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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民法典》 颁布后，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成为学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 而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正当性何在则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应。 行政法典总则首先是一个独立
的法典， 具有总括性和统领性； 此外， 它也是一个公法体系。 我国行政法体系取得的成就
及其存在的瑕疵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重要性。 据此， 行政法典总
则的制定具有支持法律体系、 正名公法体系、 整合行政法体系和对接其他部门法体系的法
治价值。 从行政法与宪法关系、 行政部门法的独立性、 行政法规范的规模、 行政法相关理
念和原则的成熟性等进路分析都能够支持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可能性。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
定应当以作为行政基本法、 确立行政法治理念和基本原则、 形成统一体例、 补充缺失板
块、 统摄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为技术线路。
关键词： 行政法典总则 正当性 行政法体系 公法体系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1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 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新时期改革与法治关系实
证研究” （项目批准号： 17JZD004） 部分研究成果、 “上海市高原学科 （行政法）” 资助项目。

譹訛 参见杨海坤： 《一部中国行政程序法典正呼之欲出》， 载 《法治论丛》 2002年第 6期； 王世涛： 《行政法的法典化及其模式选
择》， 载 《时代法学》 2005年第 4期； 关保英： 《行政法典总则的法理学分析》，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1期； 等。

譺訛 也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 制定行政法典总则或者形成行政法典既没必要也不可行。 而从 《民法典》 颁布后有关行政法典总
则制定的研究来看， 该论点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支持。 即是说， 行政法典或者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是行政法学界的主流
认知， 也可以说是行政法学界的共识。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正当性研究

关保英 *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颁布之前， 我国学界就有制定行政法典总
则的呼声，譹訛 有学者甚至对行政法典总则的体系作了构造和设计。 《民法典》 颁布以后， 行政法典总
则的制定便成为了行政法学界一个热点问题， 已有一系列学术论文对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相关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了深度研究。 同时， 学界也有不同声音， 认为制定行政法典总则既不可行也不必
要。譺訛 无论来自正面的声音还是来自反面的声音， 我们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论证和澄清。 如果说制
定行政法典总则不可行的话， 应当有理论上的论证。 而如果说制定行政法典总则是应当和必须的
话， 那同样应当从理论上给予回应。 但笔者发现学界目前尚未有此类系统论证， 尤其是学界目前对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正当性的回应还显不足。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笔者撰就本文， 拟对行政法典
总则制定的正当性作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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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参见关保英： 《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整合》， 载 《东方法学》 2021年第 6期。
譼訛 薛军： 《中国民法典编纂： 观念、 愿景与思路》，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4期。

一、 行政法典总则的涵义

究竟什么是行政法典总则这在学界还未形成共识。 有些学者也用行政法典通则的概念， 而行政
法典总则与行政法典通则是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 还未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行政法
典总则的理解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行政法典总则指的是一个类似于 《民法典》 的系统的行
政法典， 该行政法典仅仅区别于部门行政法。 也就是说， 行政法典总则在广义概念之下， 它是相对
于部门行政法而言的。譻訛 狭义的行政法典总则则是指对行政法体系作出统领的、 区别于一般行政法
的一个总的典则， 它仅仅包括行政法的相关指导思想、 理念， 行政法的原则或者一些有关行政法规
范的核心问题， 如行政组织法的核心问题、 行政程序法的核心问题、 行政救济法的核心问题。 但在
这个统一的总则中， 行政组织法、 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并没有完全被包容进来， 它类似于 《民
法典》 中的总则部分。 究竟如何理解行政法典总则的概念， 如何选择广狭义的行政法典总则并不十
分重要， 因为它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而在笔者看来， 行政法典总则应当有下列四个特征， 并
从这些特征出发来理解我国未来的行政法典总则及其模式。

（一） 行政法典总则是一个法典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体系中排列着诸多部类， 或者说分布着一些行政法规范领域， 它们构成了
我国行政法体系相关板块， 如行政组织法、 行政行为法或者行政程序法、 行政救济法， 还有行政监
督法等。 甚至部门行政法也可以作为行政法体系的构成， 在部门行政法中更有着非常多的行政法规
范或者行政法典则。 行政法典总则不是简单地对已经形成或者已经存在的行政法规范的引领， 即是
说， 行政法典总则本身就是一个法典。 作为一个法典， 它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是一个不依赖于其他法典就能够独立存在的东西。 该涵义提醒我们，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是一个超
越了目前行政法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 它不是对既有的行政法典的编纂， 更不是对现成的行政法典
的汇编。 行政法典总则作为一个法典， 其具体构型需要在制定过程中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但它作为
法典的属性， 作为法典的独立性及其地位， 则是毋庸置疑的。

（二） 行政法典总则具有总括性

《民法典》 中设置了总则与分则， 关于总则所规定的内容， 有学者指出： “关于民法总则的内容
安排……它基本上是 ‘民法典第一编’、 ‘民法典相关前置性规定’ 意义上的民法典总则。”譼訛 可见民
法典总则在 《民法典》 中具有澄清概念和确立价值的地位， 它的内容决定了后续内容的方向， 它的
内容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 所谓工具价值就是通过民法典总则可以使 《民法典》 的其他内容在运作
过程中有逻辑的正当性， 有一定的解释方法。 民法典总则的这个特性也必然会影响到行政法典总
则，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规范中， 几乎每一个单行的行政法规范或者行政法典则都有总则的设置。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为例， 其第一章就是总则， 包括了十个条款， 对行政许可法制定
的目的， 对行政许可的概念， 对行政许可设定和实施的原则作了规定。 尤其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法治
价值和要实现的法治目标， 例如第八条规定：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
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 法规、 规章修改或
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机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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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参见前引譹訛， 关保英文。
譾訛 张淑芳： 《私法渗入公法的必然与边界》，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4期。

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由此给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 行政
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我国其他行政法规范或典则也都通过总则将该行政法规范或典则的相关
关键问题作了表述， 通过总则提炼了该范畴内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相互关系。

总而言之， 目前行政法规范和典则中的总则具有总括性， 就是将行政法规范所涉及的较为分散
的问题从总体上作一个概括， 这与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和内容是非常一致的。 那么， 我们要制定的行
政法典总则也必然是对行政法治或者相关行政法规范中的问题进行总括。 而我们所要制定的行政法
典总则所总括的问题与目前单一行政法典的总则所总括的问题是有明显区别的。 具体地讲， 单一行
政法典的总则仅仅总括了该法典所调控的行政法关系， 而将要制定的行政法典总则则需要总括行政
法治中普遍适用的一些问题， 它以行政法关系的总体为总括的对象， 以行政秩序为总括的对象， 这
是行政法典总则的第二个含义。

（三） 行政法典总则具有统领性

行政法典总则对行政法后续问题的总括仅仅表明了它能够提炼行政法体系和行政法治中的关键
问题。 这只是行政法典总则的属性之一， 与该属性相适应并相区别的则是它的统领性。 所谓统领性
就是指行政法典总则统摄了行政法体系中的其他个别性、 具体性的问题。 行政法典总则在行政法体
系中处于相对较高的位次， 具有相对较高的法律位阶。 行政法典总则之下的其他行政法规范或者行
政法典则， 或者这些典则所涉及的行政秩序、 行政法关系， 都需要通过总则确定其自身的价值。

笔者曾经对我国目前行政法典则中的总则问题进行过研究， 笔者认为行政法典总则具有统领行
政法后续内容的价值： “所谓行政法典总则， 是指体现于单一行政法典中并统摄该法典后续行文方
式的那些内容。”譽訛 这个特性是我们制定行政法典总则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作为一个统领， 在行
政法典总则中相关的行政法治理念、 相关的行政法治指导思想以及行政法治所要达到的目标都应当
有所体现。 因为这些内容才使得制定行政法典总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通过总则可以引领中
国的行政法体系， 引领中国的行政法治运作， 而且可以将目前行政法中一些零散的问题予以整合。

（四） 行政法典总则是一个公法体系

公法与私法的界分在世界各国都被普遍采用， 即是说， 公法与私法这两个不同属性的法域是客
观存在的， 而且公法与私法也有着质的区别。 有学者就指出： “公法与私法在当今社会机制之下也
许不一定泾渭分明， 但至少还是有界限的， 私法能够渗入公法但并不等于私法和公法可以完全融为
一体， 公法与私法应当各自有着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譾訛 这较为合理地给公法和私法的区分定了性。
在我国的法学理论中， 公法和私法的区分也形成了共识。 例如， 在我国普遍的认知中， 宪法和行政
法就是公法， 民法就是私法。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随着 《民法典》 的颁布， 私法体系已经形成， 包括能够支持和解释私法
的相关概念系统都有相应的定型。 如在 《民法典》 中针对物权、 债、 合同、 人格权、 婚姻家庭等概
念形成了一个非常科学的概念系统， 它高度抽象， 但无论在学界还是实务部门都不会产生相应的误
解。 与之相比， 我国的公法体系则相对滞后， 除宪法典较为完整外， 行政法体系则无法与民法体系
相比拟。 而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也是公法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但该问题在我国同样是很模糊的。
行政法典总则毫无疑问是一个公法体系， 也是我们有意识地对公法体系的构造， 在这个构造中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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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宪法的关系会有一个很好的阐释， 行政法系统内部的问题更会有一个科学的表述。
总而言之， 行政法典总则是一个既属于公法的东西， 又是成体系的东西。 而作为一个体系， 依

