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性别平等评估的地方经验和国家构建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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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主义法学家认为男性把持下的立法充斥着男权色彩，女性的特殊需求被忽视或边缘化。
当下形势虽有缓和，但立法机关中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仍未有根本改观，女性依旧只是立法机构
中的少数者。 立法性别评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这一现状的弊端，并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 我国
大多数省市已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建立起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 地方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实践逐
渐形成“倒逼”国家构建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态势。 同时，地方立法性别评估经验的积累，亦将为国
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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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言：“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
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
衡量……”[1]586 男权统辖的社会中，由于封建礼
法的钳制，中国女性被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清
末伊始，伴随西方女权思潮的冲击和我国思想
先驱性别意识的觉醒，中国女性开始踏上漫长
的解放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否
认旧中国歧视和压迫女性的法律的基础上，颁
布了坚持两性平等和女性权利保障的新法律。
然而，我国法律虽在坚持两性平等和保障女性
权利方面有了较大突破，但在精细度上仍有待
推进。更重要的是，不仅直接涉及女性的法律，
现行全部法律均应当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于
此，便需要对立法进行性别评估，设定性别平等
的“安全阀”。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性别评估正是实现民主立法
的内在要求。当前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缺位，

但地方立法性别评估却呈繁荣景象。本文通过
介绍并凝练立法评估的地方经验，依此试图提
出构建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设想，以求教
于方家。

一、国家立法中的“性别盲”

西方女权主义者在审视和反思女性生存和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盲”（gen-
der- blind）概念，可用以阐释法律的制定、实施对
女性特殊利益和需求的忽视，甚或是对女性利
益造成严重侵害。[2]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包
含两方面，其一在于女性参与立法的不足。事实
上，“女性参与立法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利获
得，目的是平等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
响利益的性别平等分配”[3]，然而我国女性参与
立法的情况并不乐观。全国女性人大代表在总
体上虽呈上升态势，但她们在整体中的占比依
旧较低（见图 1）。男性主导立法的现状仍未有根
本改观，女性的心声难以真正体现到立法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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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尽管某些女性成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但出
乎意料的是她们在立法中鲜少为女性发声。如
此便要归结于第二个原因，即立法中社会性别
平等意识的缺位。由此导致立法者对性别平等

的基本要求和女性特殊需求的忽视，进而导致
法律中充斥着对女性的不友好。基于社会性别
视角审视我国既有法律法规，不难发现这些不
友好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 ／ ／ www．stats．gov．cn ／ ，2019 年 9 月 24 日访问。

图 1 历届全国人大女代表百分比

首先，法律虽然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既有的规
定不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
许多促进两性平等和保障女性权利的法律。 问题在
于，这些法律在解决怀孕、生殖、性骚扰、家庭暴力
等与女性紧密相关的问题时显得并不充分。 它们要
么是将性别平等做了狭义的理解。 如新修订的妇女
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虽就性
骚扰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二者均将保护对象设定
为女性，这明显不符合性别平等的要求。 要么是在
某些重要问题上没有充分体现女性的特殊需求。 如
反家庭暴力法有关家暴范围的规定忽视了最隐蔽
的暴力形式， 即性暴力。 [4] 家庭暴力举证规则的设
置，也忽视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特别容易受到的伤
害。 正是这些不尽完善的规定，实质性地阻碍了反
家暴法的落实。 要么只是对与女性相关的问题做了
笼统规定，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辅助措施。 就性骚扰
而言，上述法律法规并未对“如何对受害者进行赔
偿”做出规定。 此外，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
劳动法等法律均规定了平等就业原则，但相应的配
套保障措施却未及时构建。 就业促进法明确反对就
业性别歧视， 但亦未规定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标
准。 可见，法律的规定只是一方面，法律规定既能体
现性别平等，又能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则是另一方
面。 只有依此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平等。

其次，法律漏洞的存在。 男性主导立法最直接
的后果便是对与女性相关问题的忽视，或是基于男
性的立场得出女性法律问题不重要的结论，这也是
与反性别歧视的专门立法迟迟未被纳入立法议程

