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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问题 

袁东振 

 

内容提要：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20 世纪 3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

为墨西哥带来数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有很

大脆弱性。在 20 世纪 80年代后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墨西哥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

定，体制缺陷进一步暴露，各阶层民众不满情绪增长，有关当局驾驭危机和应对社会矛盾的

能力下降，出现了新的可治理性难题。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提高可治理性的

实现程度，但墨西哥在可治理性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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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可治理性问题有较长的历史渊源。20 世纪 30 年代后革命制度党主导的政治制

度为墨西哥带来数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也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20 世纪 80年代

后，随着经济与社会转型，出现了新的可治理性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墨西哥可治理性问题的

起源，转型时期可治理性问题的特性，以及应对可治理性问题的主要困难。 

 

墨西哥可治理性问题发展的周期性特点 

墨西哥经历了一个从不可治理性到初步可治理性的历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经济政

治转型过程中，又派生出新的可治理性问题，理想可治理性的实现面临新难题。 

一、从“不可治理性”到“初步可治理性”的跨越 

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有较长历史。19 世纪末和 20世纪初，迪亚斯专制统治下的墨西哥

经历了较快经济增长，外贸和税收收入增加 9倍，建立了大批工厂，拥有了“铁路、银行、

重工业、稳定的金融”。然而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却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这种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与日俱增的不平等现象发生在一个对如何缓和这些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或

对政治上发表意见以及解除紧张状态的机会都没有很好准备的政治体系”
①

1910-1917 年革命在推翻迪亚斯数十年专制统治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破坏。“破坏之全

面犹如一场大混乱……绝大部分农业、畜牧业及矿业经济遭到破坏。没有一家革命前建立的

主要银行和报社得以生存”

。社会下层没有

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新兴阶层没有得到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提出了平等和广泛政治参与的

诉求，导致 1910 年革命的爆发。 

②

1917 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可治理性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原则具体体现在国家

作用、宗教与国家关系、土地改革、劳工权利等条款上。但 1917 年宪法颁布后，“国家没有

一天是完全平静的”

。革命过程中 100 万人死亡，政治领袖频遭暗杀，国家经济陷

于崩溃。 

③

墨西哥革命后，一些革命领袖不断探索实现国家稳定和可治理性的途径。在卡列斯倡

议下，1929 年全国 200 多个政党和组织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党（PNR），决 定通过体制化的道

，政治局势仍然动荡，教会与国家处于对抗状态；政治派别林立，暴

力活动成为常态，多位总统遭暗杀；一些人仍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国家仍缺少有效

实施宪法、维护秩序、保障民众权利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可治理性并未实现。 

                                                        
①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34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 
②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第 242 页，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③ （墨）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第 10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路，带领墨西哥走出动荡的恶性循环。该党逐渐发展成官方党，“承担了选择并选举总统以

及确保权力移交而且是和平移交的职责，帮助解决了独立后一直困扰墨西哥的大问题”
①

PRI 主导的政治制度使墨西哥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作为官方党，PRI 全面控制了国

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不仅长期垄断总统职位，还长期控制几乎所有州长职位；总统虽

有“帝王总统”之称，但不得连任，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源于其所担任的职务和官方党，而

不是来源于个人；选举一直按期举行，权力和平移交。这种制度数十年的经济、政治、社会

相对稳定提供了保障。 

。

1938 年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PRM），党内设农民、工人、人民和军人 4 部，工农兵和中间

阶层均被纳入政党体系，党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各社会阶层的控制能力空前增强。1946 年改

名为革命制度党（PRI），取消军人部。通过建立和巩固官方党的手段，墨西哥基本消除了政

治和社会动荡的困扰，确立了“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进行统治的”体制。 

二、“初步可治理性”的相对脆弱性 

在 PRI 长期执政期间，虽然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初步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不仅相

对脆弱，而且还不断孕育新的可治理性难题。 

PRI 主导的体制具有保守和僵化的弱点。例如，虽然实施三权分立，但立法和司法机构

作用不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徒有其名，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职能，国家权力机构

严重不对称；墨西哥虽实行联邦制度，但州级事务完全受官方党和联邦政府控制，缺少应有

的自治和自主能力，联邦制度有名无实；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由少数人控制，缺乏透明度。 