据结构原理， 其内部各部分既要保持某种程度自洽， 又要相互支持和依赖。 该属性提醒我们， 行政
法典总则的制定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将有关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堆积起来的立法行为， 而是一个上升
到科学的高度， 能够使行政法体现时代精神的法治促进行为。

二、 我国行政法体系取得的成就

法典的制定和编纂问题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有学者就曾将法典编纂概括为五种类型： 一
是治安策略的法典编纂， 二是守成策略的法典编纂， 三是统一策略的法典编算， 四是整理策略的法
典编纂， 五是更新策略的法典编纂。譿訛 其对法典编纂的这五个类型概括是非常科学的， 而且指明了
不同法典编纂都与一定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如更新策略的法典编纂就是在时代更替的
社会背景之下的编纂， 而统一策略的法典编纂则是在一定社会阶段成熟之时的编纂。 毫无疑问， 法
典编纂也与法治状况密不可分， 例如治安策略的法典编纂就发生在前期尚未有立法行为的情形下，
而整理策略的法典编纂和更新策略的法典编纂则是以厚实的法律积累为前提。 这便提醒我们， 在行
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中必须弄清楚我们所处的法治坐标， 必须将目前我国法治体系的状况梳理出来，
因为法治状况的不同、 法律典则积累的不同，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方略也就有所不同。 我国行政法
典总则之所以能够在近一两年来作为热点问题被提出， 与我国在行政法体系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密不
可分。 换言之， 我们在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中必须首先对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 尤其对行政法体系
取得的成就有所认识， 笔者试将我国行政法体系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下列方面。

（一） 我国行政法的概念已有法律上的依据

行政法作为一个法律现象， 它的概念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 行政法的概念必须被提出，
就是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中必须有行政法这样一个逻辑上的抽象。 另一方面， 该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应当被界定， 就是对它的实质性的含义和它所覆盖的规范范畴应当有一个认知。 毫无疑问， 行政
法的概念或者名称在我国首先是学理上的问题， 就是学者们首先使用这个概念。 我国在 1983 年统
编了第一部行政法教材， 在该教材中统一使用了行政法的概念， 并指出： “行政法是规定有关国家
行政机关的组织活动的法律依据。”讀訛 而在官方文件中， 行政法的概念长期空缺。 令人欣慰的是，
200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国法律部门的划分中正式使用了行政法的概念。讁訛 这对行政法学界
而言，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官方文件正式确立了行政法的概念， 确
立了行政法的名称。 应当说， 在我国法律中由最高权力机关确立部门法的名称尚属首次， 它也排解
了有关该名称的疑问， 如以前有人更愿意将行政法叫作行政管理法等， 全国人大所确立的这个名称
则一锤定音。 那么， 行政法的外延究竟是什么呢？ 应当说， 该概念通过多年的努力， 至少在学界形
成共识， 如在行政法体系中的行政组织法、 行政程序法、 行政救济法、 行政监督法就是其最基本的
外延。 而部门行政管理法究竟是不是行政法？ 虽然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对这些部门行政管理法作为
行政法的内容是有质疑的， 但我国学界普遍认为部门行政法管理也是行政法的构成。 也就是说， 我

譿訛 参见 [日] 穗积陈重： 《法典论》， 李求轶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第 48页。
讀訛 王珉灿： 《行政法概要》， 法律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1页。
讁訛 《符合实际需要的法律部门》， 载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grdzz/2011-10/27/content_1677263.htm， 2021 年 11 月

24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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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法在外延上， 有规范行政主体的板块， 也有规范行政相对人的板块， 这个二元结构使中国行
政法具有了自己的特色，輥輮訛 也使中国行政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行政法。

（二） 我国行政法已形成法圈

在行政法的形式特征中有一个特征就是法圈性， 所谓法圈性是指： “行政法是一个框架性的概
念， 以法圈确定它的部门法属性， 其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社会发生能量交换。”輥輯訛 法圈性所揭示的含
义是行政法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 说行政法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是指行政法与其他任何部门
法都是有界限的， 行政法与其他任何部门法都是可以作出区隔的。 行政法不论内部情况如何， 它都
有着自身的边缘， 该边缘使行政法能够与民法、 刑法、 经济法、 社会法等法律予以区分， 当然使行
政法也能够与宪法予以区分。輥輰訛 而说行政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则是指行政法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
的， 它与相关的社会机制经常发生着能量交换， 它与其他部门法保持着某种契合。 例如， 2020 年颁
布的 《民法典》 就有诸多内容与行政法勾连在一起， 有些民法的内容是行政权行使的依据， 有些行
政法的内容能够直接决定着民法中的权利和义务。 行政法和刑法也保持着某种衔接， 如我国的行政
处罚和刑事制裁相互衔接， 该制度在治安违法和刑事违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
下， 行政法仅仅以管理规则作为渊源， 这使行政法很难与其他部门法形成区分， 使行政法很难形成
属于自己的法圈。 而随着我国行政法规范的不断制定， 行政法体系的不断完善， 行政法的法圈性已
经无可争议， 这是我国行政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

（三） 我国行政法已形成法群

在传统行政法的认知中， 人们将行政法界定为由诸多法律规范构成的法群， 有学者就指出：
“行政法以散见于各种法律、 法规、 规章中的大量规范为存在形式。”輥輱訛 该定义揭示出行政法最本质
的属性， 表明在行政法中没有一个像民法或者刑法那样的统一的法典， 在它的内部排列着诸多的法
律典则， 而且这些诸多法律典则的排列已经不可以用一般的数字来说明， 而把它统一叫做一个法律
群， 就是有无数个单行法典存在于行政法体系之中。 我国在行政法的汇编中就涉及若干行政法的部
类， 而在每一个部类之下又包括了相当多的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 如在有的法律全书中就将行政法
分为总类、 人事、 公安、 国家安全、 国防、 军事、 司法行政、 教育、 文化、 体育、 卫生、 计划生
育、 城乡建设、 交通、 旅游、 应急管理、 财政、 档案、 税务、 能源、 水利、 土地、 质量监督、 工商
管理等二十多类， 而在每一类之下又包括了诸多的行政法典则。 如在总类部分就有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等等， 在应急管理部分就有 《突
发事件应对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 在工商管理部分就有
《反垄断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广告法》 等等。輥輲訛 其他的法律全书在行政法
典体系的编排中也基本上采用了这样的编排方式， 它是对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勾画， 较为准确地解释

輥輮訛 参见关保英： 《比较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126页。
輥輯訛 关保英： 《行政法学》， 法律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96页。
輥輰訛 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有一个清晰的划分， 可以有较为清晰的边缘。 然而， 在法治实践中， 行政法与其

他部门法的关系则并不那么简单， 尤其行政法与社会法、 行政法与经济法、 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极为复杂。 究竟如何厘清
具体的边缘， 还需要在法治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理论上讲， 行政法与民法的界分应当是非常清晰的， 因为行政法
属于公法的范畴， 而民法属于私法的范畴。 《民法典》 制定后， 学者们便发现 《民法典》 所涉及的行政法问题有两百多个。
以此而论， 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是相对的。

輥輱訛 王连昌： 《行政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4-6页。
輥輲訛 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编： 《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大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9年版，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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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輳訛 《吴邦国关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讲话》， 载中央政府门户网， http://www.gov.cn/ldhd/2011-01/26/content_1793094.
htm， 2021年 11月 24日访问。

輥輴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52页。

了我国行政法的法群特性。 深而论之， 我国行政法的法群已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它更是对我国
行政法所取得成就的肯定。 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怀疑我国行政法的法群只是学理问题， 行政法的法
群性也使得我们制定行政法典总则有了相应的资本， 因为这样的法群积累了制定行政法典总则的大
量法律素材。 而在 《民法典》 制定时就是因为前期我国民事领域的立法积累了大量素材， 才使得
《民法典》 的制定水到渠成。

（四） 我国行政法已形成法阶

在其他部门法中， 法阶性即便存在也是一个不那么敏感的问题。 例如， 由于受法律保留原则的
限制， 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才能够制定民法规范， 刑事法律部门同样受法律保留
原则的限制。 在这两个或者其他重要的法律部门中， 即便其内部有上下位法的划分也常常是清晰
的。 与之相比， 行政法则是另一道风景线。 在行政法体系的内部有着严格的上下位法的区分， 这样
的区分在我国 《立法法》 中得到了权威性的确认。 毫无疑问， 宪法中所包括的行政法规范， 或者宪
法对行政法的统领使宪法在行政法中有着最高的法律位阶。 法律层面上的行政法在我国也有非常丰
富的分布， 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第二位阶。 而在行政法体系中存在着比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数量
更多的行政法规范， 即行政法规，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 处于第三位阶。 地方性法规从理论上讲则属
于第四位阶。 政府规章应当低于地方性法规， 处于第五位阶。 政府规章在行政法体系中所占的比重
是非常大的， 它比法律和行政法规要多很多倍， 它是行政法体系中重要的构成部分。 我国行政法体
系中上下位的法阶区分使我国行政法有了较为细密的内部结构， 这些内部结构环环相扣、 相互支
持， 共同使我国行政法体系较为完整， 这是我国行政法体系取得的又一个成就。

