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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村民自治在我国广大农村业已取得了很大成效袁但不可忽视的是袁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制度仍存在
许多问题袁尤其是在村民选举资格制度方面各地设置了许多障碍袁如户籍尧居住期限尧村民义务的履行尧
原居住地资格证明等袁这些限制性条件的规制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民权利的行使遥 本文试从法律视
角对上述条件进行理性梳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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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遥 政治权利是历史和

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袁但检察院或法院

道德的产物院在公民社会中袁个人被授权享有的

必须出具公函决定遥 第四袁身体条件遥 精神病患者

权利依赖于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公正和实践

在发病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袁但要经医院证明方

淤

可认可袁待精神正常后再恢复行使选举权遥

遥 如果说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于

责任制是给予广大农民 以经济权利的一大创造

在理论界及实务界袁一般对第一尧第三尧第四

的话袁那么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袁实行村民自治袁

条件的理解争议不大或基本无争议袁所以本文在

赋予广大村民以选举权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此不作阐述遥 而对第二个条件袁即何谓村民袁由于

主义民主政治的又一伟大创新遥 叶村民委员会组

法律并未作出具体规定袁而各地对其理解又是横

织法曳第 员圆 条规定院年满 员愿 周岁的村民袁不分民

看成岭侧成峰袁远近高低各不同袁致使地方规定

族尧种族尧性别尧职业尧家庭出身尧宗教信仰尧教育

不一袁操作相异遥 透过个性看共性袁尽管各地在村

程度尧财产状况袁居住期限袁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民身份的界定条件上不统一袁但概而言之袁村民

权袁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遥 根

属地身份的确定均涵盖了以下四个条件院一是具

盂

据对此条的理解袁一般认为袁村民要成为选民 至

有本村户籍曰二是履行了本村义务曰三是在本地

少同时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院第一袁年龄条件遥 必

居住了一定期限曰四是取得了户籍所在地出具的

须年满 员愿 周岁袁村民是否年满 员愿 周岁袁以本村

选举资格证明遥 凡符合以上一个或同时具备几个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日这个时间点为准袁而村民出

条件的方可在居住地进行选举登记遥 那么袁这些

生日期的确定袁原则上又以身份证为准袁当身份

条件的设置是否苛刻袁换言之袁这是否会成为村

证上的日期与户口簿上的日期不一致时袁以户口

民行使权利的掣肘呢钥 笔者认为袁这些不合理条

簿为准遥 当户口簿的日期与派出所登记的日期不

件的设置袁一方面与法律相冲突袁另一方面导致

一致时袁以派出所的登记为准遥 因为派出所的登

一部分村民不能真正享有选举权袁且在其选举资

记是户口簿及身份证办取的依据遥 第二袁属地条

格上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遥 因此袁应当予以清理

件遥 必须是本村村民遥 第三袁政治条件遥 即依照法

和废止遥

律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遥 确认是否被剥夺政

一尧关于本村户籍遥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

治权利袁以司法机关的法律判决书为准袁对还未

乡二元体制下的产物袁 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袁其

判决的因各种严重犯罪被羁押袁 正在受侦查尧起
诉尧宣判的人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袁在

确立的依据是 员怨缘愿 年颁布的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曳遥 客观地讲袁传统户籍制度对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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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稳定和确保农业的基础地

就无法了解被选举人袁 即使有所了解也是片面

位等袁确实起到了野铁篱笆冶似的重要作用遥 然而袁

的尧模糊的袁在此情势下进行的投票袁其效果可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袁滥觞于农业社会和计划经

而知遥 从这个意义上考虑袁也不能将户籍作为选

济的传统户籍制度已明显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遥

举登记的一般依据遥

特别是我国 员怨怨愿 年签署了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二尧关于居住期限遥 无论是叶宪法曳袁还是叶村

