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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局势动向及执政党面临的挑战
尽失国会三分之二的席位，失去对国家立法机构的主导权，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遭遇执政
以来最大的威胁。马杜罗要想通过2016年信任公投，还面临诸多挑战。

■   袁东振／文

2015 年 12 月 6 日委内瑞拉举行国会选举，反对派“民主团结联盟”获三分之

二多数席位。执政的统一社会主义党受重创，

自执政以来首次失去对国家立法机构的主导

权，遭遇严重政治挫折，执政地位受到严重

威胁。国会选举后特别是 2016 年 1 月新一

届国会组成后委局势动态及执政党面临的挑

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委内瑞拉执政党

陷入严重治理困境

国会选举的失利，表明执政的委内瑞

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治理困

境。

一、执政党社会和群众基础不断削弱

作为执政党，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未能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

和社会难题，没有能力化解日益加剧的经济

危机及其所产生的严重社会后果，致使党的

社会和群众基础不断削弱，在投票箱中受到

“惩罚”，失去对国家立法机构的主导和控制。

经济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严重社会后果，

引发委内瑞拉社会各界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前些年，得益于国际高油价带来的巨额收入，

▲ 2015年12月7日，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首

都加拉加斯就选举结果

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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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国内消费、社会总需求和公共支出

均有大幅增加；在一系列大规模社会

计划和工资不断增长等刺激性政策有

力拉动下，经济有较快增长。2013 年

以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国际油价持

续走低影响，委出口锐减，经济持续

下滑。2015 年委出口下降 49%，经济

出现 7% 负增长。与此同时，债务负

担增加，货币大幅贬值，国际储备减

少，通货膨胀率持续攀高。相关机构

认为，委通胀率将从 2013 年 56% 飙

升至 2015 年 150% 以上。

经济衰退和危机的社会影响虽有

一定滞后性，但其后果已在委内瑞拉

明显表现出来。经济增长下滑导致财

政收入减少，社会支出捉襟见肘，一

些社会福利计划受到负面影响。经济

衰退还导致失业率攀升，当前委失业

率高达 10.4%，居南美地区前列。通

货膨胀急速上升造成生活成本增加，

居民购买力下降，生活质量下降，贫

困现象反弹。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供

应短缺现象长期得不到缓解，暴力犯

罪现象难以遏制，恶性治安事件频发，

社会不安全感加剧。执政党和政府已

经拿不出治理上述各种难题的有效手

段。

二、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受

到损害

查韦斯执政期间，积极倡导“玻

利瓦尔革命”，大力推行国有化、土

地改革、建立合作社和国家干预。这

些政策虽饱受争议，但执政党当时凭

借巨额石油收入，实施大规模亲民政

策，极大改善了中下社会阶层和“边

缘”群体的生活条件，增强了执政党

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马杜罗作为

查韦斯“钦定”接班人执政后，因缺

乏查韦斯那样的个人魅力，执政能力

受到不少质疑。更为重要的是，马杜

罗接班后不久，就遭遇国际油价持续

下降，导致委经济持续下滑。日用

生活品极度缺乏和民众生活条件恶

化，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迅速扩展，并

在 2014 年演变成长达数月的大规模

抗议活动，执政党和马杜罗总统本人

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此后，马杜罗

政府未能采取切实手段疏解民众不满

情绪，连过去不少曾坚定支持执政党

及其政府的民众、执政党内部的部分

成员也对马杜罗政府解决国家难题的

能力表示怀疑，造成政府和执政党民

意支持率持续走低。本次国会选举前，

马杜罗总统的支持率仅为 24%，比其

2013 年上任时下降 30% ；80% 的民

众对国家经济状况不满，65% 的民众

对政府执政业绩不满。由于执政党的

合法性基础不断受到损害，在国会选

举中失利也顺理成章。

三、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执政地位

受到严重威胁

委内瑞拉反对派与执政党的对抗

由来已久。早在查韦斯执政时期，反

对派就一直要求执政党改变现行政治

经济社会模式，并试图推翻政府。在

“后查韦斯时代”，反对派抓住执政党

失去“领袖”的时机，指责马杜罗无

能，并在 2013 年总统选举和地方选

举中与执政党展开全面较量，缩小了

与执政党的实力差距，给执政党造成

巨大威胁。2014 年委内瑞拉一些城市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反对派