在僵化的体制下，逐渐形成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的特权上层人物占有了国民收入

的大部分”，在革命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执政党及其所代表的

政治制度逐渐失去社会基础和合法性。 

越来越多的人对日益僵化和保守的体制不满，变革诉求不断增长。早在 20 世纪 50年代

初PRI党内就有人想把民主的做法引入总统提名进程，主张纠正政府的腐败行为；1958-1959

年铁路工人罢工，提出政治变革要求；1968 年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学生运动被镇压后，

一些人特别是知识界“开始对青年发动如此残酷镇压政权的基本合法性提出质疑”
②

执政党内不断出现分歧甚至分裂。早在 1940 和 1946 年，党内就出现分裂，1952 年由

于对总统候选人推选有分歧再次出现分裂，并在党内逐渐形成许多派系

，有人

甚至转向了暴力，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出现了反政府游击队。 

③

由于“初步可治理性”具有相对脆弱的特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经济社会转

型过程中，隐藏的可治理性问题表面化，并出现了新的可治理性难题。 

。80 年代后，党

内斗争趋于激烈，导致公开的组织分裂。1986 年，以夸特莫克·卡德纳斯和穆尼奥斯·莱

多为首的一批PRI领导人，宣布成立“民主革新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统和党的首脑。“运

动”认为，总统的经济政策是反宪法的，保护了金融资产阶级，使人民群众贫困化，并给右

翼政党可乘之机；应立即纠正“中央集权、通货膨胀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政策”，重新制定

民族经济发展战略，恢复早期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政策。“运动”提出，应对国家政治生

活的方式进行深刻改造；党的各级候选人不应由总统和上级指定，而应民主地从基层自下而

上选举产生。1987 年“运动”一派被开除出党后，党内又陆续发生几次分裂，党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受到严重损害。 

 

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难题的回归 

20 世纪 80 年代后墨西哥经济开始转型，出口导向取代进口替代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发

                                                        
① 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第 244 页。 
②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第 132 页，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各国政党》，第 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展模式，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为市场干预所取代，内向发展为对外开放所取代。随着经济

转型，发生了巨大政治变革和深刻社会变革，政治力量对比出现巨大变化，各阶层利益重新

调整。在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初步可治理性”相对脆弱的特质暴露无遗，可治理性缺

失问题尖锐化，并出现了新的可治理性难题。 

一、经济条件的改变使可治理性问题表面化 

PRI 执政期间创造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奇迹”，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可治理性问题。

1940-1956年墨西哥年均增长率达到5.81%，1957-1976年6.59%；1978-1981年分别为8.25%、

9.15%、8.32%和 7.95%。经济持续增长使政府有能力为各阶层民众提供实惠的物质生活条件。

中间阶层过上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改善。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证了 PRI 的政治统治得到多数人认可。许多墨西哥人甚至认为，PRI

的统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更改的事实。 

经济奇迹的破灭，使各种隐藏着的可治理性问题表面化。20 世纪 80年代后墨西哥出现

经济危机，维持传统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经济条件不复存在，工农大众和中间阶层继续提

高生活水平的希望破灭，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所隐藏的各种可治理性问题表面化。例如，长

期以来，由于经济和社会福利持续增长，尽管 PRI 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但多数墨西哥人对

此并不特别在意。但在经济危机和生活条件恶化的背景下，民众对 PRI 政治劣行的容忍程度

大大降低，对 PRI 的不信任感增加。 

二、社会条件的变化摧毁“初步可治理性”的社会基础 

PRI 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实行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内向发展战略和政策。这种政策受到

工业寡头（能取得优惠贷款和进口许可）、政治家（能获得工业寡头的慷慨赠与）、工会（待

遇优厚的“劳工贵族”）及中间阶层拥护，农民阶层因土地改革和保护性农业政策受益，成

为 PRI 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发展模式转型对各社会阶层利益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在传统

上支持 PRI 的阶层，开始对其政策表示怀疑、不满，甚至反对。 

农民的不满与反抗增多。土地改革曾是PRI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在土改基础上形成了

由一些贫瘠小块土地组成的村社。这种村社生产方式虽然落后，但为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

缺少技能的墨西哥人提供了基本生存手段，使农民在政治上处于被动或顺从状态，成为PRI

的坚定支持者。80 年代末以后，PRI政府基本认可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为自然农业仅仅