的重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反性别歧视
专门立法方面显得非常不足。 较之于港台地区，大
陆地区在性骚扰、就业性别歧视、女童性侵等问题
的专门立法上亦是空白。 在其他方面，自 20多年前
陈敏研究员首次将“受虐妇女综合征”引入中国 [5]，
直至今日，现行刑法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仍未将
“受虐妇女综合征”纳入其中，亦未将此类特殊女性
被告人列入需要专家鉴定的范畴。 司法鉴定中性别
专家的缺位，更加大了此种鉴定的困难。 由于在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早已将生儿育女设定为女性的
本职，被认为是女性个体的事情，男性则只负责挣
钱养家，故劳动保障领域的相关法律仍未将男性产
假的规定纳入其中，女性生育保障的相关规定在很
多方面也是空白。 此外，女性群体内部具有多样性，
但既有立法并没有充分体现此种多样性。 现行有关
女性权益保障的规定，忽视了残障女性、老年女性、
农村女性、少数民族女性等背负双重甚至是多重压
迫的群体所面临的更艰难处境。 这些问题的出现，
到底是男性主导的立法的性别盲区，还是有意的忽
视？ 是女性主义法学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最后，法律的规定有悖于两性平等。 在中国历
史的较长时间里， 法律乃是由男性主导制定和实
施，女性的需求被忽视也不足为奇。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关注女性的不利处境，进而试
图通过做出区别对待的规定来保障她们的权利。 然
而此种规定使立法从忽视女性， 走向了另一个极
端。 太过于强调凭借“保护”女性来促进性别平等的
实现，很可能会使“原本旨在保护女性的法律，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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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歧视女性并将其置于更不利的境地”。 [6]279-298其
中最典型的是国务院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 国务院
于 1978 年颁布的 《关于工人退休、 退职的暂行办
法》 以男女两性区别对待的方式规定了退休年龄，
“此种带有性别歧视和两性之间区别对待的退休年
龄制度沿用至今， 如此便提醒我们思考如下问题，
即区别对待的退休年龄是否合理？ ”[7]183无疑，男女
不同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在女性弱势的潜在预设的
基础上得以成立的。 此种假以保护之名的规定，也
可能成为制约女性充分发展的重要原因。 同时，根
据女性生理特点而制定的、旨在保护女性特殊劳动
权益的法律，也存在平等就业难、性别职业隔离、女
性职业发展权益受损等诸多负面效应。[8] 此外，刑法
有关“拐卖妇女罪”的规定看似为保护女性，实则是
女性贬损和物化的直接体现。 就此而言，一方面强
调更新歧视女性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国家基本法
中做出物化女性的规定。 长此以往，很难真正在文
化上消除性别歧视。

二、 地方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形成和发
展

受制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我
国立法中仍存在不少带有性别偏见、 性别盲视、性
别歧视的内容。 1995 年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法
学的引入和中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兴起，加之“社会
性别主流化”全球战略的推动，不少研究者和立法
者开始关注立法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较之于域外由
国家主导的立法性别评估，我国的立法性别评估首
先在地方层面展开。 自江苏省首创法规政策性别平
等评估机制以来， 该项制度在我国运行还不到 10
年。 当然，得益于“地方法治竞争”越发高涨的情形，
地方立法性别评估机制开始逐步向全国各地推广
开来。

（一）地方立法性别评估机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 60年代， 西方民权运动催生第二波女

权浪潮，它促使国家改变立法，以消除性别歧视；重
塑法律职业，以将女性纳入其中。[9] 女权主义法学在
此背景下得以产生。 女权主义法学不仅在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日趋繁荣，也随着女性与法律问题的
中西对话，深刻地影响了我国。 我国法学理论界已
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引介西方女权主义法学，
进而主张运用女性视角审视现行立法、剖析法律问
题、分析社会现象、提出立法议案。 无疑，西方女权

主义法学的引入和我国女性主义法学的兴起和发
展，为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
资源。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是我国地方立法
性别评估机制产生的重要节点，大会通过的《北京
行动纲领》明确指出要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
策和方案的主流。 自此，“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推动
实现性别平等的全球化战略。 此后，几乎所有联合
国机构均设立起社会性别专门机构，在政策和方案
的制定、 实施过程中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 [10] 同
时，英、美、韩、瑞典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已建立
起专门的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构。