三、 我国行政法体系的瑕疵分析

2011 年全国人大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輥輳訛 该宣示在我国理论界和
实务部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中震撼人心的一件大事。 依据该宣示， 我国的行政
法体系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从理论上讲， 也应当已经形成。 然而行政法学界根据这个宣
示对我国行政法体系作了一定的检讨和审视， 普遍认为与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相比， 我国行政法体
系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如果说哪一个部门法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后腿， 那在行政法学者的眼里就必
然是行政法，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2014 年我国在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中提出了法治体系的概
念， 并认为与法律规范体系相比， 我国的法治实施体系、 监督体系、 保障体系还不那么成熟， 还存
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 “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 比如，
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 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 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
不足， 针对性、 可操作性不强， 立法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輥輴訛 而行政法学界在 2001 年全国人大宣
示的基础上， 结合法治体系的概念， 对行政法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学界认为， 行政法的规范体
系是行政法实施体系、 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得以完善的前提条件。 换言之， 如果没有完善的行政法
规范体系， 就难以有后续的实施体系、 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 即是说， 行政法治的后三个体系倒逼
行政法规范体系， 让我们反思行政法体系。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体系至少还存在下列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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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例如， 《卫生部机构编制管理规定》 《关于省以下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问题的通知》 《交通部职能配置、 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海关总署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等。

輥輶訛 行政编制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对行政编制的有效控制， 它不是简单地对行政机构的规划， 不是一个具有较大柔性的行政法范
畴， 应当有相应的刚性规定和制裁条款。 就是对违反编制的行为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只有设置了责任条款才能够保证
编制的有效执行。 目前的行政编制法基本上都是柔性规则， 这便导致机构超编、 人员超编的现象大量存在， 而相关的主体
对此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輥輷訛 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 中， 列举的行政行为种类有 22 类， 包括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裁
决、 行政确认、 行政许可、 行政撤销、 行政合同、 行政征用、 行政强制执行等， 而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这些行政行为只有
极小一部分有相应的程序规则， 绝大多数都没有程序规则。

輦輮訛 [美] 古德诺： 《比较行政法》， 白作霖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4-11页。

（一） 法律规范或典则缺失的瑕疵

先撇开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总则或者行政法典不论， 在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内部本来应当存
在的一些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尚处于缺失状态。

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看， 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组织法， 目前所制定的 《国务院组织法》
是单独立法的， 它还没有融入到行政组织法的这个大的体系之中， 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则与地方
人民代表机关组织法混在一起。 这在立法技术上讲， 既淡化了行政组织法的地位， 也使得地方行政
组织法相关个性化的内容难以得到体现。 我们虽然有 《公务员法》， 但是 《公务员法》 对公务员关
系的调整相对比较概括， 它还需要大量的、 具体的公务员管理法的补充。 如公务职位分类法， 这个
作为公务员法核心的法律在我国是缺失的。 在行政组织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行政编制
法， 目前我国的 《国务院组织法》 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公务
员法》 中并没有相关的编制条款， 相关的编制条款主要体现在政府规章和党内法规层面。輥輵訛 而由政
府规章和党内法规调整行政编制， 其在法律位阶上是不够的， 正是由于规章和党内法规的相对灵活
性使得我国的行政编制长期以来缺乏刚性， 更缺失相应的制裁条款。輥輶訛

从行政程序法的角度看， 我国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构想， 但到目前
为止， 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还没有制定出来， 它所带来的后果是绝大多数行政行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
是没有程序依据的。 我国的行政行为有数十种，輥輷訛 但有对应法律调整的仅仅只有五种行政行为， 那
就是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信息公开和行政决策。 行政程序法的缺失对行政法体系而论
是致命的， 因为行政法在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对行政主体的行为确定程序的规则。

而在部门行政管理法中， 我国的行政法规范则有更多的缺失， 如有关新闻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
范， 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行政法规范， 有关行政诚信和社会诚信建构的行政法规范等都还没有制
定。 行政法规范的缺失是行政法体系中最严重的瑕疵， 如果我们通过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能够解决
这些问题， 那便是非常好的选择。

（二） 与宪法未黏合的瑕疵

古德诺指出： “行政法与宪法之区别， 既制定之矣。 宪法者， 确定关于国家之组织及作用之大
纲； 而行政者， 演绎其大纲而涉于细目， 使补充之， 或完备之者也。”輦輮訛 该理论得到了公法学界的普
遍认可。 依该理论， 行政法是对宪法的补充， 是对宪法内容的拓展。 而行政法对宪法的拓展和补充
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它要求宪法所规定的大的原则和机制应当通过行政法予以具体对接， 这样
的对接就使得宪法和行政法是一种黏合关系而不是两张皮的关系。 我们知道， 在 1999 年我国宪法
第十三条修正案颁布之前， 我国所强调的法制是依制度来管理， 其核心内涵就是用法律管好一块地
和管好一群人， 法律只是实现管理的一种工具， 而不存在法律对权力的约束问题。 1999 年宪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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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强调： “中国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该条规定将原来的 “刀制” 变
成了“水治”， 就是依法而治。 诸多学者对 “水治” 作了诸多理解， 认为在法治理念下法律要约束权
力， 法治的治理对象要由人民转向权力， 这是一个重大法治理念， 也是重大的宪法精神。 然而， 该
宪法精神与行政法治究竟是什么具体关系， 我们则不得而知。

我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一系列旨在对行政权进行约束和监督的规范， 如 《行政处罚法》 《行政许
可法》 《行政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 等。 这些限制行政权的法律规范的法治价值是非常大的， 但它
们还没有形成与宪法相对应的内容， 宪法中关于法治的精神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 而宪法关于行政
法治约束行政权的精神尚未具体化。 反过来说， 行政法在立法走向上如何对宪法具体化仍然显得较
为迷茫， 行政法如何能够和宪法保持黏合关系， 则使得行政法在对宪法进行勾画时无所适从、 没有
方向。 而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可以将宪法的相关内容与行政法的相关内容予以连接， 使二者由两张
皮的现象变成行政法支持宪法、 行政法具体化宪法的理性情形。 对于行政法体系的这个瑕疵我们必
须有充分认知， 否则，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则会失缺相应的方向。

（三） 逻辑不自洽的瑕疵

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有几个板块以及板块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关键的， 传统行政法学人将行政法
的核心内容归结为 “体” 和 “用” 两个核心。 前者是指行政法从静态上对行政组织体系和行政主体
进行规范， 通过规范形成有效的行政体系和机制。 后者则是从动态上对行政行为作出规范， 使行政
主体的运行、 行政主体的法律适用都有章可循。 这两个范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是一个事物的两个
方面， 互为前提条件。 如果具体到行政法体系的构型中， 这两个体系的构造应当保持正当的逻辑关
系， 甚至在立法上应当同时进行。 然而， 我国在行政法体系的形成中虽然不可以说是 “摸着石头过
河”， 但是从立法顺序上讲， 则失缺了一定的有序性， 给人一种 “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 的感觉。
如我们早在 1996 年就制定了 《行政处罚法》， 而 《行政许可法》 比 《行政处罚法》 要晚七年制定，
《行政强制法》 要比 《行政处罚法》 晚十五年制定。 然而， 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在行政行为的属性
上是非常接近的， 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的同时就应当规范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许可法》 在实践中
运用的频率丝毫不比 《行政处罚法》 低， 尤其在计划经济年代下， 行政主体主要的行政行为类型便
是许可和审批。 这样的立法顺序让人们不可捉摸， 而在行政法中此类错位还有很多。

在行政法体系中除了 “体” 和 “用” 的板块， 还有行政救济法的板块。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法板
块中， 行政救济法的板块是最为完善的， 至少从形式上看， 它们都已经到位。 如 《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 和 《国家赔偿法》， 处于它们前端的则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 然而， 立法逻辑
表明， 如果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形下， 行政救济法的制定及其规制事项则
是难以选择的。 正如上述， 目前我国的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中都存在法律规范缺位的状况， 而
行政救济法却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构型， 这在立法逻辑上并不自洽。 立法逻辑的不自洽使法律体系
的格局如同乱排棋子、 相对混乱， 通过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则可以纠正这样的不自洽。

（四） 理念和原则碎片化的瑕疵

十多年以前， 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以及相关内容， 如我们认为党的领导、 人民
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三大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以后， 各个部门
法在体系构建上都作了一定的回应。 事实上， 各个部门法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之下也都形成
了自己的法治理念， 如民法中的主体平等、 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等就是其所独有的理念。 应当说，
行政法在回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是相对比较超前的， 2004 年国务院制定了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
施纲要》， 在该纲要中就有这样的规定： “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提高行政管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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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国发 〔2004〕 10号）。
輦輰訛 参见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年）》，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年版， 第 2页。
輦輱訛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以及其他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行政法地位， 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