利国际公约曳袁该公约第 员圆 条第一款规定野合法

民委员会组织法曳袁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

居住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享受

度袁还是村民自治框架下的选举制度袁均不以一

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自由冶遥 根据国际条约的适

定的居住期限为必要条件遥 有一种观点认为袁我

用原则袁 该权利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应不受限制遥

国叶宪法曳及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曳规定选举权的

所以袁为实现社会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

取得不以居住期限为条件袁从表面上看放宽了选

置以及公民野自由迁徒冶的意愿袁户籍改革是势所

举权袁但实际上未必尽然袁因此有必要规定一定

榆

必然尧势所必为遥 为了顺应时势的发展袁越来越多

的居住期限虞遥 与此观点如出一辙的是袁有些地方

的市和地区开始改革原有的户籍制度袁有的省干

则规定外来人员必须在本地居住六个月以上袁才

脆取消了农村户籍统一登记为居民户籍袁 所以袁

能行使选举权遥 之所以这样规定袁其目的就在于

如果一味强调农村户口袁势必与户籍改革的大潮

使选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袁对候选人及选

背道而驰遥 实践中许多地方之所以规定在户籍所

举的事顶有一个具体而全面的了解遥 虽然其出发

在地行使选举权袁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为了保证

点是好的袁 但操作的效果却往往是事与愿违袁不

绝大多数人能够享有政治权利遥 但是应该看到随

仅达不到有助于对侯选人了解的目的袁反而有可

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袁人口流动的加快袁居住在某

能使一部分人不能行使权利遥 笔者觉得推行村民

一个村的人未必就具有该村户籍袁而真正具有该

自治袁应从普遍性原则出发袁以保障最大范围的

村户籍的人又未必就在本村居住遥 如果一味强调

人能够有效行使选举权为己任袁 最大程度地鼓

在户籍所在地行使选举权袁那么许多人为了行使

励尧引导民众去行使选举权袁而不是肆意剥夺尧限

权利袁就有可能返乡袁而路费的支出势必会加大

制权利的行使遥 公民行使选举权的前提袁是享有

他们的负担遥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袁如果人们从

知情权遥 要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求权袁就必须设

事一定的行为需要支付成本袁回报很少或者根本

立竞选权遥 愚令人遗憾的是袁我国目前缺乏公开演

无回报袁他们是不会乐意从事该行为的遥 客观地

说的竞选制度袁换言之袁选举缺乏一个对候选人

讲袁我国广大农村人们行使了选举权后袁回报是

了解的途径遥 如果不改变现行的选举方式袁即使

很少的袁无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遥 所以袁囿于户

规定居住一定的期限如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袁

籍所在地行使选举权的条件限制袁基于降低费用

也难以使得选举人对候选人的主张有一个充分

的考虑袁 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放弃行使权利遥

的了解遥 缺乏一个沟通交流的渠道袁纵使是世代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袁是一个民主

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人袁 相互之间也不可能了解袁

意识觉醒的时代遥 托克维尔说院用什么办法能使

尤其是当今社会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遥 更

人们养成权利观念袁并使这种办法能为人们所牢

遑论在一个地方居住才六个月呢钥 所以袁问题解

记袁结果发现袁这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行

决的关键不在于居住期限袁而在于参选方式的改

使这一权利遥 如果选举权行使的门槛过高的话袁

革遥 应积极探索公开竞选机制袁让有意竞选的村

一部分人非出于本意放弃行使权利在所难免遥 不

民袁通过广播尧演说等形式公布自己的野施政纲

行使权利的话袁民主的理念从何而来钥 制度的保

领冶袁 以便选举人熟悉每一位参选者的知识尧才

障性又体现在哪里钥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袁假使某

干尧主张以及管理能力等袁从而在众多的参选者

人的户籍在 粤 地袁 但其长期在 月 地居住生活袁如

中间进行充分的比较与挑选袁而不是通过设置居

果该人的选举登记在 粤 地的话袁其行使选举权意

住期限的方式来阻挠村民行使选举权遥 否则袁一

义并不大遥 因为选举权的设置从根本而言是选举

厢情愿地规定居住期限以使选举对候选人有所

能干的人对本地进行管理袁 如果长期不在本地袁

了解袁只会是弊大于利袁其结果将是南辕北辙遥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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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视角看袁居住期限的规定亦是与宪法及相