作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承认社会性别主流
化的 49 个国家之一，中国已于 1995 年提出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 20多年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
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实现了法律化、制度化、主流化
的历史跨越， 促进性别平等的国家机制亦日益健
全。 2011 年， 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指出，应当加强对法规政策的性
别平等审查，并清理法规政策中违反两性平等的内
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男女
平等的基本国策，并要求在出台法律、制定政策、编
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身心的差异和
女性的特殊需求。 2013 年，中国妇女十一大更明确
提出，将推动建立法律政策性别评估机制作为重要
任务。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全球妇女峰会上
强调推动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新发展议程的各个
领域。 无疑，国际立法评估机制的借鉴加之国内政
策环境的支持，为我国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形成和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地方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演进
在国际和国内双重的刺激和影响下，江苏省于

2011 年率先建立起以“立法中参与、立法后评估、性
别理念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
评估机制。 自江苏省首创地方立法性别评估机制以
来，在全国和各地方妇联的大力推动和“学习效应”
的刺激下，各省、市、区（县）均在构建法规政策性别
评估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11]10近年来，凭借全
国妇联和国务院妇儿工委的努力，加之地方妇联和
妇儿工委的积极作为，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的构
建取得了显著进展。 目前，我国内地已有 21 个省级
行政区建立起省级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 （见表
1）。 除省级立法性别评估机制外，地方立法评估机
制开始向下级市、区（县）推广开来。 甚至有下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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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率先展开性别评估的示例，如在河北和广西并未
建立省级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的情况下，承德市
和南宁市即已建立起市级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省妇联的积极推动下，截至
2015 年，浙江省所有市、县（区）均已建立起法规政
策性别评估机制。 [12] 目前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在浙江
省成为法定程序。 广东省亦如此，全省 21个地级市
及顺德区均依照该省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的要
求，创建了本地区的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 此外，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也建立起了立法性别
评估机制。

总之，在全国和各地方妇联的共同努力及各地
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机制在全
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 此外，在高度重视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并试图提高立法质量的今天，地方立法性

别评估已在评估主体、评估指标、评估范围、评估程
序等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各地经验互动的基础
上，我国地方立法评估机制已日趋成熟并有了全国
统一化发展的趋势。 “2011年至今，各地探索地方法
规政策性别评估已有数年之久，应该说已取得相当
丰富的成果， 在制度层面的构建也已形成诸多共
识，地方的实践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支持，地方的
探索可为国家法律制度的出台提供经验。 ”[13] 有鉴
于我国地方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繁荣、国家立法性别
评估机制缺位的情况，可能形成一种地方立法性别
评估实践“倒逼”国家构建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态
势。 如此，依据地方法治试验的推演逻辑，即从立法
性别评估的地方经验中提炼出足以形成国家制度
构建模型的“理想类型”[14] ，进而使地方立法性别评
估机制上升为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指日可待。

表 1 省级地方政策法规性别评估机制的创建情况

省份 时间 标志性文件或会议
江苏 2012．3 《关于建立江苏省地方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江苏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工作流程》
浙江 2014．1 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和省妇联第一次联席会议
北京 2014．3 《关于加强政策法规性别评估工作的意见（试行）》

《北京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工作规则（草案）》
安徽 2014．8 《安徽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工作规程》
天津 2014．10 《关于建立我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意见的通知》

《天津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山西 2014．10 山西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

四川 2014．11 《四川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委员会工作意见》

湖北 2014．12 《关于建立湖北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通知》

福建 2014 福建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委员会
内蒙古 2015．1 《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工作规则》《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法规政

策性别平等评估专家组工作规则》《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专家工作报酬支付暂行办法》
辽宁 2015．6 《关于建立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意见》

广东 2015．8 《关于建立广东省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江西 2015．8 《关于建立江西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意见》
宁夏 2015．12 《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通知》

《宁夏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工作机制》
山东 2015．12 《关于建立山东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通知》

《关于建立山东省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吉林 2016．3 《关于建立吉林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通知》

湖南 2016．3 《关于建立湖南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黑龙江 2016．6 黑龙江省地方性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

甘肃 2016．11 《关于建立甘肃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通知》

上海 2017．4 《关于本市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意见》

海南 2017．7 《海南省妇联关于加强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工作的意见 》

资料来源：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部门的官网、《中国妇女报》《人民政协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及各大新闻网站刊出的信息而

成，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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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立法性别评估的经验审视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地方法规政策性
别评估呈现的繁荣景象。 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
从设立时间和评估工作的落实效果出发，选择较典
型的江苏、北京、天津三个地区进行探讨，审视地方
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运行概貌。 即便是此三个地区
的实践也显得非常复杂，故本文提出的仅是法规政
策性别评估的主管机关和实施主体、 评估标准、评
估流程等更核心的内容。 希望通过此三个地区地方
立法性别评估经验的分析，凝练出构建国家立法性
别评估机制的大致图景。

