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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2 日，泰国选举委员

会开放新党登记，从而标志着从

2014 年军事政变以来被长期冰封的

政党政治开始解冻。尽管巴育政府再

次宣布延期“还政于民”，将原定于

今年 11 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推迟到

2019 年 2 月，但在泰国权力格局中

被长期边缘化的各派力量还是表现活

跃，仅在登记首日就有多达 42 个团

体注册，申请成立新党。[1] 随着泰国

军管体制放松，近年来相对平稳的政

治局势暗流涌动，政党政治发展再次

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军

人集团、王室—保皇派、城市中产阶

级、为泰党—他信派系、民主党—阿

披实派系等各派力量的新一轮权力

博弈。

保守阵营巩固权力核心地位的

政治安排

2014 年政变上台以来，泰国军

人集团通过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泰国政党政治回归的前景与挑战
周方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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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简称维和委）与王室—保皇派等

保守势力联手压制各派力量，使得

保守阵营全面掌握了国家权力核心，

不仅直接把持着立法权与行政权，而

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着司法权

与监察权的有效运作。

尽管巴育政府上台后高调宣示

要主导国家改革进程，并多次借故推

延“还政于民”的众议院选举期限，

但对保守阵营而言，长期保持党禁

的政治高压态势并不现实，将会面

临国内外日益增加的政治社会压力。

因此，军人集团掌权后的首要任务就

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在保守阵

营主持下的多党协商格局。

2017 年宪法的起草与颁行是构

建保守体制的关键环节，也是巩固

保守阵营权力核心地位的根本保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安排主要

有三。

一是全面恢复参议员遴选制度，

巩固保守阵营在立法与监察体系的

话语权。参议员遴选制度曾是 20 世

纪中后期泰国军人集团掌控国会的

重要手段。1997 年被誉为“民主里

程碑”的新宪法颁行后，参议院议员

全部改为民选产生。2006 年政变后，

军人集团主持起草颁行的 2007 年宪

法部分恢复了参议员遴选制度，规定

参议院全部 150 个议席中，半数民

选产生，半数遴选产生，有效提升了

保守阵营在国会的影响力。2017 年

宪法更进一步，不仅规定参议院全部

200 名议员都由遴选产生，而且通过

过渡条款规定，“还政于民”后的第

一届参议院将设置 250 个议席，其中

244 个议席由维和委遴选产生，其余

6 个议席由国防部次长、最高司令、

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以及

警察总长担任。[2]

这就意味着，保守阵营一方面

将直接掌握国会两院（包括参议院

250 席与众议院 500 席）三分之一议

席，从而对民选产生的众议院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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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制衡，避免不符合其利益诉求的立

法提案获得通过，特别是可能影响保

守体制的宪法修正案，基本上无法获

得通过表决所必需的三分之一以上

参议员赞成票。另一方面，由于反腐

败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国会调查员

等独立机构对参议院负责，因此保守

阵营掌握了参议院，也就在很大程度

上拥有了对泰国监察体系的话语权，

从而对各派力量特别是掌握行政执

行权的技术官僚集团形成有效约束。

二是采用议席混合分配的选举

规则，压制为泰党—他信派系 [3] 的

众议院话语权。20 世纪 90 年代的泰

国中小政党林立，使得联合政府更迭

频繁，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弱化，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率先在泰国爆发的重要原因。

1997 年宪法引入了选区制与政党名

单制的混合选举规则，并规定全国得

票率不足 5% 的政党将不得参与政党

名单制的众议院议席分配，旨在促进

大党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此，他

信派系在 2001 年以 40.6% 的全国得

票率分得了 48% 的政党名单制议席，

从而为他信派系（当时的泰爱泰党）

跨越超大党门槛，成为泰国首个拥有

众议院简单多数议席的民选政党铺

平了道路。

2006 年政变后，保守阵营为避

免再次出现他信派系“一党独大”格

局，通过 2007 年宪法废止了政党名

单制的议席分配门槛。此举不仅限制

了他信派系的大党优势，而且激励了

中小政党的复兴与发展，从而对他信

派系在国会的权力运作形成明显掣

肘。2011 年大选后，拥有众议院议

席的政党从 2007 年大选后的 7 个增

至 11 个，其中有 4 个政党在选区制

选举中一无所获，全部议席皆来自政

党名单制分配。[4]