为 2500 万农民提供了不算富足的生活，且不能给国家创汇，应尝试用现代出口农业取而代

之。政府停止土改，开始摧毁村社和公有土地制度，允许将村社土地私有化，继而允许土地

自由买卖。由于停止土改和解散村社，又没有提供可供替代的就业方式，许多农民失去生活

来源，一直忠于PRI的农民开始对它采取敌视态度
①

中间阶层逐渐成为政府政策的反对者。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墨西哥中间阶层占城市人口

25%-30%，其成员主要分布在政府机关、军队、学校及物质生产的正式部门，是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重要既得利益者，在工资待遇、住房补贴、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政府优待，是

PRI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80 年代后的经济危机冲击了中间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

该阶层收入下降，在社会总收入中比重 1984 年为 27.1%，1989 和 1992 年分别降为 22.0%和

22.1%

。 

②
，许多人的收入进一步接近贫困线；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成员人落入就业不稳定境

地；生活质量下降，出现“中间阶层贫困化”趋势，消费方式日益“贫民化”
③

有组织的劳工阶层态度发生转变。劳工特别是有组织的劳工与执政党 PRI 关系一直密

。由于经济

社会地位下降，该阶层不满情绪增加，逐渐由政府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 

                                                        
① Andrew Reding， Without political reform, Mexico cannot fix its economy, Miami Herald, 6 August 1996, 
http://www.worldpolicy.org/americas/mexico/miami-9608.html。 
② CEPAL，Panaroma Social de America Latina 1994 ，P.31, Santiago de Chile, noviembre de 1994. 
③Jose Luis Calva, la deuda social heredada por el nuevo gobierno y la propuesta presidencial de bienestar para 
todo, Momento Economico, No. 77, pp.24-28。 

http://www.worldpolicy.org/americas/mexico/miami-9608.html�


 

切。PRI 的党章过去长期规定，所有官方工会的成员都是该党党员，PRI 党员的 2/3 在工会

中。工会与 PRI 的矛盾在 70 年代末就已经出现。1976 年波蒂略上台后，越来越多地放弃了

PRI 多年来的民众主义政策，对工会权利和工人利益越来越不够重视。德拉马德里政府长期

实行的紧缩政策，付出高昂社会代价，失业增加，工资下降，民众生活状况急剧恶化，购买

力下降。萨利纳斯政府的改革削弱了工会的传统权利和地位，侵犯了有组织劳工的利益，原

公共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层利益受到根本性触动，引起这些力量的不满。官方工会开始

背离无条件支持 PRI 的传统，与 PRI 及其政府的矛盾不断加深。 

企业主阶层态度的变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过程中，私有企业主

因国家执行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而得到巨大经济利益，是支持 PRI 政治统治的重要力量。随

着 80 年代以后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私营企业失去了国家的保护。特别是墨西哥加入 NAFTA

后，国内中小私人企业遭遇强烈外部冲击，该阶层对 PRI 的政治支持态度也有改变。 

三、政治条件的变化削弱当局维护“初步可治理性”的能力 

20 世纪 80 年代后 PRI 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减少。在相当长时期内，PRI 几乎垄断着国家

机构。如前所述，从 30 年代到 1987 年，不仅赢得所有总统选举，而且垄断所有州长和几乎

所有参议院席位。80 年代后，随着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扩展，PRI 获得的政治支

持减少，陷入真正的信任危机。此后的历届 PRI 政府虽试图树立新形象，但党内新的丑闻不

断出现，党的基础进一步瓦解。 

反对派不再容忍PRI对国家政权的垄断。1988 年大选后，这种垄断实际上已告结束。PRI

候选人萨利纳斯赢得 50.7%的选票，创该党总统候选人历史上最低得票；左派联合推出的候

选人卡德纳斯获 31%选票，是 1917 年革命以来反对派候选人获得的最高得票率。在议会选

举中，尽管PRI获得了参议院 64 个席位中的 60 个，但失去对参议院席位的垄断，在众议院

首次失去 2/3 多数席位。萨利纳斯本人也承认，自 1988 年开始墨西哥已结束事实上的一党

制，“进入一个多党及与反对派激烈竞争的新政治时期”
①

四、执政党条件的变化打破了“初步可治理性”赖以生存的政治平衡 

。 

20 世纪 80 年代后，PRI 作为墨西哥革命继承者的身份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其政治统