（一）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的主管机关和实施主
体

作为一种地方立法的专门评估，“法规政策性
别评估机制的落实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如此便涉
及主管机关和实施主体的确定问题”。 [13] 囿于国家
层面未曾建立立法性别平等评估机制，亦未有相应
的法律法规提供制度上的指引，各地仅能在自身实
践摸索的基础上建立起各具特色的主管机关和实
施主体。 目前，我国内地 21 个省级行政区均明确了
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的主管机关，并组建起专门的实
施主体。 各地在主管机关的确定方面已基本达成共
识，但在实施机关的名称、设立机构、人员构成等方
面仍存在差异。

就主管机关而言，《北京行动纲领》第 201 段指
出，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构是政府内部的中央政
策协调单位。 此后，不少国家和地区纷纷设立常设
性别平等主管机构，但我国并未建立起类似的性别
平等政府机构。 从全国当前的实践看，性别评估机
制“多是由妇儿工委或妇联，联合政府法制部门或
地方立法机构共同建立”。 [13] 具体而言，江苏政策法
规性别评估机制是由省妇联联合法制办创立，由妇
联、人大法制委员会、政府法制办联合推进。 北京政
策法规性别评估机制是在妇儿工委主导、人大内务
司法办和法制办的配合下得以设立，相应的评估文
件亦由妇儿工委牵头制定。 天津法规政策性别评估
机制是在妇儿工委牵头， 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
办、市法制办、市妇联的共同努力下创立。 特殊在
于，天津市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文件的发文单位是市
政府。 可见，妇儿工委和妇联在法规政策性别评估
机制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较之于作为群众组织
的妇联，妇儿工委更适合成为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工

作的主管机构。 当然，妇联也应充分发挥自身组织
优势和桥梁作用，自觉维护女性权益，积极推进法
规政策性别评估工作的进程。

承担组织协调责任的主管机关确定后，法规政
策性别评估机制的落实还需要专门的实施机构。 各
地方在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实施机构的组建方面，也
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从名称方面讲，江苏率先构建
的是“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北京成
立的是“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天津市组
建的则是“天津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专家委员
会”。 正如其名，三地至少在评估的对象和目的方面
已基本达成共识，即针对“法规政策”进行旨在达成
“性别平等”的评估。 但也可以发现，对于到底该命
名为“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还是“评估委员
会”，各地的做法存在差异。 造成此种差异的直接原
因在于国家层面对应机构和制度的缺位，进而未能
为地方立法性别评估实施机构的构建提供统一的
指引。 事实上，名字虽只有一两字之差，但蕴含着的
是这些评估机构的不同性质和定位，也影响着评估
委员会的职位设置和人员组成。

在委员会的组成方面， 江苏政策法规性别平
等咨询评估委员会由指导委员、 专业委员和特邀
委员组成，她们是 48 名长期从事法学、女性研究
和实务工作的专家。 [15] 6 北京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
估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专家委员和常任委员组
成。 主任由常务副市长、妇儿工委主任担任；副主
任则由市政府的相关副秘书长或政府法制办的主
要领导或妇联的主要领导担任。其中，专家委员共
16 名，来自高校、市人大等组织机构；常任委员来
自 36 家成员单位。 就专家委员会的构成而言，天
津共聘请了 27 名长期从事法学理论研究、法律实
务工作、 女性研究和女性权利保障实践工作等领
域的专家。总体而言，法规政策性别评估委员会的
组成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主任和副主任等官员，
他们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评估工作的运作， 由于主
任、副主任等人员所在机构不同，也能够实现各部
门之间的联合互动； 二是具体展开评估的专家委
员，专家委员的组成更应具有代表性，她们的存在
不仅为评估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智力支持， 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