以理清。 这些纲领性文件从其形式上看只是个规范性文件， 但它实质上的法律效力不但高于部门规章， 而且高于行政法规。
因为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内容是对依法行政或者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 其对行政法规、 政府规章乃至于行政法律的制定
都有指导意义， 或者确立了这些行政实在法的指导思想， 或者确立了这些行政实在法的基本原则。

輦輲訛 参见 [法] 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 《法国行政法》， 鲁仁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第 9页。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輲訛， 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书， 第 10页。

能， 降低管理成本， 创新管理方式， 增强管理透明度。”輦輯訛 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对行政法体系的构
型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在后来的行政法规范制定中， 这些理念都有一定的规定， 如 《行政强制
法》 第五条规定：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 应当适当。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
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行政法中另一个与行政法理念相一致的重要问题就是行政法基本原则
或者行政法原则。 在行政法学界， 学者们都将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两大基本原
则， 后来有学者还提出了比例原则、 行政诚信原则等。 行政法原则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它是
行政法体系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也是行政法治实践的基本问题。

在行政法体系中， 行政法理念和行政法原则处于顶端， 它们应当体现在较高位次的行政法典则
之中。 而目前有关行政法理念和行政法原则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瑕疵， 第一个瑕疵是行政法理念和原
则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 有哪些具体要求， 既在学界没有统一认识， 也在行政法规范中没有完整的
表述。 例如， 2015 年所制定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 中的表述就与 2004 年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中的表述不完全一致。輦輰訛 理念问题和原则问题由于处于行政法体系的
顶端， 它的表述也应当高度抽象和概括， 应当非常简练。 然而， 目前它们的内容不够确定， 表述也
不够规范和统一。 第二个瑕疵是目前我国行政法体系中有关行政法理念和原则的规定的法律位阶相
对较低。 以 2004 年制定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为例， 它不能算作一个行政法规， 因为
它不具备行政法规的形式要件。輦輱訛 换言之， 该纲要只是一个规范性文件或者一个政府文件， 而且它
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这就使得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行政法原则和理念的
位阶反倒低于行政法规则和技术标准的位阶。 这两个方面的瑕疵都刻画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
我国行政法体系中有关行政法理念和原则是碎片化的，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如果能够将行政法理念
和原则予以很好整合的话， 那就纠正了这样的碎片化。

四、 行政法典总则的法治价值

法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让·里韦罗在 《法国行政法》 一书中讨论了法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问题。 首
先， 里韦罗指出， 在法国， 私法及其相关法的法典编纂进步明显， 且形成了相应的法典体系， 而与
之相比， 法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则相对缓慢。 他指出： “私法已按照大的门类分别编纂成了法典， 行
政法却尚未如此。”輦輲訛 他进一步分析道， 在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 立法机关仅限于应急补漏， 即根据
行政法的社会需要， 零散化地制定一些单行的行政法规范。 在法国， 这样的单行行政法规范数量并
不在少， 但其与行政法的法典化之需求相比， 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里韦罗通过分析主张法国应当将
这些零散的行政法规范就像私法那样编纂成行政法典， 他指出： “编纂一部真正的行政法典， 不仅
是可能的， 而且是， 尤其是必不可少的了。”輦輳訛 他对法国行政法状况及其法典化的分析与我国当下的
情形极其相似。 《民法典》 颁布以后， 也已经完成了私法的法典化问题； 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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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参见 [美] 奥斯丁·萨拉特编： 《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高鸿钧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第 19页。
輦輵訛 参见罗豪才、 宋功德： 《和谐社会的公法建构》， 载 《中国法学》 2004 年第 6 期； 袁曙宏： 《建立统一的公法学》， 载 《中国

法学》 2003年第 5期。

的一系列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也是从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的， 换言之， 因问题意识而催生行政法规
范的制定也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路径。 同时到现在为止也制定了非常多的单行行政法典则， 我们通
常所说的 “行政六法” 就是例证。 依里韦罗对法国行政法状况及其法典化问题的分析， 我们制定行
政法典总则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在学理上和法治实务上究竟有哪些价
值的？ 或者说， 制定行政法典总则具有什么样的必要性呢？ 笔者试从下列方面予以阐释。

（一） 支持法律体系

上面已经指出， 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指的是与动态的法治体系相区分的静态法律规范
体系。 对于我国法律规范体系形成的判断应当没有太大的争议， 然而法律规范体系虽然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律规范体系也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过程中。 在一个规范体系之中，
旧的法律典则和旧的规范内容常常会时过境迁， 从而从原来的规范体系中游离出去， 而新的法律规
范则会随着社会变迁或者其他因素进入法律体系之中。 对于该问题， 有学者有过这样的分析： “一
方面是在法律情境和法律研究方面发生了相关的变化， 另一方面是在社会理论领域发生了相关的变
化， 而这都常常与现代性的终结及其取代它的 ‘后现代’ 观念相关联。”輦輴訛 我国自宣示法律规范体系
已经形成至今经历了近十年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变迁， 并且我们认为目前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变局之
中， 该大变局不仅仅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更能够对法律体系产生影响。 换言之， 我们所讲的
2011 年的法律体系与当下的法律体系无论如何都是有差异的， 该差异或许主要反映在法律体系的局
部， 而这样的局部对法律体系的内容和构型而言也不可小觑。

同时我们还要强调， 我国法律体系的内部还存在着不平衡。 例如， 公法体系与私法相比， 私法
体系相对厚实和成熟， 而公法体系则相对较弱， 一些公法典则的缺失就是例证。 我国尚未制定的行
政编制法、 行政程序法、 新闻法等典则已经形成了行政法体系中的若干短板。 以此而论， 我国的法
律体系除了应当有私法的支撑外， 还必须有公法的支撑， 而在公法存在短板的情形下， 必然会对整
个法治体系的质量产生影响和冲击。 从这个角度讲，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便可以很好对我国的法律
体系有所支持。 一方面， 行政法典总则有利于将法律体系中公法相对较弱的短板予以补齐； 另一方
面，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便使得在公法体系中也有一个可以与民法相并列的、 与民法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的规范体系。 其进一步的法治效果就是促使我国的法律体系保持诸方面的平衡和协调， 这是行
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

（二） 正名公法体系

究竟什么是公法， 在学界有着不同的认知进路， 宪法与行政法作为公法是没有争议的。 在当代
普通法系中也仅仅将公法框定在宪法和行政法这两个部门法之中， 而刑法和相关的诉讼程序法究竟
是不是公法则存在着争论。 我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我国应当建构统一公法体系和统一公法学。輦輵訛

在这些学者所建构的统一公法体系和统一公法学中将公法的范围作了非常大的拓展， 其中包括刑事
法律和诉讼程序法。 我们不去评论关于公法概念及其范围的理解， 而不争的事实是， 宪法与行政法
在诸多法治发达国家几乎是公法的代名词。 换言之， 人们不去刻意强调刑法作为公法的性质， 不去
刻意强调诉讼程序法作为公法的性质， 因为刑事法律以及诉讼程序法毕竟涉及对私权的干预， 其中
有一定的私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而宪法与行政法的当然主体是公共机构， 其所规范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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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 [荷] 马丁·W.海塞林克： 《新的欧洲法律文化》， 魏磊杰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第 62页。
輦輷訛 其中比较重要的变化是行政法对行政强制权力的重视。 2011年我国制定了 《行政强制法》， 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都做了严格规定， 使原来在行政威权驱使下的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以及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要求行政主
体对任何强制手段的运用都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则和程序。 该变化大大拓展了私权的空间， 限缩了公权的范围和强度。

輧輮訛 参见 [英] 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0页。

也是公权的行使， 所以将宪法与行政法作为典型意义的公法， 作为公法中的核心元素既有着理论上
的合逻辑性， 也有着实践上的合理性。

纵观公法与私法在全世界法律体系中的状况， 不难发现， 由于有罗马法的强大的规范基础和理
论体系， 使得私法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才使得法律体系中最早成典的都是私法
而不是公法。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随着现代治理理念如平等理念、 权利保障理念、 公民参与理
念等的深化， 人们对公权规制予以重视。 能够佐证对公权重视的便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诸法治发达
国家所掀起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浪潮， 一些国家甚至有如下判断： “一部关于行政法‘总则’ 的法
律现已被编纂出来。”輦輶訛 诸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行政程序法， 通过这样的法律规范对行政公权进行约
束。 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浪潮标志着公法的崛起， 标志着对公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重视被唤
醒。 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行政高权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 而这样的公共职
能履行造就了我国计划经济状态下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等， 行政高权与计划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已由计划经济转入到了市场经济， 而市场经济则不允许对经济生活等进
行大面积的顶层设计， 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都应当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这便造就了我国社
会机制中的多元性， 而能够维系这种多元性的便是法治， 尤其是公法对公权的规制。

