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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警察如何应对
——以警察权为视角

周灵方，柳成柱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 要：公共危机是现代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人为性公共危机”的高

发时期。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警察公共危机处置权规定的分散性和模糊性。不利于警察把握危机化解的最

佳战机和处置权适用尺度，若使用不当，甚至可能还会加剧危机的发生程度。因此．应当对警察法重新进行

修订，增设并合理地配置警察公共危机特别处置权。强化警察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行政调解职能，为警察依

法、有效地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提供支撑。

关键词：公共危机；警察权；特别处置权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4-0039-03

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

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

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哪啊

一般来说，公共危机是由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引起．

由于事发突然、意料不及。可能会瞬间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我国因公共危机造成的损失十分惊

人。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

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

6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田公共危机所造成的

影响并不仅是人员伤亡、经济损失，造成的间接损失

同样不可忽视，一旦社会发生公共危机，就意味着某

个国家或者地区进入了紧急状态，若处置不当还会

使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这类损失虽然是软性的、不可量化的，但其伤害和

长远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直接损失”。唧因此，公共危

机一旦发生，能否得到及时、快速、有效地处置，意义

十分重大。

目前．我国正处在“人为性公共危机”的高发时

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公共危机

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令人堪忧的是，从近年来警察

处置相关公共危机事件的状况来看。警察紧急处置

能力、水平及其效果都难以令人乐观，其中重要原因

之一，与当前我国对警察公共危机处置权规定的分

散性、模糊性以及与警察权的使用不当密切相关。

我国出台应对公共危机的法律法规较多。与警

察公共危机处置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戒严法>、

<反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

述法律法规尽管对警察主体、职责以及处置措施等

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还比较分散，有的条款还比较模

糊．没能形成统一的制度体系或制定专门的实施细

则。以200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为例，第五十条规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

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

门并由公安机关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采取下列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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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秩序的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依法出动警

力，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

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可见，《突发事件应对法》尽

管对警察控制事态、警卫、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等职责

以及依法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作出了大概规定，并

没有对警察权如何适用以及何种状况下可以采取何

种强制措施作出明确、详细、具体的规定，而作为警

察权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人民警察法》以及《警察

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虽然对警察职权以及警察权

适用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大都限于常态下的警察权

适用，缺乏对危机状况下适用的针对性、专门性和特

殊性。因此，在危机状态下，警察对权力适用尺度把

握不准，从而可能贻误危机处置的最佳战机，甚至可

能会因警察权使用不当而加剧危机的发生程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

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对公安机关处

置群体性事件的职责做了专门规定。归纳起来主要

有：收集、研判不稳定事端和群体性事件动态信息。

及时做好防范、化解和处置工作；维护群体性事件现

场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保护党政机关等重点部位及

现场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搜集并固定现场违法犯

罪行为的证据；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

势，对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的人员以及插手群体

性事件的敌对分子。依法打击处理。根据这个意见，

警察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责主要就是控制局

势，维持秩序，以及收集和固定证据等，而对于公共

危机事件处置中的权力和职责则没有明确规定。所

以．警察虽然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冲锋在一线，但

是由于其职权的限制．往往要么就是扮演一个旁观

者角色。要么就扮演一个超职权处理危机的“违法

者”。因此，警察权的配置问题值得予以更多关注。

动用警察权解决社会冲突和处置公共危机事件

的过程，在本质上体现为法律和统治秩序的尊严和

权威的回复过程——这种尊严和权威的回复更主要

是通过对冲突主体漠视和亵渎法律或统治秩序的行

为做出必要和恰当的制裁而得到体现的。旧根据现

行法律和相关法规的规定，人民警察主要拥有两种

职权，即治安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

纵观近几年所发生的诸多公共危机事件。其中

很多是由于群众的的合理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

以实现而被迫发生群体性的集体越轨行为，并且发

生的警民严重冲突也往往是由于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所挑拨而形成。所以。从整体上来说，与一般的治安

违法犯罪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有本质区别。在政治

学的角度来说。也应当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仅

仅依靠上述两种职权是不能够胜任处置公共危机角

色的。

事实上。我国警察在处置公共危机事件中失败

的教训极其沉重和深刻。如近年来发生在“贵州瓮安

的6．28事件”、“云南普洱的7．19事件”、“新疆7．5事

件”和“乌鲁木齐9．3事件”等。不仅暴露了警察在处

置公共危机中的处置能力和水平的不足，更暴露了

警察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警察权力配置的种种弊

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警察公共危机事件

的权力配置，并以之为契机建立和健全机制、机构设

置。

首先．要增设警察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别处置权。

现行的《人民警察法》在第二章中对警察的职权进行

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没有对在公共危机事件处

置中的警察权问题作出相关规定。应当在修改中增

加警察在公共危机中的特别处置权。对何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特别处置权，特别处置权的具体内容等作