（二）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的标准
由于各地方制定实施的立法后评估指标体系

难以满足作为专项评估的立法性别评估的特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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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故构建科学、合理、规范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确
保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目标实现的前提。 北京曾在构
建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指标体系方面做出积极探索，
其共提出了包含“是否符合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宪
法法律的要求； 是否更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要求；是
否符合《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北京妇女发展规
划》的要求；是否考虑女性的特殊需求；是否有利于
两性平等参与社会并承担责任；是否有利于两性平
等获得社会资源并受到平等对待；是否有利于消除
针对女性的歧视”在内的八项指标。 北京的指标体
系覆盖面虽广，但也因过于抽象而在操作上显得不
足。天津并未提出明确的评估指标体系。无疑，当前
我国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指标中最典型的是由
江苏设计的。 作为我国系统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指标
体系的首创者，江苏的经验和模式已逐渐被其他省
份借鉴并吸收。 于此，本部分的审视主要集中在江
苏， 试图管窥江苏省性别平等评估指标的经验，并
反思其可能存在的不足。

江苏在研究和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和地区的经验并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 于 2017
年制定了我国首个《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指标》。
该评估指标体系显示，江苏的评估工作主要从现状
揭示、 法规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三方面展开，并
以 13个问题的形式呈现。 具体包括：审查法规政策
的制定者对所涉领域中两性平等现状的总体把握
情况；考察在政策法规的拟定过程中是否向女性组
织和个人征求意见， 是否对意见进行妥善处理；审
视内容上是否有歧视性措辞，条文的规定是否符合
性别平等的要求；法规政策是否就女性面临的某些
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并为落实之提出
保障机制；审视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即实践中是
有益、有害还是无助于两性平等。 此外，还要注意
“法规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助于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解
决， 规定的必要措施和特别措施是否得到落实，法
规政策的实施是否使女性能力增强、机会增多和收
益增加”等。 [15]6

总体而言，江苏在评估指标的设计方面做出了
积极贡献，也为其他省份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指标体
系设计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方向指引，更为国家立法
性别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提供了大致框架。 首先，评
估指标体系应覆盖立法的全过程。 无论是准备阶段
的调研和意见征询，起草阶段的内容审查，还是实
施后的性别影响分析， 都要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

其次，评估体系的设计需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立
法性别评估虽有别于其他方面的立法评估，但作为
立法评估的一种也应满足客观公正的要求。 江苏的
评估标准中也涉及参照性别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
展开专题调研等内容。 当然，正如江苏省性别平等
评估指标所体现的那样，公正原则要求性别评估标
准的设计要兼顾男女两性，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审
视。 最后，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坚持实质平等的原则。
这要求评估指标既要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又应体
现女性处境的特殊性，补足其能力的缺失，以实现
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此外，江苏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指标体系中仍存
在问题抽象、内容层次不尽清楚等问题，制定国家
立法性别评估指标时要尽量克服。 该评估指标体系
共分为五部分， 包含对法规政策制定各环节的评
估。 问题在于，为何将“现状分析：法规政策所涉领
域性别平等状况”作为第一部分单独安排，而非将
其作为法规政策制定过程的组成部分置于第二部
分“意见征询与处理：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意见
征询”中呢？ 还有一些问题的设计也较笼统，如第四
问：“本法制定过程中是否就性别影响问题进行了
专题调研、向性别平等专家咨询意见？ ”其中进行专
题调研和向性别平等评估专家咨询意见实际上是
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在共同的上级指标下将二者
分别设计为两个独立的问题或许更妥当。 此外，在
评估指标体系的页面布局方面也有待改进，以增强
各部分的层次性。 当然，问题的存在只是一方面，江
苏省法规政策性别评估指标体系已成为国家立法
性别平等评估指标体系的蓝本。

（三）法规政策性别评估的流程安排
在构建主管机构和实施机构并设计评估指标

体系外，要明确的是评估流程。 由于各地管理体制
的差异，评估工作的实际运作流程也各不相同。 其
间主要包含自查评估、审查评估双轨制和审查评估
单轨制两种。 当然，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而且适用
的时间和场域亦各有千秋，故对这两种方法应因时
因地进行调整。

2017 年出台的《江苏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
评估工作指导意见》确立了自查评估和审查评估的
双轨评估工作流程，明确了起草单位和同级性别评
估委员会各自承担的责任。 在法规政策起草过程
中，起草单位的自查评估需要前置。 起草单位应根
据评估指标对送审稿进行评估，并出具报告。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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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要针对起草单位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查，必
要时可召开评估委员会会议进行审查评估。 法规政
策落实后，制定机关亦可根据情况和需要进行自查
评估，也可委托评估委员会进行审查评估。 法规政
策实施后的评估方式具有多样性， 可通过实地调
研、 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有关性别平等情况的信
息，为展开评估工作奠定基础。 当然，“法规政策起
草前、制定中或实施后，委员会可根据性别平等的
实际需要，自主决定开展特定领域的专项性别平等
评估”。 [15] 64