治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指导思想的混乱削弱了 PRI 的执政能力。PRI 成立后一直高举以主权独立、民主自由、

公正平等为中心的“革命民族主义”旗帜，赢得了民众支持和拥护。萨利纳斯总统为推行经

济改革，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新民族主义放弃了

反帝、反霸和反美的口号；社会自由主义则宣扬“社会利益原则”下的自由主义。社会自由

主义随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许多人认为，PRI 在新思想指导下推行的改革日渐脱离了

支持它的劳工阶级，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并引起党组织分裂。在

1996 年召开的党十七大上，重新恢复“革命民族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 PRI 是工人、农

民和人民阶层的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和反复，表明该党内

部已出现严重分化，衰落在所难免。 

PRI作为墨西哥革命合法继承者的身份越来越遭受质疑。PRI长期高举墨西哥革命和宪法

的旗帜，把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中间阶层都吸收到党内，把自己打扮

成所有墨西哥人的代表。各届PRI政府的政策虽有所差异，但都毫无例外地宣称坚持革命的

原则，持续地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民众主义特征的政策，使一般民众能从中受益。墨西哥民众

也接受了PRI政府的基本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
②

                                                        
①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第 169 页。 

，许多人特别是农民

群众觉得PRI政府是“自己的政府”。20 世纪最后十多年间，PRI放弃和修改 1917 年宪法所

确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原则，对宪法，特别是对公认的涉及墨西哥革命原则的条款(如土地改

②Martin C.Needler，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P.75, Lexington Books, 1987. 



 

革、劳工权利、国家职能、教会作用的条款等)进行修改，其革命继承者的地位和身份被越

来越多的民众所否定，许多人认为PRI已经背离了墨西哥革命的原则。 

PRI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日益受到质疑。PRI 执政时期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缺陷，与“完全

的事实民主”相差甚远。但许多墨西哥人对政治体制的缺陷基本持容忍和接受态度。但 80

年代以后，随着 PRI 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受到侵蚀，墨西哥选举的竞争性不断增强，PRI

已经不能确保在所有重要选举中稳操胜劵，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舞弊手段。1988 年以

后，许多墨西哥人认为，大规模舞弊行为摧毁了墨西哥选举，一些学者甚至怀疑是否应把墨

西哥归为民主国家行列。PRI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执政党代表的广泛性受到削弱。PRI 虽然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但党内派系很

多。20世纪 80年代以前，党总是试图而且能够维护党组织的统一。80 年代后新兴的“政治

技术派”和传统政治家之间的斗争使党内分歧趋于明显，矛盾已难以在党内进行协调，党解

决内部分歧的能力已达极限，PRI 接连发生几次比较大的斗争和分裂。PRI 的派系斗争，特

别是公开的组织分裂，削弱了 PRI 作为执政党的代表性。 

 

可治理性难题及其应对 

一、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可治理性难题 

在墨西哥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可治理性难题。这一时期的可治理性问题主

要表现为体制维护稳定的机能弱化，政治动荡与危机频发；民众利益表达渠道狭窄，民众政

治热情低迷；民众对体制的信任或认知程度不高，不满情绪滋生；政府和社会缺乏有效化解

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手段和机制；政府决策和实施存在严重缺陷。 

体制维护稳定的机能弱化，不稳定的隐患增多。墨西哥政治总格局虽较平稳，体制能正

常运转，但政治动荡时有发生，有些甚至影响到全国的稳定。90 年代中期，PRI 的一些高级

领导人遭到暗杀，引发人们对墨西哥政治腐败的许多猜想；1994 年恰帕斯起义发生后，其

他一些州也出现小规模反政府武装；三大政党之间的争夺和斗争白热化，最终酿成 2006 年

大选后的政治冲突；2006 年瓦哈卡州社会和政治冲突不断升级，并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

尽管这些事件还不足以引发全国性的动荡，但足以说明墨西哥存在众多的不稳定隐患。 

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有限，政治热情持续低迷。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多数墨西哥人

