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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武陵山区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调查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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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对于维护国家发展稳定以及
现代化建设均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现状不容乐观,存在
着治理规范不完善、治理主体之间权责混乱、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法治文化宣传不到位等问题。我
国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完善治理规范、明晰治理主体权责、完善监督机制、改善农村法治文化运行
环境,助推乡村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法治化；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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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n Law-base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gqi Sun
Law and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aw-based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China's rule by law,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w-base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s
not optimistic.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governance norms, confus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governance subjects,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inadequate publicity
of the rule of law.The law-based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should improve governance norms, clarify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mprove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rural rule of law,and boost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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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应运而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国依法治

育脱贫、生态脱贫、医疗脱贫等,新时

生。多元共治化模式下,乡村治理主体

国方略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是国家治

代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脱贫”也要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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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治理主体类型多元。延续
我国行政主导管理的历史经验,乡镇政
府占据主导地位,细化执行我国农村治

国脱贫攻坚的总战场,被《中国农村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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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纲要(2011-2020)》列入14个集中连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我国农

党委是权力枢纽,领导农村治理工作。村

片特困区之一。该地处湖北、湖南、重

村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

委会一方面协助基层政府工作,将上级

庆、贵州四省(市)毗邻地区,跨省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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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实到位；一方面也是基层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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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组织,维护群众利益。基层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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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混乱等,一元治理主体已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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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区的典型特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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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个

农村缺乏合适的制定主体,大多村民年

过程中,法治文化宣传是“送法下乡”的

乡村主体参与到农村治理工作带来便利

纪大,法律知识匮乏,文化水平低,同时

重要步骤,是引导人民学法、懂法、守法、

的同时,也导致了各个主体为了最大程

年轻村民外流,不关心农村发展,大多

用法的风向标。但在实践中,农村法治文

度保障自己利益,争夺管理权的局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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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宣传形式老套,宣传简单通过展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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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难实施。从制定内容来看,其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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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农村旧俗,未得到更新,与现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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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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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 村 基 层 治 理 主 体 之 间 权 责

清；村民对政府不信任,矛盾深等。
1.2多元化治理方式分析

纷繁复杂,在实践中,宣传部门在进行法
治宣传时并未考虑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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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法律地位,理顺各个主体之间的关

2.3农村基层治理缺乏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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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促使多元化主体更好得为人民服务。
再者,进一步规范、细化治理过程,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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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决策制定、执行、监督、反馈、考

力。在当下农村基层治理中,监督机制

核、评价等全过程作出具体规定,科学引

尚待完善,治理成效受到影响。当下监

导农村治理。最后,根据农村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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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从内容上讲,有关农村基层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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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开的内容不够全面,透明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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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数量上讲,有关农村基层治理的

公布内容过于晦涩难懂,多数数据堆积,

委在组织时可以引进法律专家,在听取

立法严重不足,法律规范数量少,质量不

监督渠道较少,信息来源单一,村民难

民意的基础上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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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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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明晰基层治理主体权责

近年来,农村地区基层干部横行乡

4 结语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一大要义就是

里,侵害村民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建立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下,农村治

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功能互补实现合作共

有效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首先,我们要

理法治化是全新的治理方式,遵循法治

治,实现治理成效最大化。理顺治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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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以武陵山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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