基于这样的背景， 以 1989 年制定 《行政诉讼法》 为发端， 我国先后制定了大量的规范公权主
体的公法典则。 应当说， 公法在我国已经被唤醒， 同时它也已经有崛起的迹象。 我们知道， 自 1982
年 《宪法》 以来， 我们先后对 《宪法》 作过五次大的修正， 每一次宪法修正都标志着我国公法上了
一个新台阶。 必须强调的是， 这五次宪法修正中也涉及很多行政法方面的内容。 如 2004 年修宪中
就强调了在征收和征用过程中公权对私权的让渡， 其带来了行政法治在个别方面的质的变化。輦輷訛 总
而言之， 包括行政法在内的公法的发展冲动以及新的规范的不断产出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以肯定地讲， 在规范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方面， 公法并不输于私法， 而目前缺失的就是通过一个法
典性的东西将分散的公法体系予以整合。 换言之，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无疑可以起到对公法体系正
名的作用， 一旦行政法典总则制定出来， 它就必然会清晰地呈现出我国的公法体系， 即除了作为根
本法的宪法典之外， 还有另一个作为补充的行政法典。 这种对公法的正名， 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
设而论是不可或缺的。

（三） 整合行政法体系

本文第三部分对我国目前行政法体系的诸缺陷进行了分析， 笔者提到行政法体系存在着相关典
则缺失、 与宪法相对割裂、 内部逻辑不自洽、 理念与原则碎片化等缺陷， 这较为客观地概括了我国
目前行政法体系的状况。 行政法体系是一个体系性的东西， 它有自身的调整对象， 有自身的规制内
容， 有自身的构型模式， 有自身的调控手段等。 总体而论， 行政法体系由于规范和典则的多样性和
多元性， 由于调控手段上的灵活性等， 更应当强调其在法治体系构型方面的下列特性。

一是整体性。 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一个国家的行政法体系无论包括哪些行政法规范和典则， 都应
当呈现为一个整体。 正是这样的整体性催生了行政法中 “法律一体主义模式”。輧輮訛 通过整体性能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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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輯訛 参见 《立法法》 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六条、 第九十七条。
輧輰訛 参见 《立法法》 第六十五条、 第七十三条、 第八十二条。
輧輱訛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的， 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

輧輲訛 《民法典》 对行政法有着一定的依赖性， 在民事法律实践中， 有些民事侵权行为的认定要以行政法规范为依据， 根据行政法
规范的规定作出认定。 即是说， 在民事权益的争议中， 行政法规范起着法律依据的作用。 交通肇事赔偿、 人身伤害赔偿等
民事法律关系及其纠纷解决都必须以行政法规范的规定为依据。

存在于行政法体系中的所有规范和典则都能够相互包容， 而不是彼此冲突和对立。 二是结构性。 与
行政法相并列的其他部门法在法典和法律规范的制定中都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制定权的相对集中，
如我国民法典则和刑法典则及其规范的制定权都集中在中央立法机关手中。 地方国家机关不享有民
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权， 行政系统也不享有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法律规范的制定权。
与之相比， 行政法律规范的立法权则是分层次而为之的， 我国 《立法法》 对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制定
中的分层作了明确规定。 例如， 由法律而行政法规， 由行政法规而地方性法规， 由地方性法规而政
府规章等。 该法将行政法的立法权做了结构化的处理， 做了不同层次的分配， 这是行政法这个部门
法所独有的特点。 这也是行政法的一个优势， 因为这样的立法权分配可以使行政法律规范在国家治
理和社会治理中更能够因地制宜、 因事制宜。 而这同时使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隐藏着一个巨大
的隐患， 就是结构的不契合乃至于结构的分裂。 我国 《立法法》 虽然规定了行政法律规范适用中冲
突解决的机制，輧輯訛 而这样的机制仅仅体现在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之中， 它不能够解决行政法律规范
和典则制定中结构不自洽乃至于分裂的问题。

上列两个属性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行政法典总则的合理价值， 因为只有通过行政法典总则才能够
很好地解决行政法体系整体性和结构性的问题。 申而论之， 行政法典总则能够将行政立法权相对分
散的问题， 行政法结构中的层次化的问题， 行政法调控手段中多样化的问题予以整合。 应当说，
《立法法》 的制定已经整合了行政法体系， 如哪一个层次的行政法规范规制什么样的事项，輧輰訛 行政法
在适用中发生冲突以后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解决等。 而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则比 《立法法》 在整合
行政法体系上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因为行政法典总则能够涉及行政法的核心理念和技术问题。

（四） 对接其他部门法体系

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都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 它们在法律体系之中有着各自的定位， 有着各自
的功能。 从表面上看， 行政法与民法、 刑法、 经济法、 社会法等似乎是平行关系， 所谓平行关系可
以理解为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 而这仅仅是一个浅层次的现象。 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逻辑看，
行政法和其他相关部门法既相互支持又相互勾连， 同时还有着一些非常科学的衔接性。 行政法和刑
法在有些方面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联性， 如行政法中的 《行政处罚法》 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 就与
《刑法》 在违法行为的制裁上有密切关联。 一个违法行为如果其量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弱或较
轻就由行政法通过行政处罚进行打击和制裁， 而如果其量度和社会危害程度较强或较重那就由刑法
通过刑罚进行打击和制裁。 在这个问题上， 行政法和刑法似乎是姊妹法。 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则更
加密切。 一方面， 《民法典》 涉及到了一系列行政法的问题， 如由公安机关负责调查高空抛物的行
为等；輧輱訛 另一方面， 《民法典》 中有些侵权责任的认定常常依赖于行政法规范的规定， 道路交通中的
损害赔偿具有民事法律的性质， 但它需要通过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范来认定赔偿责任。輧輲訛

而行政法与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同样不可分割， 同样相互衔接和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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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 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都已经有完整的法典， 而行政法在法典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
刑法和民法， 这也为刑法的适用和民法的适用带来了一些瓶颈。 2020 年疫情发生以后， 诸多学者主
张要使一些捕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入罪， 但在行政法中没有禁食野生动物的规范之前， 在行政法没有
将相关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确认为违法之前， 刑事法律也很难让这样的行为入罪。 而 《民法典》 颁
布以后， 一系列行政法规范便要跟踪立法， 因为若缺失某一方面的行政立法， 也会使得 《民法典》
所确立的内容难以落到实处。 以此而论，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能够很好地对接其他部门法， 能够解
决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在关系处理中的诸种技术问题和具体问题。

五、 行政法典总则构型的可能性

《民法典》 的制定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至少有这样一些启示： 一是 《民法典》 的制定有党和
国家的高度重视。 我国在对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时就明确提出制定民法典： “加强市场法律制度
建设， 编纂民法典。”輧輳訛 而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是由中共中央对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的重大决
策， 正是由于党和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中将民法典的制定予以明确， 才使得民法典的制定成
了我国近年来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个方略。 这个启示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知
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21 年 4 月提出启动行政法基本法典编纂的工作， 这对行政法典总则的制
定同样具有战略性和政策上的指导价值。

二是 《民法典》 的制定以大量存在的民事单行法典为素材， 例如我们早就在 1986 年制定了
《民法通则》， 后来又制定了 《物权法》 《合同法》 《担保法》 《侵权责任法》 《民法总则》 等。 这些单
行民法规范或者典则是民法成典的最厚实的资料， 若没有这些单行典则， 民法成典则需要较长的时
间。 这个启示使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有了一定的自信。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在我国行政法的规范
体系中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单行行政法规范和典则， 如 《国务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公务员法》 《立法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 《行政诉讼法》 和 《国家赔偿法》 等。 此外， 我国还有大量的部门行政法， 几乎每一
个部门行政管理领域都有一个能够统摄该部门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 如 《土地管理
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食品安全法》 等。 以此为角度， 笔者认为行政法典总则所积累的单行行政
法规范已经可以和民法相媲美。

三是 《民法典》 制定中的理论准备。 民法学经过较长时间的学科发展， 形成了一套完整周延的
概念系统和解释问题与阐释问题的方法。 应当说， 这些理论准备是民法典成典的理论基础， 对民法
典成典而言不可或缺。 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不一定有民法那样厚实， 行政法也没有民法那么长的历史
积淀， 但是行政法也有一套概念系统， 也有一套解释和阐释问题的方式方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 随着著名的平衡论的诞生，輧輴訛 我国学界掀起了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 如服务论、 人民政府
论、 公共利益本位论等基础理论纷纷亮相， 这些研究归结起来都将注意力集中于行政法的价值、 规
范体系、 模式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 也许这些研究还处在进行时， 它们对我国行政法相关理论的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輥輴訛， 第 12页。
輧輴訛 平衡论是由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罗豪才教授所倡导的， 该理论主张行政法既要有效地控制行政权， 规制行政主体及行政行

为， 又要对行政相对人及其行为作出规范， 以维护有效的行政管理秩序。 该理论的精髓在于使行政法能够在行政主体与相
对人之间形成平衡关系， 形成稳定关系， 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 该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唤起了我国
学界和实务部门对行政法价值的反思， 对行政法模式的反思， 对行政法中主体关系的反思， 它使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从实
证研究转入到了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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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在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这
也能够佐证行政法成典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 对行政法典总则构型的可能性可以有下列分析进路。

