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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 128 个法治国家中排名 88 位，下降了 4 位 
 

2020 年 WJP 法治指数持续下滑 
世界各地的法治水平 

 
中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5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2 位 

 
 

华盛顿特区（2020 年 3 月 11 日） – 世界正义工程 (WJP) 今天发布了 2020 年 WJP 法治指数 (WJP 
Rule of Law Index® 2020)。这份年度报告基于对全球 13 万多户家庭和 4000 多名法律从业者和专家

进行的全国性调查。  

WJP 法治指数衡量 128 个国家和地区的法治绩效，涵盖八大因素： 

 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杜绝腐败、政务公开、基本权利、社会秩序与安全、监管执法、民事审判和

刑事审判。 该指数是世界领先的原始、独立的法治数据来源。  

今年中国的整体法治指数下降了 1.5%。在全球 128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 88 位，在全球

排名中下降 4 位。 中国的得分显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 15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 12 
位，在 42 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 33 位。  

丹麦、挪威和芬兰在 2020 年的 WJP 法治指数排名中高居榜首。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柬埔

寨； 而刚果民主共和国整体法治得分最低，与 2019 年持平。 

整体法治绩效下降的国家数量连续第三年超过改善的国家数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朝着法治弱化

和停滞的负面趋势下滑。 大多数 2020 年法治指数下降的国家，其法治水平在前一年也有所下降，呈

现出持续走低的趋势。 这一点在衡量「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的指数因素中尤为明显。 

这种下降是普遍的，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在每个地区，自 2019 年 WJP 法治指数发布以来，

大多数国家的整体法治绩效都有所下滑或保持不变。  

从地区来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该指数中表现最好的是新西兰（在全球 128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第七），其次是澳大利亚和新加坡。 该地区得分最低的三个国家是菲律宾、缅甸和柬埔寨（在

全球 128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27 位）。 



法治改善最为明显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得分增加 5.6%，主要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基本

权利」得分增加所致）和马来西亚（得分增加 5.1%，主要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基本权利」

和「监管执法」得分增加所致）。  

法治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喀麦隆（-4.4%，主要是「社会秩序与安全」以及「基本权利」得分下

降所致）和伊朗（-4.2%，主要是「刑事审判」得分下降所致）。 在过去五年中，法治水平年平均

百分比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是埃及（-4.6%）；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3.9%)； 柬埔寨 (-3.0%)；    
菲律宾 (-2.5%)； 喀麦隆 (-2.4%)； 匈牙利 (-2.1%)； 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2.1%)。 

在过去五年中，按因素计算，埃及和波兰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方面的得分降幅最大，分别为 -
8.5% 和 -6.8%。  

「法治不仅仅是法官或律师的事，」WJP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威廉 H. 诺伊康 (William H. Neukom) 
指出。 「它是正义、机会与和平社区的基石。 我们都是法治的利益攸关者，因此我们都可以在维

护法治方面发挥作用。 2020 年的指数表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完整的 2020 年报告（包括国家概况、数据可视化、方法和下载选项）可于 3 月 11 日在以下网址

上查阅： www.worldjusticeproject.org/2020-Index   

 
中国排名 
2020 年 WJP 法治指数绩效（1 为最佳） 

中国全球排名： 88/128 
中国全球排名*： 12/15 

因素  全球排名 地区排名* 收入排名** 
对政府权力的制约 123/128 14/15 40/42 
杜绝腐败 51/128 8/15 15/42 
政务公开 92/128 12/15 33/42 
基本权利 126/128 15/15 41/42 
社会秩序与安全 40/128 8/15 9/42 
监管执法 67/128 9/15 21/42 
民事审判 64/128 8/15 22/42 
刑事审判 62/128 10/15 21/42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 柬埔寨； 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 印
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 蒙古； 缅甸； 新西兰； 菲律宾； 韩国；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白俄罗斯； 伯利兹；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中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 多米

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格鲁吉亚；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圭亚那； 伊朗； 牙买加； 约旦； 
哈萨克斯坦； 科索沃； 黎巴嫩；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纳米比亚； 北马其顿； 秘鲁；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 南非； 斯里兰卡； 圣 卢西亚； 圣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苏里南； 泰国； 土耳其；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WJP 法治指数简介 

WJP 法治指数® 是世界领先的原始、独立的法治数据来源。 目前，该指数覆盖了 128 个国家和地区，

它依靠超过 13 万份家庭调查和 4000 份法律从业者和专家调查来衡量全世界法治的经验和看法。 该指

数为决策者、公民社会组织、学术界、公民和法律专业人士等提供了最新和可靠的信息，旨在鼓励

政策改革、指导方案制定，并为加强法治的研究提供信息。 
 

世界正义工程简介： 

世界正义工程 (WJP) 是一个独立的、多学科组织，致力于创造知识、提高认识和促进行动，以推

动全世界的法治水平。 有效的法治可以减少腐败，消除贫穷和疾病，保护人民免受大大小小的不

公之害。 它是正义、机会及和平社区的基础，支持发展、负责任的政府和尊重基本权利。  

世界正义工程将法治定义为一个由法律、机构、规范和社区承诺组成的持久体系，它能够实现： 
责任担当、法律公正、政务公开和正义可及。 如需详细了解这四项通用原则以及我们的工作，  
请访问： www.worldjustice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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