认为，政治权利是最主要的公民权利，其他权利则有较大的局限性，对公民政治和公民自由

的认可程度较高，对经济与社会保障权利的认可程度较低。相关调查显示，78%的墨西哥人

认为信仰自由有保障，54%的人认为参与政治的自由得到保障，56%的人认为言论自由有保障；

只有 39%的人认为社会保障充分，25%的人认为财富能公平分配，29%的人认为能免受犯罪侵

害，23%的人认为有平等获得工作的机会，36%的人认为穷人能够得到有效救助
①

民众对体制的信任或认知程度不高，对国家前途不乐观，对国家现实不满意，不满情绪

滋生。首先，虽然多数人赞成民主体制，但对体制的满意度较低。66%的人认为“民主可能

有问题，但仍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对民主满意的人只有 31%；只有 37%的人信任政府，25%

的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 23%的人认为本国民主的运转情况好于其他拉美国家

。由于经济

与社会保障权利的保障不充分，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政治权利的行使或选举投票活动不热

心，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2007 年前后只有 24%的墨西哥人信任政党，2006 年 7 月

大选的投票率不足 60%。政治热情低迷导致参与性差，危及政府合法性的基础。 

②

                                                        
① Corporación Latinobarómetro，Informe Latinobarómetro 2007，p.65， 

。

其次，许对国家的前途不乐观。2005 和 2007 年，有 26%的人认为政府有足够的手段解决国

家面临的问题；47%的人认为家庭的经济条件会得到改善；68%的人担心自己会失业；认为未

www.latinobarometro.org。此部分的

民意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此报告。 
② Corporación Latinobarómetro，Informe 2008，noviembre de 2008，www.latinobarometr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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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法律面前人人会更加平等的人只有 26%，认为国家会更民主的人有 31%，28%的人认为腐败

会越来越严重；只有 10%的人认为社会将越来越安全，有 70%的人担心自己成为暴力犯罪的

牺牲品。第三，对国家现实的满意度不高。1997-2007 年间，只有 24%的人认为财富分配公

平，16%的人认为经济形势好或很好；2007 年对公共服务感到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人只有 21%，

不满意的有 46%。第四，许多人认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71%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

间存在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冲突；认为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存在严重和非常严重冲突的人占

67%，56%的人认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严重和非常严重的冲突。 

政府和社会缺乏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的手段和机制。恰帕斯危机已经 10多年，

仍不见结束迹象；墨西哥虽然比较平稳的实现了由一党统治向多党竞争体制转变，但又出现

新的政治难题，除了上面提到的 2006 年大选引发政治冲突和动荡，以及瓦哈卡危机外
①

政府的决策和实施存在严重缺陷。PRI 执政能力的缺陷，导致其连续执政 71 年后下台。

国家行动党 2000 年执政后，两届政府在执政能力方面并无显著提高，许多诺言不能兑现。

例如福克斯执政之初，许诺将实现年均 7%的经济增长，但 2000-2006 年年均增长不足 2%；

当初允诺每年创造 120 万就业岗位，实际只有 14.6 万；劳工改革、消除贫困、解决恰帕斯

危机等允诺也未兑现；解决在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的许诺，也没有多大进展。不能兑

现诺言，既是缺乏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也会催化社会不满，失去民众信任。 

，

2009 年以后由贩毒集团引发的各种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甚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二、可治理性问题的应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PRI 政府力图通过改革，提高体制的效率和公众参与程度，提高

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2000 年国家行动党执政后，在不少方面延续了这一进程。 

扩大联邦议会的代表性，提高其效率与合法性。从 20 世纪 70年代就开始实行“比例众

议员制”，增加反对党的席位，扩大众议院的代表性。1986 年修改选举法，把众议院席位增

加到 500 席，其中 200 席为比例代表制席位，议会的代表性进一步扩大。联邦众议院的上述

结构一直延续至今。从 20世纪 30 年代一直到 1988 年，参议院所有席位几乎由 PRI 垄断。

1993 年改变参议院组成，规定参议院将由 128 名议员组成，每州 4 名，其中 3 名来自选举

中获胜的党，在选举中获第二位的党获得 1 名。1996 年改革再次改变参议院的产生方式：

仍有 128 个席位，每州 2名参议员属获得选票最多的党，1名属于得票第二位的党，另外 32

名所谓“全国”参议员，通过比例代表制从全国秘密名单中选出。上述改革有利于增强联邦

议会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效率，使其逐渐成为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机构。 