（一） 从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分析

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 是子法和母法的关系， 是一般法和根本法的关系。
这只是对行政法和宪法关系的最通常的认知。 而在公法的学理上， 行政法与宪法的关系则有着非常
深刻的理论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学者古德诺的阐述是较为精准的， 他关于行政法是小宪法的
论断是非常深刻的。 其他部门法在制定时不能同宪法相抵触， 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 而行政法是
小宪法的说法则明确指出或者意味着行政法能够将宪法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 如行政
组织法就能够将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予以具体化， 就能够将宪法关于行政职能的规定予以具体
化， 而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等则能够将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予以具体化。 在行政法具体化
宪法的过程中， 几乎每一个规定都是具体和精准的。 在诸多国家， 学者们在介绍行政法问题时都首
先从宪法进行切入， 德国的毛雷尔是如此， 法国的佩特尔是如此的， 美国的皮尔斯也是如此。輧輵訛 他
们之所以在阐释行政法问题时要从宪法进行切入， 这表明行政法的根基在于宪法， 行政法规范体系
的源头在于宪法， 行政法对行政权调整选择的价值判定在于宪法。 因此， 一个国家行政法成典就必
须以宪法成典为前提条件。

宪法成典以后， 行政法就应当立即予以跟进， 将宪法规定的轮廓具体化， 否则宪法典的具体内
容就是一纸空文， 例如， 我国宪法中有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 有关于公民人格权的规定等。 如
果没有教育行政法关于教育体制和机制的规定， 公民的受教育权便是一纸空文； 如果没有 《个人信
息保护法》 从公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等人格权的问题进行规定， 公民的人格权便无法实现。 所
以， 行政法具体化宪法的轮廓是其必须而为之的。 反过来说， 宪法使行政法成典有了源头上的依赖
性， 有了体系上的完整性， 有了规范构型上的可选择性等。 我国 1982 年制定了 《宪法》， 其经过多
次修订以后已经勾画出我国行政法典的基本轮廓， 这个基本轮廓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还需要行政法
典予以补充。 所以从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分析，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 从行政部门法的独立性分析

行政法这一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 都应当具有相应的独立性。 所谓独立性是指： “行政法
从其简单的字面意义而言是与行政有关的、 从属于行政的法律部门。”輧輶訛 由此可见， 独立性所强调的
是它相对封闭的特性， 相对封闭性使它可以与其他部门法予以区隔， 而不是与其他部门法在规范认
知上存在或此或彼的情形。 例如， 在认知行政法典则时， 不同学者所认知的行政法典则在内容构型
上就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先撇开外国关于行政法典的汇编不谈， 仅就我国来看， 不同学者、 不同官
方机构汇编的行政法典则就有较大的差异。 如有法律全书将行政法典则汇编为综合、 行政管理和行
政救济等三个板块，輧輷訛 还有法律全书所汇编的行政法典则包括总类， 人事， 公安， 国家安全、 国防、

輧輵訛 皮尔斯在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行政法的历史发展时， 就明确提出行政法在这一阶段有着 “调和行政法和宪政
民主的努力”， 其分析到： “行政机关可以行使传统上由联邦宪法第 3 条所规定的法院所行使的裁决权吗？ 行政机关行使多
种职能， 符合权力分立的原则吗？ 行政法顶住了这些强烈的质疑。 事实上， 经过十年对行政法合宪性的仔细审查后， 90 年
代时的行政程序比 80年代时更为强大了。” 参见 [美] 理查德·J·皮尔斯著： 《行政法》 （第五版）， 苏苗罕译，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1卷第 25-26页。

輧輶訛 参见 [德] 奥托·迈耶： 《德国行政法》， 刘飞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第 14-15页。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书，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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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司法行政， 教育， 文化、 体育， 卫生、 计划生育，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交通等。輨輮訛 这两种
汇编对行政法所包容的典则的认知竟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而有些法律规范在我国究竟是行政法还
是经济法也存在认知上的反差。 以 《环境保护法》 为例， 有行政法学者认为它属于行政法， 而有些
经济法学者则认为它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法。 行政法与社会法的关系同样比较模糊， 如 《残疾人保障
法》 《社会救助法》 《矿山安全法》 《兵役法》 等， 在行政法学者看来都是行政法的内容， 而相当一
部分学者则将这些法律归入到社会法的范畴。

我国是将社会法和行政法作为相对并列的法律部门来看待的， 所以将相关法律作为行政法还是
社会法来看待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它涉及到这些部门法是否独立的问题。 行政法典总则的编纂可以
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已经对法律部门做了严格的划分， 这些划分是官方法律文件所认可的，
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 若干部门法划分以后， 对每一个部门法相对独立性的保障就是维护其法律体
系完整性的前提条件。 行政法既独立于民法、 刑法， 又独立于经济法和社会法， 这种独立性已经不
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 而是法实在问题。 独立性的保障唯有通过法典的制定才能得以实现， 所以
行政部门法的独立性便倒逼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 从这个角度讲，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是可能的。

（三） 从行政法规范的规模分析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行政法都有大量的规范和典则存在。 尤其普通法系常常被认为是
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 而我们注意到， 在一些普通法系国家中行政法的规范和典则相当完备。 例
如， 美国在 1946 年就制定了 《联邦行政程序法》， 后来又制定了 《阳光下的政府法》， 还制定了
《行政公职人员道德准则》， 此外有关行政机关、 公职人员、 地方政府等都有成规模的行政法规范，
还有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1978 年监察长法》 《政府机关个人申报要求》 等，輨輯訛 此外还有大量的政
府规章。 有学者甚至指出， 在美国行政法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政府规章膨胀。 足见作为判例法系国
家的美国， 其在行政法规范和典则的制定上也毫不逊色。 而成文法系国家在行政立法方面所做的努
力更不需要进行论证， 行政法规范的成规模性在我国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我国的行政法从规制对象上讲有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是侧重规范行政系统的， 另一个板块是侧
重规范行政相对人的。 笔者认为， 这两个板块在我国都已经有非常厚实的累积， 上面提到的行政组
织法形成了一个系列， 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形成了一个系列， 行政救济法也形成了一个系列， 它
们都以行政系统作为规制对象。 而每一个部门行政管理领域都有相应的部门行政法， 如具有代表性
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 它们则以行政相对人作为规制对
象。 大量的行政法规范的存在使行政法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律群， 而这些法律群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典
则予以整合， 不过这些法律群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奠定了规范上的基础。 我们在制定行政法典总
则时， 便要将已经积累的一些行政法规范或者典则纳入行政法典总则的体系。

（四） 从行政法相关理念和原则的成熟性分析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不仅仅是对现有规范的简单聚集和相加， 而是要使得行政法成为能够契合
新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法典体系。 正如上述， 《民法典》 的制定就在总则部分确立了一系列新
的理念和原则， 这些理念和原则高度契合了我国的市场经济， 高度契合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相

輨輮訛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年版， 目录。
輨輯訛 参见吴新平主编： 《美国法典 （宪法行政法卷）》， 《世界各国法律大典》 总编译委员会主持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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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理念， 高度契合了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和完善。 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 《民法典》 最大的亮点， 也
是 《民法典》 能够制定出来的理论基础。 即是说， 如果没有新的与 《民法典》 相适应的法治理念和
原则， 《民法典》 成典则是不可能的。 以此为据， 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也需要相应的理念和原则，
相应的指导思想等。 笔者注意到， 已经有学者探讨了行政法典总则中关于行政法原则入典的问题，輨輰訛

而笔者也撰写了行政法典对行政法理念整合的文章。 从 2004 年我国颁布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 开始， 2015 年和最近又相继颁布了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 和 《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 这些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行政法的相关理念
和原则都作了规定。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规定：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
机统一； 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必须维护宪法权威， 确保法制
统一和政令畅通； 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輨輱訛 而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 年）》 则规定：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正确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坚持问题导向， 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
矩、 划界限， 切实解决制约法治政府建设的突出问题……”輨輲訛 行政法理念和行政法原则是行政法典总则
制定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也是行政法典总则首先要写进去的问题。 目前关于这些原则和理念基本上形
成了体系， 有着非常充实的内容， 这使得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只要在行政法典总则
制定中将这些理念和原则予以加工和处理， 予以适当的选择， 就可以使其正当化地进入行政法典总则。

六、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技术线路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它关涉到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进程， 关涉到
制定出来的行政法典总则的质量， 也关涉到行政法典总则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 近一段时
间以来， 关于制定什么样的行政法典总则就有不同的论点。 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应当分
步骤进行， 如有学者提出可以先制定一部行政法典的通则， 就像当年的 《民法通则》 那样， 待通则
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再制定统一的行政法典。 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 无论叫行政法典总则还是叫统一
的行政法典都不应当再分步进行， 而应当一步到位。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如果按照前一种观点，
行政法典总则仍难以与 《民法典》 相比拟。 换言之， 分步骤的制定模式仍然无法解决作为公法的行
政法相对滞后的现实。 当然， 关于行政法典总则或者行政法典制定的其他技术问题也同样非常重
要，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好的技术线路， 那就会事半功倍， 反之， 则会使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热
度仅仅停留在理论或者学术层面上。 基于此， 笔者试提出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中需要解决的下列关键
问题， 如果理清了这些问题，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的相关技术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一） 作为行政基本法