利用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频频向政

府发难，试图逼迫马杜罗下台，捞取

巨大政治利益。此后，反对派领导人

从幕后走向前台，挑动学生、工人和

教师罢工及示威游行，败坏执政党声

誉，煽动对政府的不满，给政府制造

难题。在本次国会选举中，反对派近

30个政党组织再次实现联合，在反对

执政党和政府问题上达成共识，利用

民众对经济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攻

击执政党的施政方略，赢得广泛社会

同情，最终赢得对立法机构的主导权，

对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执政地位造成现

实威胁。

委内瑞拉政治生态

及政局变化新趋势

执政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

失去对国家立法机构的主导和控制，

不仅会影响委国内政治格局和政局动

向，也将对拉美地区政治生态产生深

远影响。

一、委内瑞拉国内政治生态趋于

均衡化

国会选举和新一届国会组成之

后，委反对派和执政党的力量对比和

政治影响力将更加均衡化。执政党虽

丧失国会多数席位，但仍拥有强大政

治资源。该党有数百万党员，仍是委

规模最大政党，在司法机构和地方政

权中保持明显优势，掌控全国 23 个

州中 20 个州长职位。反对派联盟虽

在国会占多数席位，但有许多致命弱

点。“联盟”由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构成，组织性差，成分复杂，虽在反

马杜罗政府方面有共识，但内部政见

不一，利益碎片化，随时都可能发生

分裂。“联盟”反对现政府政策，但

既缺乏切实有效的政治纲领，也没有

提出可行的替代治理方案，尚没有做

好取代执政党的完全准备，仍缺乏完

全取代马杜罗政府的能力，没有在未

来总统选举中取胜的绝对把握。随着

双方实力和影响力趋于均衡，反对派

对执政党的制约和掣肘增强，但短期

内两大阵营对垒的政治生态格局仍难

突破。

二、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冲突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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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攀升

反对派获得国会主导权，极大

地增强了其与执政党抗衡的实力和手

段，双方博弈力度势必增大。按照相

关法律，反对派获得国会三分之二多

数席位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话语权

和决策权增强，其中包括：将政府缔

结的国际协议、条约或协定诉诸公投；

召集以制定新宪法为目的制宪会议；

提名和罢免最高法院法官、总检察长、

总审计长、护民署长等；经最高法院

批准提名和任命选举委员会成员；修

改宪法和相关法律；弹劾和罢免政府

部长和副总统。可以预见，反对派主

导的新一届国会将在修宪、释放被关

押的反对派领袖、对马杜罗总统信任

公投等问题上与执政党激烈博弈；双

方在国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经济

社会政策和对外政策优先选择等问题

上将展开新一轮争斗，甚至会提前预

演 2018 年总统选举。所有这些，势

必会增加委内瑞拉政治冲突的风险，

加剧政局的不稳定性。

三、委内瑞拉政局变化影响拉美

地区政治生态

1999 年查韦斯上台执政被认为

是拉美新一轮左翼崛起的重要标志，

此后，左翼力量相继在巴西、阿根廷、

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多国

执政。十几年来，委内瑞拉执政党推

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在拉美引起

广泛影响，对拉美其他左翼执政党的

政策有较强影响力和引导力。在委内

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执政以来首次失

去国会主导权的同时，阿根廷左翼政

党联盟“胜利阵线”连续 12 年的执

政周期被终结，巴西劳工党陷入治理

困境，不少左翼政府支持率也有所下

降。如果当年查韦斯上台执政是拉美

新一轮左翼崛起的重要标志，此次委

执政党国会选举失利或许会成为拉美

地区政治钟摆“左转”出现转向的重

要标志。

委内瑞拉执政党国会选举失利，

也会对拉美地区政治生态格局产生重

要影响。在反对派取得对国会的主导

权后，委执政党通过“革命外交”、“玻

利瓦尔美洲联盟”和“加勒比石油计

划”等推动与拉美左翼政府合作的做

法将受到极大掣肘。拉美左翼政府从

委获得物质和财力支持的力度会有所

减少，其执政难度将有所加大，促使

拉美左翼陷入“下行期”，进而影响

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格局。

委内瑞拉执政党

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失去对立法机构控制权后，委

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面临的挑战更

为严峻，如不能有效应对，将对其执

政前景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一、执政环境恶化的挑战

即使 2016 年马杜罗总统能平安

2015年12月

7 日 凌晨，

在委内瑞拉

首都加拉加

斯，反对党

联盟成员在

总部庆祝选

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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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信任公投，也将在日益复杂和不