提高政府权威，增强决策透明度。在PRI执政后期所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强调法律的权

威，强调依法治国，强调巩固和完善所谓的“法制国家”；调整联邦政府机构，扩大中央银

行等机构的自主权；调整国家政权机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司法和立法机构的作用。国

家行动党执政后，也特别注重提高政府机构的权威和效率，把“建设以三权分立和巩固司法

秩序为核心的国家”作为政府的使命；承诺要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更为顺畅”，建立

一个尊重法律的法治国家，“使墨西哥拥有一个确保合法和使我国的民主符合明确的、公正

的规章的司法权”，具体措施包括：重组共和国总检察院，设立公安部和联邦调查局；改革

司法审判程序，使司法审判更加透明公正；加强各界对政府政策的监督；提高政府“根据民

主规章解决冲突”的能力
②

                                                        
① 2006 年 5 月，瓦哈卡州公立学校教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占领市中心广场作为活动基地。州政府没

有与罢工教师开展有效和实质对话，致使双方矛盾不断发展，冲突升级。原本是要求增加工资的教师示威

活动，演变成群众性抗议，工会组织、左派政党和组织、印第安人团体等陆续加入抗议行动行列；抗议活

动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示威者除要求增加工资外，还提出州长下台等政治要求；抗议演变成暴动，部分抗

议者采取极端手段，造成人员伤亡，大量公共设施遭破坏；政治冲突的地域从瓦哈卡州蔓延到首都。危机

出现后，有关当局没有采取预防冲突升级的措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相互不配合，致使局势最终失控。 

。 

②李子文：《比森特·福克斯任内墨西哥政治和经济的进展》，《拉丁美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推动民众的政治参与，推进海外墨西哥人参与国内政治进程。相关资料显示，有 1100

万墨西哥人居住在国外，其中 98%在美国，有选民资格者约 400 万。2005 年 2月和 4月，墨

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准许居住在外国的墨西哥人参加总统选举的议案。虽然海外墨西哥人参加

选举还有不少限制（如只能参加总统选举，还不能参加议会、市长以及州长选举），但他们

长期要求参加选举的愿望得到初步满足，“扩大了墨西哥选举的基础，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步

骤”。 

注重培育民众的责任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20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团结互助计

划”，以及 1997 年后实施的“教育、卫生和食品计划”这两个重要的反贫困规划，都特别

注重培养民众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重视受益者直接参与计划的实施。国家行动党执政后

实施以扶贫为主要目标的“机遇计划”，同样重视受救助者的参与。2004 年 1 月墨西哥通

过《社会发展法》，强调要保证公民参与制定相关的计划
①

注重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在经历了 1988 年选举的考验后，PRI加快了党内改革的步伐，

主要措施有：提拔和重用年轻政治家，让他们在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实现干部年轻化；

调整党的机构，加强党的纪律，强调党的决定一旦被通过，必须认真执行；推进党内生活民

主化，规定州级以下民选职务候选人由基层选举产生，增加州长、州议员选举透明度，PRI

总统候选人在党内实行预选。1996 年党 17大通过新党章规定，党的总统候选人不再由总统

指定，而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在至少 6名候选人中筛选产生；州长候选人由党的州政治委

员会选举产生；明确候选人的资格，候选人除曾任党的领导职务和民选职务外，还必须具备

10 年以上党龄。PRI还重视惩治腐败，严肃法纪，连前总统萨利纳斯也险些被开除出党。2000

年国家行动党执政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措施，如改善

党和政府的形象，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制定政府官员的行为规范等

。 

②

小结 

。 

墨西哥当局应对可治理性问题的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体制有所完善，可治理性的实现有

了更牢固体制保障，许多选民的判断能力有所提高，对政治领导人、国家形势、主要思想倾

向、政府政策走向等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然而，墨西哥在可治理性问题上仍面临众多困

难。无论是体制维护稳定的能力，有关当局化解危机的手段，还是体制的效率，或是民众的

政治热情，都还存在明显不足。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后以来 20 多年的改革，体制仍有很大

缺陷，不仅在缓解政治冲突方面成效不显著，更做到从体制上防患于未然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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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执政党条件的变化打破了“初步可治理性”赖以生存的政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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