2017 年宪法进一步提出了议席

混合分配的选举规则，旨在进一步

限制大党规模和鼓励中小政党发展。

相较于 2007 年宪法的选举规则，主

要有两方面的重要调整。一方面是将

以往选民对选区制和政党名单制的

分别投票，合并为一张选票，即将选

区候选人所获选票，同时作为候选人

所属政党所获政党名单制选票。此举

旨在压制大党在得票率上的“品牌溢

价”，降低选民将选区制选票投给得

到当地信任的小党候选人，而将政党

名单制选票投给全国大党的可能性。

2011 年大选中，他信派系的政党名

单制得票率要比选区制得票率高出 4

个百分点，至少为他信派系多赢得了

5 个议席。另一方面是将政党名单制

议席与选区制议席混合分配，即政党

名单制议席在按各党得票率进行分

配前，首先要扣减各党在选区制议席

中获得的超额议席数，从而保证各党

所获议席比例要与各自得票率保持

一致，贯彻“每一张选票的民意都要

得到体现”的公平理念，避免“赢家

通吃”的不合理现象。2011年大选中，

他信派系的选区制得票率为 44.3%，

但在选区制议席中却赢得了 54.4%

的议席，并在政党名单制议席分配中

获得了 48.4% 的议席，从而使其议

席数占到了众议院议席总数的 53%，

拥有了简单多数席位。如果采用议席

混合分配的新规则，那么他信派系拥

有议席比例将从 53% 降至 44%，从

而失去简单多数席位的大党地位。与

此同时，众议院的中小政党数量也将

进一步增加，从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多

党格局。

三是删改内阁总理必须为民选

议员的宪法条款，为巴育连任总理铺

平道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

代，泰国基本上都是非民选的军人总

理主政。1992 年“五月流血”运动后，

泰国宪法开始明确规定总理必须为

随着保守阵营的政治核心拉玛九世于2016年驾崩，王室—保皇派与巴育政府的政治联盟开始出现裂痕。图

为泰国总理巴育（左）参加先王拉玛九世普密蓬的遗体火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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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议员。2006 年政变后，保守阵

营曾有意在 2007 年宪法中删改有关

民选总理条款，但在社会压力下被迫

放弃。

2014 年政变后，有关非民选总

理的议题再次成为各方博弈重点。

2017 年宪法数易其稿后，最终还是

在保守阵营推动下修改了总理推选

办法，不再要求总理必须为民选议

员，从而为巴育连任总理铺平道路，

有助于延续保守阵营对行政权的直

接掌控。

根据新的总理推选办法，巴育

谋求连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

参与“过三关”：第一关是获得提名，

即在大选前，要有某一政党将巴育列

入总理提名表并提交选举委员会；第

二关是成为正式候选人，即提名巴育

的政党要赢得 5% 以上众议院议席，

并争取到众议院十分之一以上议员

支持，使巴育成为正式总理候选人；

第三关是在公开表决中，赢得国会两

院二分之一以上议员支持。另一种是

不主动参与，而是临危受命。即在公

开表决始终无法产生新总理的情况

下，经国会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投

票废除上一轮总理候选人名单后，巴

育再勉为其难地应邀参与“过三关”。

由于保守阵营通过参议员遴选

制度，将提前锁定国会两院三分之

一的支持票，因此巴育在过“第三

关”的时候，仅需要在众议院争取

125 个议席，也就是众议院全部议席

的 25% 即可胜出，从而与其他候选

人相比，拥有了压倒性优势。

巴育以非民选方式连任总理的

现实挑战

尽管保守阵营在体制机制上进

行了周全的政治安排，而巴育总理也

在过去一年里奔赴各地访贫问苦，并

酝酿出台新一轮的惠民政策，力求在

各派力量还被党禁限制的情况下，抢

占先手争取民意支持，但是，巴育要

连任总理，依然面临不少挑战。其中，

最主要的有以下方面。

首先是巴育个人声望受到派系

丑闻拖累。2014 年军人集团高举“稳

定与发展”的改革旗号政变上台，由

于契合了长期政治冲突与社会分裂

之后的民心思定大势，因此赢得了广

泛的民意支持。[5] 从四年执政来看，

巴育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成效

明显，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得

差强人意。不过，对巴育而言，失分

最多的还是廉政建设。

打击腐败是保守阵营 2014 年政

变推翻英拉政府的重要理由。因此，

巴育执政后高调推动反腐败工作，甚

至动用 2014 年临时宪法第 44 条赋

予的临机专断权，先后将数百名中高

级政府官员停职，以推动反腐败调查

进程。但是，保守阵营层出不穷的腐

败丑闻，却使得巴育努力打造的廉政

形象备受质疑。

2018 年年初以来迅速发酵的“表

叔事件”，更是对巴育政府的政治威

望产生严重冲击。内阁二号人物、副

总理巴威在网络上被曝光拥有 22 块

总价值 4 千万泰铢（约合 800 万元

人民币）的名牌手表，但上任前却未

依法进行财产申报，结果引发社会

各界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强烈不满，

并在网络上出现 6 万多人联名要求罢

免巴威的请愿行动。[6]