出程序上的详细规定。特别处置权的具体程序内容

主要涉及警察强制措施、警械以及武器使用等问题。

警察强制措施、警械以及武器使用设定有必要界限，

在这个界限内法律赋予警察磐要的自由裁量权。只

要其手段并非严重违背必要性原则。其措施均视为

合理。如责令离开、强行驱散、强行带离现场、交通管

制等。

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也设定有底线。。没有足够的

权力和稳定的秩序，正义是不存在的。然而，过多的权

力也会腐蚀社会机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建立在

权力基础上的警察组织，必须保证政府各种权力理

性地实旖，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

社会里才能有真正的正义。但是，政府也不能滥施警

察权，让政府的权力完全被在大庭广众面前着制服的

警察表现出来，否则，就会增加人们潜在的攻击因素，

使社会秩序更加难以控制，甚至发生大规模的动乱。

为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警察必须在道义允许的范

围内实施法律，并要设法赢得公众的支持。”【，盥但公

共危机事件可能对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公

安机关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就难免与群体事件的

主体发生激烈对抗。况且，危机事件种类广泛，其中

有的是民众企图趁机利用不正当渠道来实现无理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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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有少数不法分子企图借暴力手段达到非法目

的。“底线设定”并非绝对．事件性质转变后．断然措

施也须随之而出。但程序一旦缺失．控制过程中的各

种手段难以按警察权运行的比例性原则一一展开。

警察应当对参与公共危机的一般群众和少数违法分

子予以区分．并对违法分子进行快速、有效地处理。

其次，要强化公共危机事件中警察行政调解职

能。现在通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对警察的行政调解职

能作出限制。虽然这对以往警察调解使得纠纷双方

都不满意的情况明显减少。因为警察只有在双方都

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调解，但是，这又带来了一个新

问题，就是没有了警察的调解后，纠纷双方更难达成

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结果。最终结果就是矛盾

恶化，。小事化大事，大事化恶性事件”。笔者认为，目

前对警察调解的条件过于苛刻，应当予以适当放宽。

可以考虑将“纠纷双方都同意警察调解”改为“首先。

双方是否均选择警察作为调解的主体；若自行调解．’

则在若干时间内不能达成调解则由警察最终进行调

解”。这样既尊重了纠纷双方的纠纷解决的自主选择

权，同时也保证了警察对纠纷解决的关注。避免纠纷

因无人关注而恶化的情形。

最后，要建立警察公共危机处置的专门机制和

机构，不断提高警察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能力和水

平。在专门机制、机构设计中。要建立新闻发言入制

度，以专业化为目标，理顺防爆、反恐等警种关系。细

化并整合职能，建立一支专业警察队伍，设立公共事

务特别处置局、公共危机指挥中心等。此外，还要不

断强化专业训练，以全面提高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

处置能力和水平。如对公共危机现场情况的准确判

断．在何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措施最为恰当。在公共危

机中，如何对现场的群众和少数的违法犯罪嫌疑入

进行区分，如何进行分化瓦解、教育疏导，以及警察

的公共公关的处理等。

此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尤其要借助新闻发

言人和媒体力量从而对公共危机的影响进行有效控

制，同时要特别避免媒体对事件的过度渲染或者不

实报导，从而影响公共危机的处理和对警察形象带

来负面影响。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置中，还要注意积极

配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以共同维护社会

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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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ys to Deal with Public Crisis for the Pol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e Power

Zhou Lingfang,Liu Chengzh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Law Schoo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410083,，China)
Abstract：Public crisis is a major and urgent issue faced by the modem world．At present,．”man—

made public crisis”is spreading in China．Due to the dispersity and the ambiguity of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right of the police disposing of public crisis，it is not conducive for the police to seize

the best opportunity to defuse the crisis and use their disposal right properly,．On the contrary，if used

improperly，it may aggravate the degree of the crisis．Therefore，the Police Act should be re-amended，

adding and reasonably allocating special right of the police disposing of public crisi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function of the police in handling public crisis 80嬲to provide

foundation for the police to legally and effectively dispose of public crisis．

Key words：public crisis；police power,special disposa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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