行政法的立法权极其复杂， 这样的复杂性并没有因为 《立法法》 的制定而有所减弱。 例如，
《立法法》 制定以后， 各地还相继制定了综合性的行政法规范。 2008 年， 湖南省就制定了 《湖南省

輨輰訛 参见周佑勇： 《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构建》，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1期。
輨輱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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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规定》，輨輳訛 后来诸多地方也相继制定了一些重要的行政法规范。 这表明地方国家机关在行政
法典制定中有着非常大的立法冲动， 也充分运用了 《立法法》 所赋予的行政立法权。 行政法典总则
的制定则可以缓和行政立法权的相对分散性。 行政法典总则是关于行政法的基本规范和主要规范
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行政法总则规定行政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 统领行
政法典各分编； 各分编在总则的基础上对各项行政法制度作出具体规定。”輨輴訛 行政法典总则一旦能够
制定， 它便是我国公法中的主要法典之一， 所以我们首先要在理念上明确行政法典总则是行政法的
基本法， 而行政法典总则作为行政基本法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輨輵訛

行政法典总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法， 除了立法权的专属性， 还包括其规制事项和其所包容的法
律规范的基本性。 我国法治进程已经达到了较高境界，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理念和核
心内容都已经形成， 这充分表明我们所制定出来的行政法典总则是一个高质量、 高水平的行政法
典， 而不是在行政立法中的新的尝试， 这是对行政法典总则分步骤制定的论点的否定。 换言之， 行
政法典总则作为行政基本法至少反映和体现了当下我国行政法的最好状态， 分步制定的理由是不能
成立的。 而一旦我们确立了行政法典总则是行政基本法的理论认知， 其他相关问题便很容易得到解决。

（二） 确立行政法治理念和基本原则

目前颁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主要都涉及这样一些问题， 即法治政府建设的指导思想、 总
体目标、 主要原则等。 在笔者看来， 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实质上涉及到行政法治理念问题。 所谓行
政法治理念是指高于行政法基本原则， 对行政法的价值、 目标、 模式以及调控方式等作出框定的那
些行政法治精神： “行政法治理念是体现行政法治内在要求和精神实质的一系列观念、 信念和价值
追求的集合体， 是行政法治的灵魂。”輨輶訛 它既是行政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灵魂， 也是整个行政法典总
则的灵魂。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中在指导思想部分涉及了这样一些内容， 如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 （2021—2025 年）》 规定： “把法治政府建设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 加快构建
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全面建设职能科学、 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 公正公开、 智能
高效、 廉洁诚信、 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輨輷訛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当代行政法治的精神气质， 体现了国家对行政
权行使所提出的新的要求， 它作为行政法的法治理念应当没有多大争议。 而在总体目标部分也明确
规定： “政府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职责明确、 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日益健全， 行政执法体
制机制基本完善， 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輩輮訛 该内容补充了指导思想部分中的行政法治
理念， 尽管在措辞上所使用的是总体目标， 但这些内容同样可以作为行政法典总则中的行政法治理
念。 在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中， 新的法治理念还需要重新进行梳理和归纳。

与法治理念同样重要的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2004 年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在基本

輨輳訛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从立法技术上讲，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行政程序法， 它包括总则、 行政程序中的主体、 行政决策程
序、 行政执法程序、 特别行政程序和应急程序、 行政听证、 行政公开、 行政监督、 责任追究、 附则等十章， 共有 178 个条
文， 基本上覆盖了行政程序的所有方面。 它的立法技术是值得肯定的， 行政法典总则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 可以在研究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的基础上予以制定。

輨輴訛 章志远：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 载 《法学》 2018年第 9期。
輨輵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制定和颁布的是一般法， 而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例如， 《民法典》 就是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的。
輨輶訛 关保英： 《〈行政法典总则〉 对行政法治理念的整合》， 载 《法学》 2021年第 9期。
輨輷訛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年）》，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2-3页。
輩輮訛 参见前引輨輷訛，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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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确立上是有非常大的亮点的。 我国目前在行政法治中所强调的一系列重要原则都在该纲要中
有所体现， 如合法行政、 合理行政、 程序正当、 高效便民、 诚实守信、 权责统一等。 该纲要不仅仅
列举了这些原则， 而且对每一个原则都有较为精准的解读。 例如， 在 “程序正当” 之下就有这样的
解读：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 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的外， 应
当公开， 注意听取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
人、 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救济权。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
利害关系时， 应当回避。”輩輯訛 比较遗憾的是， 该纲要没有用 “基本原则” 来对这六个原则进行称谓，
而是用 “基本要求” 对其进行定性。 而事实上， 上列所列举的这六个基本要求都是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 在法治发达国家， 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选择和框定也不外乎这些原则。輩輰訛 在行政法典总则制定
中， 行政法原则的确立与行政法理念的确立一样重要， 只要我们将行政法治理念和行政法原则作了
合乎逻辑的选择和确定，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后续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三） 形成统一体例

“法典编制的体裁， 从古至今不出一轨， 且尝试着采取诸国之成典， 详细观察其结构， 错综复
杂的法令条规中亦有自己一定标准。”輩輱訛 此论表明， 一个国家要制定一部法典存在一个法典体例的选
择问题。 即是说， 法典体例的选择与一个国家的法治传统有一定的关联性， 不同的法治传统可以选
择不同的法典体例， 同时， 法典体例存在不止一种可供选择的类型。 有学者就认为法典体例的选择
至少有四种， 它们分别是沿革体、 编年体、 韵府体和论理体等。輩輲訛 沿革体所指的是在法典编纂中要
注意一国法治的传承， 注意一国法治所处的历史方位等。 编年体则很简单， 就是按照年代顺序将有
关的单行法编纂在法典之中。 韵府体指的是通过一定的文字符号或者法治符号对法典作出编纂。 而
论理体则是根据法典内容所涉及的制度、 规范以及相关的理念对法典进行的编纂。 这些关于制定法
典中如何选择体例的方案对我国行政法典的编纂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至少在上列介绍的四个体例之
中都包含了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是在笔者看来， 论理体应当是我们选择的主要法典体例。

我国行政法已经有一定的历史沿革， 尤其相关行政法规范的制定也有年代顺序， 我们也可以根
据相关的字符等对已经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范进行排列。 但新的行政法典的制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立法问题， 它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实践， 更涉及相关的行政法治理论， 涉及相关的法典制定的理论。
正如上述， 行政法典如何选择法治理念， 如何确立基本原则等都必须从深层理论上予以澄清。 行政
法典编纂中的这些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简单地堆砌已经形成的行政法规范是完全不可取的， 选择一个
新的、 有理论基础的、 能够作出理论阐释的行政法典总则体例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应当指出， 目前
我国行政法体系中， 即便是同一类型的行政法规范在体例上也没有保持完全的统一性， 如规范行政
行为的三个程序法，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和 《行政强制法》 在体例上就有一定的出入。輩輳訛

通过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可以统一目前行政法体系中体例较乱的现象。

（四） 补充缺失的板块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輩輰訛 参见 [荷] 勒内·西尔登等： 《欧美比较行政法》， 伏创宇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07页。
輩輱訛 参见前引譿訛， 穗积陈重书， 第 54页。
輩輲訛 参见前引譿訛， 穗积陈重书， 第 62页。
輩輳訛 例如， 《行政许可法》 就没有开辟管辖和适用的章节， 而 《行政处罚法》 则专章规定了管辖和适用； 《行政许可法》 规定了

监督检查， 而 《行政处罚法》 则没有规定监督检查； 《行政处罚法》 专章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的执行， 而 《行政许可法》 则没
有类似条款； 《行政强制法》 在体例上也与 《行政许可法》 和 《行政处罚法》 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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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制定时， 一些主要的民法规范都已经成型并且比较成熟， 如 《物权法》 《合同法》
《婚姻家庭法》 等， 这些成熟的民法规范当然可以原封不动地进入 《民法典》。 同时在 《民法典》 制
定时也缺失一些民法规范， 如有关人格权的规范在 《民法典》 制定之前就是相对缺失的。 而在《民
法典》 制定中补足了这个短板， 就是在 《民法典》 中开启了人格权编， 专门对人格权的相关问题作
出规定。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 行政法中的重要规范已经颁布并且比较成
熟， 如行政组织法， 还有我们通常所讲的 “行政六法” 等， 它们只需要做一些整合就可以作为行政
法典总则的内容。 另一方面， 在行政法体系中也缺失一些重要的行政法规范。 例如， 我们经常所强
调的统一行政程序法的缺失， 就是行政法体系中最大的短板； 还如行政编制法也处于相对缺失的状
态，輩輴訛 部门行政管理法中同样缺失一些行政法规范。