法尧法律尧法规和国家的政策袁带头履行村民义

关法律相冲突的袁因为宪法及相关法律已对居住

务遥 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一项重要的法理原则袁

期限作出了禁止性规定遥 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

无庸置疑袁这亦应在选举中得到普遍遵循遥 但问

法尧下位法必须服从于上位法的法理原则袁这些

题的关键在于此处的义务是否是指要履行所谓

地方性法规理所当然应被废除遥

的村民义务即上交农业税尧三提五统尧遵守国家

三尧关于选举资格证明遥 许多地方性法规规

的计划生育政策等钥 笔者认为袁此处的义务应特

定袁外来人员要在居住地行使选举权袁就必须取

指村民在行使选举权的过程中应遵循的义务袁例

得户籍所在地选举资格证明和尚未行使选举权

如在选举的过程中不得以威胁尧贿赂尧伪造选票

利的证明遥 在这些立法者看来袁提供这两个证明

等不正当手段袁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尧被选举权曰

是为了达到以下两个目的院一是为了防止被剥夺

不得采取涂改选举名册袁窥探选票内容尧私塞选

了政治权利的人或被有关司法机关决定不能行

票尧虚报票数尧故意计票错误让候选人当选或落

使政治权利的人享有选举权曰二是为了避免重复

选遥 凡此种种袁构成了选举权行使中的义务遥 至于

行使选举权情况的发生遥 笔者认为袁这种担心有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是未按时足额交纳农业税

点杞人忧天遥 其一袁在我国选举与选举者的切身

或三提五统的村民袁笔者认为袁其仍享有选举权

利益联系并不大袁 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袁重

和被选举权袁因为这属于两个法律关系遥 只要具

复行使选举权的现象在我国并不多见遥 其二袁要

备法定的资格条件袁且没有限制行使选举权的情

取得原户籍所在地选举资格证明袁就必须要支付

形袁 即使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所谓的村民义务袁

一定的成本袁为减轻自己的负担袁除经济发达地

其选举权均不应被剥夺或限制遥 至于违反了相关

区的部分人愿意不远万里回乡参选外袁其他人一

法规或村民自治章程尧村规民约的行为袁当然应

般很少愿意这样做遥 故从一定意义上讲袁此种规

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遥 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人在其

定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某些人重复行使选举权袁而

他法律关系中没有履行相应义务袁就剥夺其选举

实际上有可能是因噎废食袁最后导致其他村民也

权遥 另外袁即使是在居住地未交纳农业税或三提

难以行使选举权遥 即使存在无权行使尧重复行使

五统的外来人袁笔者认为其仍应享有选举权遥 一

的情况袁这在现阶段也是极个别的现象遥 制度的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分人与本地的社会公共

设计不能是为了规避极少数人滥用权利袁而去牺

生活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利害关系袁选举能干的人

牲大多数人的利益遥 当然袁要破解操作中的难题袁

来管理居住地的公共事务袁这是设置选举制度的

就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袁 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遥

意旨所在遥 所以袁是否履行村民义务并不能成为

方案一袁是为配合个人信用建设的需要袁将被剥夺

选举权能否得以行使的前置条件遥

政治权利或限制政治权利的信息纳入个人不良信
用记录袁并在网上发布袁以供选举委员会查询遥 方
案二袁是在居住地凭身份证办理选举资格登记袁再
由该选举委员会函告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或县级以
上司法机关袁若无异议即可登记参选遥 方案三袁是
统一全国选举日或是缩小各地选举日的时间间
隔袁尽量使全国的选举时间一致遥当然按此种方案
可能使个别地区选举日提前袁 从而使少数可以满
员愿 周岁的村民能行使选举权因为时间的提前未
满 员愿 周岁而不能行使选举权遥 同时袁全国有这么
多村袁情况各异袁统一难度颇大袁不易操作遥
四尧关于村民义务遥 许多地方将履行村民义
务作为选举权行使的一个必备条件遥 如河北省规
定袁 候选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要遵守宪

淤见德沃金著院叶认真对待权利曳袁第 员圆圆 页遥

于笔者认为袁农民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袁村民是一个法
律概念遥 尽管二者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袁但从外延
上讲袁他们既不是等同关系袁亦不是包含关系袁而
一种交叉关系遥

盂通常意义上的选民在我国是指人大代表选举中享有
选举权的人袁本文为了表述的方便袁暂借用此概念遥

榆见刘武俊野人袁自由地迁徙于大地冶袁载叶读书曳袁圆园园员
年第 员圆 期遥

虞见王禹著叶村民选举法律问题研究曳袁北京大学出版
社袁第三世界 员园苑 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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