2015年出台的《天津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
工作实施方案》并未直接指出采用的是双轨制还是
单轨制，仅谈到了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市法
制办、市妇联等部门负责开展政策法规性别评估的
相关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则应结合各自职责开展政
策法规性别评估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它们参与
制定、修改的法规政策中要体现性别平等。 天津的
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制，只是要求相关成员单
位审查的力度要比江苏小得多，且未明确自查评估
和审查评估之间的转化标准。 在具体方面，天津是
按照“确定内容、开展评估、提交办理、跟踪备案”的
步骤开展。 年度评估内容的确定是在年初，由市政
府妇儿工委连同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市法制
办、市妇联依据地方立法项目共同决定；评估内容
确定后，由市妇联组织法律、妇女领域的专家通过
分析评价、调查研究、理论研讨等方式展开评估，形
成书面评估材料；书面材料送交相关部门；最后由
妇联完成跟踪备案工作。

相对于江苏和天津而言，北京政策法规性别评
估流程更接近于单轨制。 因其流程的安排既没有明
确起草单位的自查评估职责，也未要求相应的成员
单位在制定和修改法规政策的过程中体现性别平
等的要求，而仅提到了“各法规政策起草部门要注
重研究、分析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两性发展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内容。 [16] 在具体评估过程
中，北京非常注重妇联的桥梁作用。 具体表现为：起
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女性切身利益的内容应
征求妇联意见； 妇联可根据需要提请委员会评估，
并将评估意见和建议反馈给起草单位。 市政府法制
办在审查法规政策的过程中，应就涉及女性切身利
益的内容书面征求妇联意见，妇联根据情况进行评
估并反馈意见。 当然，市妇联亦可就相关内容主动
提请评估，归纳总结并反馈意见。

可见， 在评估方面各地的做法具有较大差异，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 笔者认为，双轨制的做法
在现阶段具有可取性，且应得到推广。 坚持起草单
位自查评估和评估委员会审查评估相结合的方法，
一方面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法规政策体现性别平
等的要求，另一方面亦可减轻委员会审查评估的负
担。 正如周应江、李明舜等指出的那样，未来的发展
方向应当是以起草单位自查评估为主，评估委员会
主要承担监督、指导职责。 [13] 在具体评估步骤方面，
起草单位的自查评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评估委员
会的审查评估则需按照既定的步骤展开，各地有关
审查评估步骤的设定也详略不一，特别是在法规政
策性别评估尚未成熟、起草单位并未完全形成自查
自觉的情况下， 更应注重审查评估流程的精细化，
依此指引并规范委员会的审查评估活动。

四、 关于建立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
着力点

地方立法性别评估经验的积累，为国家立法性
别评估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本土资源，有关构
建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呼声亦已高涨。 国家层
面也曾为此付出努力，“全国妇联曾邀国务院法制
办、 妇儿工委和人大法工委等部门并组织 14 个地
方妇联共赴江苏展开调研”。 [17]总之，构建国家立法
性别评估机制的时机已成熟。 通过借鉴国外立法性
别评估的经验，综合我国地方立法性别评估的本土
资源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构建国家立法性
别评估机制的着力点如下。

首先， 明确国家立法性别评估的概念和定位。
由于各地名称不统一、定位模糊，地方并未在概念
和性质的明确方面为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的构
建提供直接指引。 立法性别评估在域外多被称为性
别影响评估， 旨在督促立法审视和掌握两性的差
异，并设定预期的结果，以使立法满足两性平等的
要求。 韩国《性别影响分析评估法》亦将性别评估界
定为性别影响评估， 即分析立法对性别的影响，确
保所涉立法有益于两性平等。 我国语境下有关法规
政策性别评估的用法虽是“性别平等评估”，但实质
评估的内容却是法规政策对两性可能产生的不同
影响，如江苏和北京均规定性别评估乃是评估法规
政策对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 综合域外经验和国内
实践，本文建议国家层面直接采用“立法性别影响
评估”的提法。 强调的是国家立法对性别平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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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的预测和评价， 以促进法律的修订和完
善，使之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

