：媒体化与公共关系的新形式
讨论的问题包括：
• 政治的个人化和媒体化：这些趋势如何影响着政治人士/政党与公众的关
系？
• 政治人士的形象打造与公共关系：努力可嘉还是徒劳无益？政治人士如何
使用新媒体来打造自身形象？
• 使用包括网站、邮件、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技术，是否可以有效地改善与
公众的沟通，并从公众那里获得决策建议？
• 哪些东西妨碍着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
• 政党如何才能收集公众意见？

主持人：史丽娜（Catrina SCHLAEGER）,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协调项目
办公室负责人
20 分钟

发言人 3：王建华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互联网时代的政党与社会沟通——基于中国情境的现实观察与理论思考”

20 分钟

发言人 4：莫里斯·弗吉尔 （Maurice VERGEER），荷兰内梅亨拉德伯德大
学传媒系助理教授
“新媒体，新的参与式政治？——政治的个人化和媒体化”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黄金辉博士，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点评中方发
言）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伍刚博士，中国广播网副总裁、高级编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访问学者。（点评外方发言）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12:30 - 13:45

13:45 - 15:10

午餐：海兴大厦多功能厅三楼

第三场：党内结构的改造
讨论的问题包括：
• 一直以来在出现哪些党内民主的新形式？
• 新媒体如何影响党内的决策过程？
• 政党的老化——政党利用哪些战略来吸收年轻党员？
• 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有效地接近并争取年轻人？
• 年轻一代的参与方式：就成员的发动而言，政党能从公民社会组织和单一
问题团体那里获得什么启示？
•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反腐运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党员廉洁奉公并遵纪
守法？
• 网络 Web. 2.0 提供了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提高政党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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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孙占元教授，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理论学刊》主编
20 分钟

发言人 5：刘宗洪教授，政党研究所所长、教授，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院
党史建党教研部主任
“党员选票与党内民主——对‘不唯选票’的认识”

20 分钟

发言人 6：久力亚· 桑得利 （Giulia SANDRI），法国里尔天主教大学欧洲
政治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
“加强党员的声音：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新形式与党员参与”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卢先福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点评中方发言）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Kurt Richard LUTHER，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点评外方发言）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15:10 - 15:30

15:30 - 16:55

茶歇 （20 分钟）

第三场（续）：党内结构的改造
主持人：刘红凛博士 ，上海行政学院政党研究所教授，上海市党建创新研究
基地负责人与首席专家

20 分钟

发言人 7：袁峰博士，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内监督、政党自律与政党廉洁”

20 分钟

发言人 8：福尔克·贝斯特 （Volker BEST），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
研究所研究员
“党员的招募：采用现代战略，吸收年轻人，建设一个新生代政党”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周淑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人民大学政党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点评中方发言）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商红日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点评外
方发言）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17:00 - 19:00

招待晚宴：海兴大厦多功能厅三楼，自助桌餐（校领导出席）

5

星期三，2014 年 9 月 24 日
07:00 - 08:30

外省市参会者早餐（海兴大厦一楼中餐厅）

09:00 - 10:45

第四场：改造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讨论的问题包括：
• 不同政治制度下，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会有何区别？利益集团和公民社
会组织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 如何才能将相互竞争的多种利益融入政治过程中？
• 各种政治制度下的政党各与公民社会和利益集团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
• 一段时间以来，公民社会与政党和国家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
推动力是什么？
• 为了实现有效并合法的治理，公民社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具有多大的重要
性？
• 如何调动并利用公民社会的能量和资源？
• 公民是社会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的？政党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主持人：张玉笛 （Judith CHRIST），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 项目经理
20 分钟

发言人 9：延·图劳沃斯基 (Jan TUROWSKI)，南京东南大学副教授
“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西方各异的政治体制及其把
相互竞争的利益纳入政治过程的方法：一项理论概述”

20 分钟

发言人 10：邓伟志，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科协委员，曾任上海市社会
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执政党与社会组织”

20 分钟

发言人 11：托马斯·珀甘特克 (Thomas POGUNTKE)，德国海因里希·海涅
大学杜塞尔多夫政党研究所教授、所长
“变化中的政党-公民社会关系：纽带的侵蚀？”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奚洁人，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上海市党建研究会顾问 （点评中方发言）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西尔维亚·潘诺维诗 (Sylvia PANNOWITSCH)，达姆施塔特大
学政治学院研究员助手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10:45 - 11:00

11:00 - 12:30

茶歇

第四场（续）：改造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主持人：赵刚印博士
副教授

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部副主任、政党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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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

发言人 12：林德山博士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世界政党研
究处处长，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副主任。
“执政与政党功能：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经验的历史思考”

20 分钟

发言人 13：徐世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兼浙江外国语学院拉美所所长
“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沿革：挑战与应对”

8 分钟

评论人之一：姚桓，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北京大
学政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8 分钟

评论人之二： Adams OLOO，肯尼亚内罗比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
任、教授

30 分钟

问答与讨论

12:30 - 12:40

闭幕式

5 分钟

闭幕致辞，周敬青博士 上海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政党研究所副
所长、教授

5 分钟

闭幕致辞，史丽娜 （Catrina SCHLAEGER），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
海办公室主任

12:40 - 13:30

午餐：海兴大厦多功能厅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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