利环境下艰难地完成剩余任期。当前

委执政党已经失去查韦斯时期那种相

对有利的执政环境，不再拥有当时的

重要政治资本。查韦斯时期，统一社

会主义党处于上升期，与主要左翼政

党结成稳固联盟，控制着国会、司法

机构、多数地方政权和基层组织，政

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十分牢固。当时，

国际油价不断攀升，委经济增长较快，

2004—2008 年年均增长达到 10%。执

政党实施民众主义倾向和亲民的社会

政策，赢得广泛社会支持，反对派社

会动员空间受阻，一直未能对执政党

形成真正威胁。然而，2014 年后，执

政党的执政环境日益艰难，尽管已全

力应对日益加剧的经济、政治及社会

难题，但成效不佳。在反对派赢得国

会主导权后，执政党的执政环境将更

为艰难。马杜罗总统平静地接受了执

政党国会选举失利的结果，期盼能平

安度过剩余任期，实现国家平稳过渡。

二、各种经济难题的挑战

委执政党需要应对的经济难题主

要有三个。一是尽快使国家走出经济

危机。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国际油

价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加上委石油

生产能力有限，该国经济短期内难以

走出衰退阴影。委执政党此前在选举

中多次取胜，基本发生在经济上行期。

自 2014 年经济下行后，执政党支持

率一路下滑，最终导致国会选举失利。

如果不能消除经济衰退风险，必将给

执政党执政增添新难度，在 2016 年

可能的信任公投和 2018 年总统选举

中处于不利地位。二是纠正现行经济

政策弊端。统一社会主义党推行国家

干预经济的激进政策，限制了私人投

资积极性，造成国内市场混乱，生产

性投资严重不足；激进的国有化政策

造成企业生产率偏低，食品、物资、

电力供应紧张，财政赤字攀升。如不

能有效纠正政策弊端，执政党的执政

地位将受到进一步威胁。三是实现经

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委经济长期存在

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

问题。在最近一轮经济高增长周期内，

委没有适时调整经济结构，反而更加

依赖石油产业，当前 96% 的出口收

入来自石油。一旦国际油价下跌，委

国内经济就会遭到严重冲击。能否调

整经济结构，摆脱对石油产业的过度

依赖，是委执政者需要应对的中长期

挑战。从当前情况看，无论是尽快走

出经济危机、纠正政策弊端，还是实

现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难度都很大，

很难一蹴而就。

三、调整社会政策的挑战

如前所述，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

义党执政期间，凭借巨额石油收入，

推行民众主义社会政策，不断扩大社

会开支，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食品、

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然而，随着

油价持续走低，以及经济陷于停滞和

危机，上述社会政策陷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执政党越来越缺乏实施上述

政策的财政手段和物质能力。另一方

面，如果放弃现行社会政策，将进一

步丧失中下社会阶层支持，损害其执

政的合法性。目前，委政府在经济困

难、资金和财力不足的条件下，仍继

续坚持现有基本社会政策，保留原有

社会福利水平。如何在尽量不丧失中

下阶层支持的前提下，对现有社会政

策进行适时调整，是委执政党不可回

避的挑战。

四、顾及反对派合理诉求的挑战

长期以来 ,委执政党与反对派因

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不同，时常发生

激烈争论与对抗。前者主张“超越资

本主义”，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强

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严格管理金融

和外汇。后者主张消除“国有化恐惧

症”，实现国有公司“去政治化”；建

立投资者信心，实现经济稳定。此次

反对派获得国会主导权后，势必将进

一步强化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

求，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与执政党放手

一搏。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执政地位

优势，在顾及反对派合理诉求的前提

下有效施政，避免发生激烈政治冲突，

维护稳定大局，既是执政党面临的挑

战，也是对执政党执政智慧的考验。

五、维护执政党团结的挑战

国会选举失利增加了执政党内部

出现分歧的风险。在查韦斯逝世后不

久，外界就有执政党领导层矛盾和权

力争斗的传言。然而，作为查韦斯“接

班人”的马杜罗逐渐得到党内核心层

认可和支持，2014 年执政党召开“三

大”，最高领导层顺利换届，化解了

党内分裂的风险。本次国会选举失利

后，马杜罗宣布将召开党全国代表大

会特别会议，加强党的团结，制定新

时期的“新战略”和“行动战略”。然而，

统一社会主义党立党时间尚短，党内

成分复杂，其中不乏机会主义分子。

随着国内形势趋于复杂，党的领导层

已在政策问题上发生分歧，前计划部

长希奥尔达尼等人曾公开指责马杜罗

缺乏领导才能，打击腐败不力。本次

国会选举失利进一步加剧了执政党发

生内部分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发

生，将会严重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在

内外环境持续恶化和执政压力增大的

情况下，加强党的团结是执政党必须

应对的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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