理解立法性别影响评估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
要从更全面的视角出发审视“性别”概念。 拟评估的
受影响主体不仅指男女两性，还包括中性人、变性
人、双性人等性别少数群体。 二是评估对象不仅包
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还涵盖行政法规和政府规
章。 三是社会性别视角应当贯穿于评估的全过程，
立法者要打破固有的性别偏见。 四是立法性别评估
旨在达成的目标是实质而非形式意义上的性别平
等。 当前，我国法律并未就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
的定位和性质等做出明确规定，仅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议事规则》第 26 条和《立法法》第 34 条中笼
统提及专家委员咨询议事的内容。 既有规定在为国
家立法性别评估机制提供合法性证成的同时，也因
过于概括而使国家立法性别评估的制度化变得更
加困难。 为此，当前将国家立法性别评估视作专家
咨询议事方式更具操作性，但从更长远看“国家立
法性别评估不能够仅是‘民主立法’的工作方式，还
应成为刚性的制度设计”。 ［18］264

其次，组建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咨询委员会。 基
于上诉分析，得以窥见各地评估委员会在名称上的
差异，故首先要解决的是正名问题。 笔者认为，当前
称之以“咨询委员会”既能获得现行法律的支持，亦
可在最大限度内增加其推动实现性别平等的权力。
在委员会的组建方面，基于地方经验，国家立法性
别评估也应充分发挥妇联的作用，“利益相关者”理
论和“人权商谈理论”亦要求以妇联为代表的女性
群体在机制运行中发挥引领作用。 [19][20]140但囿于妇
联性质所限，将牵头单位设为国务院妇儿工委更妥
当。 当然，评估委员会的设立还应获得全国人大的
授权。 有鉴于此，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咨询委员会应
在全国人大授权的基础上，由国务院妇儿工委牵头
建立，联合全国妇联、司法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共同实施，并由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 委员
会由主任、副主任、常任委员和专家委员组成。 委员
会设主任 1 名， 由妇儿工委主任担任； 设副主任 3
名，由全国妇联、司法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的主要领导担任；设常任委员 10 名，由全国妇联妇
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的专家担任；设专家委员
若干，由科研院校、实务工作部门的法律和性别专
家担任。 选任专家委员应有严格标准，并坚持“组织
推荐”“民间推荐”“个人推荐”相结合的原则。 专家

委员的来源在领域上应有广泛性，亦需包括一定比
例的男性且在地区上具有代表性。 若条件允许也可
聘请少量外国咨询专家，外国专家的选任更需注重
专业性。 根据各人专长划分为不同的专家小组，评
估工作依小组展开。 就任期而言，主任、副主任和常
任委员的任期与人大代表保持一致。 为确保专家
“外脑” 的整体性和持续性， 专家委员的任期可延
长。 此外，要保障专家委员依法展开评估的权利，确
立专家委员言论豁免制度，给予相对优厚的报酬并
确立奖惩机制。

再次，基于社会性别理论设计科学的评估指标
体系。 开展国家立法性别平等评估工作最关键的
是评估指标的设计，“评估标准或指标， 可以明确
评估的工作要点和方向， 从而引导评估工作的开
展； 可以就法律政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进行评价
和预测， 从而实现性别平等评估的目标。 遗憾的
是，国内外并未构建起一个统一的、具有广泛适用
性的、 用以评估法律政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标准
和指标体系”[13]， 既有地方文件规定的法规政策性
别平等评估指标大多太抽象，且与普通的立法评估
指标相比大同小异。 目前，国内最完善的立法性别
平等评估指标是由江苏设计。 通过总结和凝练立法
性别评估的江苏经验，并借鉴域外立法性别评估的
经验，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能够确立我国的
立法性别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2）。当然，国家立法性
别评估指标体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在恪守“社
会性别主流化”全球战略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前
提下，并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推进和完善。

最后，确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流程。 专家参与立
法性别评估要有明确的程序规定。 国家立法性别评
估应贯穿立法的全过程。 评估过程应公开透明，“一
方面要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则要自觉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18]264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应
当坚持客观性原则、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的
原则及独立原则。 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应采用自查和
审查评估相结合的双轨评估流程。 各起草单位应就
法律草案比照评估指标进行自查评估并形成报告，
报告送交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咨询委员会。 委员会对
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一并反馈给起草
单位。 委员会监督起草单位草案的完善工作。 审查
评估程序启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评估委员会可
在法律制定实施过程的任何阶段，自行启动审查评
估程序；二是起草和通过单位认为由其起草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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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案、议案涉及重大的性别平等问题或在此方面
存在较大争议的，可提请委员会审查评估；三是全
国妇联在法律制定通过的任何阶段，认为法律草案
和议案涉及性别歧视的或有悖于性别平等的，可提
请委员会审查评估。