从民调来看，泰国民众对巴育

个人基本持正面看法，认可其能力与

人品，但对巴育—巴威派系存在明显

的负面看法。这就使巴育面临两难，

如果与派系划清界限，那么在奉行庇

护制关系的泰国政界，就很可能寸步

难行；但如果保持派系的庇护关系，

那么在新一轮博弈中，就有可能成为

对手攻讦的政治软肋，从而坐失民意

支持。

其次是保守阵营的政治联盟出

现裂痕。军人集团与王室—保皇派的

政治联盟，不仅是保守阵营压制各派

力量的根基所在，也是巴育连任总理

的首要保证。不过，随着保守阵营

的政治核心拉玛九世于 2016 年驾崩，

曾经默契的政治联盟开始出现裂痕。

近代以来，军人集团与王室—

保皇派的政治关系有过多次调整，但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王室—保皇

派在拉玛九世领导下长期保持主导

地位。但是，双方政治上的主从关系，

更多是基于拉玛九世的个人权威，而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国王职位。[7]

于是，拉玛十世继位后，双方

都很难避免政治关系的再调整。从

拉玛十世要求修改 2017 年宪法草案，

收回摄政王任命权，到废止财政部长

兼任王室财产委员会主任，使王室财

产不再受政府监管，再到大规模撤换

宫务处等王室机构公务员，以及在主

持先王火葬仪式后却并未按部就班

举行正式加冕，都或多或少地折射

出王室—保皇派与巴育政府的利益

分歧。

如果保守阵营未能在“还政于

民”前有效弥合联盟裂痕，那就有可

能分化保守阵营在新一轮博弈中的

凝聚力与行动力，甚至影响参议院在

总理表决中的一致性，从而使巴育失

去连任总理的关键优势。

再次是新生代政治力量开始崭

露头角。从总理推选来看，巴育无论

主动参与，还是临危受命，胜负关键

都在于获得众议院至少四分之一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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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支持。近两届众议院选举中，选票

分布基本稳定，即为泰党—他信派系

掌握北部和东北部票仓，拥有约四成

选票；民主党—阿披实派系掌握南部

票仓，拥有约三成选票；其他中小政

党掌握余下三成选票，并主要集中在

曼谷以及中东部地区。这就使得保守

阵营从一开始就将目标锁定在中小

政党，并通过选举体制改革，试图推

动中小政党从两大党剥离更多议席。

由于为泰党—他信派系与民主

党—阿披实派系存在根本性的立场

分歧，因此在两大党难以联手的情况

下，保守阵营继续执掌行政权的政治

前景就不太会改变。不过，随着以未

来前进党主席塔纳通为代表的新生

代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巴育连任总理的不

确定性。

作为著名汽车配件制造商泰国

高峰集团（Thai Summit Group）执

行副总裁，现年 39 岁的塔纳通不仅

拥有深厚的政商家族背景，而且在社

交网络上拥有很高的号召力，再加上

共同组建政党的新生代社会精英也

都是法律、传媒、环保、甚至同性恋

权利保护等各领域的新锐人物，从而

使未来前进党在新生代选民中具有

很高的认可度与支持率。[8]

新生代政治力量普遍对保守阵

营缺乏好感，要求更多话语权与自由

空间。因此，如果新生代政治力量在

大选中获得较多议席，就有可能动摇

保守阵营争取众议院 25% 议席的政

治布局，甚至迫使其为保证巴育连任

总理而做出一定政治让步。

泰国政局变化影响“一带一路”

战略对接

从目前来看，随着“还政于民”

期限临近，泰国政局主要呈现三种发

展走势。其中，巴育连任总理，保守

阵营继续掌握行政权的可能性最高；

为泰党—他信派系与民主党—阿披

实派系握手言和，促使国会两院顺利

推举民选总理的可能性较低；此外，

也不排除各派力量相持不下，再次引

发街头动乱的可能性。

近年来，泰国经济增长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对华经贸合作。2017 年

高达近千万的中国游客，更成为泰国

社会经济复苏的强心针。泰国各派力

量普遍认可中泰战略合作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与泰国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因此，

无论泰国政局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

中泰关系的根本大局。

不过，从中泰高铁合作的一波

三折来看，中泰发展战略对接最困难

的并不是在国家高层达成共识，而是

在中下层贯彻落实过程中形成合力。

“还政于民”后，即使巴育连任总理，

也将失去 2014 年临时宪法第 44 条

赋予的临机专断权，从而很难再像推

动中泰高铁合作那样，强行排除国内

法律法规障碍，并压制相关利益团体

的不满情绪。[9]

针对泰国政党政治回归的大趋

势，中国有必要通过多层次全方位的

交流合作，积极主动应对多元利益诉

求彼此纠葛且难以妥协的不利局面。

具体来看，首先要与泰国保守阵营保

持有效沟通，特别是要与王室—保皇

派积极互动，适时促成拉玛十世访

华，进一步深化双方政治互信；其次

要加强政党交流与合作，除了老牌的

为泰党与民主党，也要重视新生代政

治力量的新兴政党；最后要加强基层

工作，依托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促进

民心相通，促进泰国民众特别是中下

层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与认同，

引导自下而上推动合作的民意诉求，

从而在多元民主的政党政治环境下，

营造更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对接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 (昆明 ) 南亚东

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牧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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