审查评估责任由国家立法性别评估咨询委员
会承担，大体包含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评估准
备。 “周密的准备是评估的基础和起点，也是成功开
展评估工作的前提。 ”[21]具体包括，通过调研等方式
拟定评估对象，评估对象的确定由常任委员自主决
定或批准决定，委员会主任签字生效。 常任委员依
据评估对象的内容安排专家小组，由专家小组根据
评估对象的情况制定方案。第二阶段，评估实施。此

阶段是国家立法性别评估的实质性阶段，主要是信
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过程。 具体而言，专家小组应
当根据评估方案并以评估委员会的名义展开评估。
国家立法性别评估主要以评估委员会会议的方式
进行，必要时也可采用听证、访谈、问卷调查等补充
方式。 第三阶段，形成评估结论、撰写评估报告。 基
于对实施阶段收集的各方面信息的分析总结，专家
小组应以委员会的名义形成评估报告，并提出修改
建议， 连同评估报告和修改建议反馈给起草单位。
最后， 由起草单位修改完善并向委员会定期报告，
委员会承担监督责任。 审查评估须按流程有序开
展。 （特别感谢薛宁兰教授在“新时代妇女与法律的发
展、挑战与应对研讨会”上就本文提出的修改建议。 ）

序号 一级 二级 三级 回答

1

起草过程是

否体现性别

平等

立法者是否

具有社会性别

意识

本法所涉及领域在总体上是否存在性别不平等的情况
是，阐释现状；

否，分析原因

2 是否参考按性别分列搜集的数据

是，简要阐明；

否，说明原因

3 是否就所涉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定性分析

4

女性是否有效

参与

是否就本法可能产生的性别影响展开专题调研

5 是否向女性、妇联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征求意见

6 是否为女性、妇联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立法提供便利

7 是否向性别平等专家征询意见

8

文本内容是

否体现性别

平等

文本内容是否

符合性别平等

原则

本法是否对两性做出不公平的区别对待、限制或排斥 是，说明原因

9 本法是否存在字面平等，但实际上不利于某种性别的情形
是；否

10 本法是否忽视了与两性平等有关的重要内容

12
文本内容是否

保障和促进性

别平等

本法是否符合并在某种程度上细化或补充了上位法有关性别平等的

规定
是，简要阐释；

否，说明原因13 本法是否为实现实质平等，而给予某一性别的人优惠或扶持

14 本法是否为落实性别平等规定了具体保障措施

15

实施是否

体现性别

平等

是否满足性别

平等的要求并

使女性受益

本法的实施是否有助于消除所涉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是，阐明效果；

否，说明原因

16 本法的实施是否有助于增加女性的机会，增进女性的能力

17 对社会及公众

的影响

是否增强公众对性别平等的认同

18 是否有助于营造两性平等的社会环境

表 2 国家立法性别评估指标草拟

资料来源：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江苏省法规政策平等评估机制的探索与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5—66 页；周

应江、李明舜、蒋永萍《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基本问题研究》，载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 Justina Demetriades．
Gender Indicators： What， Why and How． http： ／ ／ www．oecd．org ／ dac ／ gender －development ／ 43041409．pdf，2019 －09－25；Danida．
Gender－Sensitive Monitoring and Indicato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March 2006． 根据上述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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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xperience in the Assessment of Gender Equality in Legislation and
the Focu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LI Yong
Abstract: Feministic jurists argue that the special needs of women have yet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become marginalized in the male- dominant legisl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predominance of men in the legislative departments has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women are still
a minority in the field． The incorporation of gender assessment in legislation will uncover the malpractice of this status
quo and compensate for the resulting shortcomings to some extent． Advocated by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 majority of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 have set up their gender assessment mechanism in laws and policies． The
practice of gender assessment mechanism by regional legislature in the formulation of laws and policies has "urged"
the nation to take similar actions． At the same time，the experience gained by regions in legislative gender assessment
will provide valuable local reference for the country to create such an overall mechanism．
Key words: legislation；gender assessment；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assessment committee；assess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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