在行政法典总则制定时对于缺失的行政法规范要重点予以解决。 以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制定为
例， 我国已经讨论了数十年， 而且曾经一度也被立法机关纳入立法规划， 但该法至今尚未出台。 在
行政法典总则制定时， 要重点研究统一行政程序法的问题， 将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这个重大缺失予
以补足。 一定意义上讲， 这是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中的难题， 也是行政法典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重点任
务之一。 除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之外， 其他缺失的短板也应当一一予以梳理， 如行政编制法、 地方
政府组织法、 公用事业法、 行政监督法等等。

（五） 统摄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

在行政法体系中有两个较为特殊的部分需要引起注意， 因为它牵扯到行政法典总则制定中如何
处理与它们的关系。 第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部门行政管理规则的问题。 在行政法语境中有一个部门行
政法的概念： “部门行政法是我国行政法体系中最为庞大的板块， 它涉及数十个领域和无数行政法
典则， 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是通过部门行政法来设定关系、 分配角色、 确定相关行为模
式的。”輩輵訛 它主要调整部门行政管理关系， 而我国部门行政法已经形成了规模， 几乎每一个行政管理
部门都有一个重要的行政法规范。 但这些部门行政法的存在并没有能够使部门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
立法方面有所克制， 换言之， 目前部门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法规范的制定中都表现得相当积极和主
动。 我们知道， 我国已经制定了 《行政许可法》， 但诸多行政管理部门在自己的管理领域中也制定
了相应的行政许可规则， 如卫生管理部门制定的 《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制
定的 《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公安机关制定的 《公安机关行政许可工作规定》， 质量管理部
门制定的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气象部门制定的《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等
等。 应当指出的是， 部门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范中并不仅仅涉及部门行政管理中的实体规
则， 它还涉及部门行政管理中重要的程序规则， 而且有些程序规则已经僭越了上位法的规定。 第二
个特殊问题则是地方行政立法的问题， 就是指地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地方性的行政法规范。 一些地
方有着非常大的行政立法的冲动， 在国家层面尚未制定相关行政法规范， 一些地方就率先制定了出
来。 2008 年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的制定起到了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即是说， 从湖南省制定行政
程序规定之后， 诸多地方制定了相同的规定。輩輶訛 而在国家统一行政程序法制定出来之前， 地方是否
有权制定这种综合性、 全面性的行政程序规则是有一定疑问的。 除了行政程序规定之外， 还有行政

輩輴訛 笔者在行政法教科书中提出了行政编制法必须法典化的问题， 认为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编制法典则。 参见前引輥輯訛，
关保英书， 第 329页。

輩輵訛 关保英： 《部门行政法在新时代的变迁研究》，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9年第 4期。
輩輶訛 参见 《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兰州市行政程序规定》 《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

政程序规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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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the�promulgation�of�the�Civil�Code,�the�formulation�of�the�general�provisions�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department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needs� to� be�
responded� theoreticall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are� first� of� all� an�
independent� code,� which� is� comprehensive� and� dominant.� It� is� also� a� public� law� system.� The�
achievements� and� defect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 can�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the�general�provisions�of�the�administrative�code�from�both�positive�and�negative�aspects.�
Therefore,� the� enactment�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has� the� value� of�
supporting�the�legal�system,�correcting�the�public�law�system,�integrating�the�administrative�law�
system� and� connecting� with� other� departments.� We� can� find� suppor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law,�the�scale�of�the�administrative�law�norms,�the�maturity�of�the�relevant�ideas�and�
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for�the�possibility�of�the�enactment�of�the�general�provisions�
of�the�administrative�code.�The�formulation�of�the�general�provisions�of�the�administrative�code�
should�take�the�administrative� law�as� the�base,�establish� the�concept�and�basic�principles�of� the�
administrative� rule�of� law,� form�a�unified� style,� supplement� the�missing�parts,� and� regulate� the�
rules�of�the�department�and�the�local�rules�as�the�technical�line.

Key Words: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Administrative�Code;� Legitimacy;�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Public�Law�System

（责任编辑： 卢护锋）

执法方面的规定， 国家层面尚未有统一的行政执法法， 但诸多地方都制定了行政执法条例，輩輷訛 也有
些地方在行政程序规定中对行政执法作了规定。

仅从理论层面上看， 行政法中的部门规则和行政法中的地方规则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但是将行政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毕竟只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而且依据
《立法法》 所规定的法律位阶， 每一个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的制定都要有明确的上位法的依据。 中
共十九大所提出的 “依法立法”輪輮訛 的新的立法原则就强调了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在制定过程中必须
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包括法律规范名称上的依据、 具体法条上的依据， 以及在援用上位法时不能够
越级援用等。 可以肯定地说， 目前行政法体系中的这两个特殊性已经使我国行政法体系呈现出了碎片
化和缺乏严肃性等问题， 行政法典总则必须解决这两个特殊问题， 就是要通过行政法典总则统摄部门规
则和地方规则， 在行政法典总则中既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与行政法典总则的关系，
又必须对部门规则和地方规则的制定确立严格的条件， 甚至在有些规定的制定上作出禁止性规定。

輩輷訛 参见 《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 《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 等。
輪輮訛 参见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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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1 年 1 月 1 日， 《民法典》 的正式施行不仅开创了我国民法的新纪元， 而且
民法典编纂的立法经验， 为其他领域的法典制定特别是行政法典的制定创造了条件。 治理
对象加快数字化和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多样展现了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引领， 撬动社会生产生
活全领域数字化改革更具必要性与可行性。 通过梳理学界、 政府、 企业不同观点后认为，
数字政府是对电子政务的延伸和重塑， 指政府应用数字技术履行职能而展现的一种政府运
行模式， 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 数字政府呈现四大特征：
用户至上、 数据驱动、 整体协同、 泛在智能。 数字政府建设的时代价值一方面在于整合信
息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在于变革服务方式、 改进服务质量。 厘清数字政府的基
础性问题， 有利于揭示数字政府在中国的发展语义。 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 行政法
法典化的政策指向愈加清晰， 未来的研究应抓住行政法法典化的契机来回应数字政府新时
代的呼唤。
关键词： 电子政务 数字政府 行政法典 法典化 数字行政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2

*西北政法大学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法学博士。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优
化的法治保障研究” （项目编号： 21FXC015）、 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一般项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数据治理的法治化
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 SM202110037001） 和陕西省社科基金 “更高水平平安陕西法治陕西建设研究” 专项项目 “加强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研究” （项目编号： 2021ZX07）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刘绍宇： 《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1期。
② [日] 穗积陈重： 《法典论》， 李求轶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 第 5页。

行政法典编纂进路中数字政府的形塑

刘学涛 *

一、 问题的提出

法典是法律理性主义的极致体现， 是成文法的最高级表现形式。 法典化偏重于 “化”， 是指朝
着法典目标前进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发生了扩张， 由 “对某一法律领域进行
终局的、 无漏洞的规范” 这一理想状态， 发展为 “只要是运用一定立法技术， 对特定法律领域内已
经通过单行立法、 学说和判例确立的法律制度进行整合、 统一和体系化， 即可被称为法典化”。譹訛 穗
积陈重先生在 《法典论》 中指出： “法典编纂是指对一国法律进行分科编制而形成具有公力的法律
书面之事业， 或者是指将既有法律进行整理编辑而形成法典的工作， 或是将新设法令归类编撰而形
成一编的法典工作。”譺訛 早在 2012 年就有学者提出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法典， 是无数行政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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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江必新： 《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 载 《清华法学》 2012年第 5期。
④ 万学忠： 《学界首次提出构建中国行政法法典》， 载 《法制日报》 2018年 1月 19日第 6版。
⑤ 具体可参见关保英： 《行政法典总则的法理学分析》， 载 《法学评论》 2018年第 1期； 章志远：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

式选择》， 载 《法学》 2018 年第 9 期； 罗冠男： 《我国行政法典编纂的重要历程与新思路新展望》， 载 《理论探索》 2020 年
第 4期； 薛刚凌： 《行政法法典化之基本问题研究———以行政法体系建构为视角》， 载 《现代法学》 2020年第 6期； 钟瑞华、
李洪雷： 《论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与路径———以民法典编纂为参照》， 载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年第 12 期； 刘绍宇：
《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1期； 王万华： 《我国行政法法典编
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4期； 关保英： 《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整合》， 载
《东方法学》 2021年第 6期； 姜明安： 《关于编纂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构想》， 载 《社会科学文摘》 2021 年第 9 期； 关保英：
《〈行政法典总则〉 对行政法治理念的整合》， 载 《法学》 2021年第 9期。

⑥ 严益州： 《德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的源起、 论争与形成》，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8年第 6期。
⑦ 王红一： 《数字政府与公众参与》， 载 《检察日报》 2019年 11月 27日第 7版。

的梦想， 主张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譻訛 紧随其后， 2017 年， 新中国行政法学创始人、 中国政法大
学终身教授应松年睿智地提出： “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有能力借鉴民法总则的立
法技术， 将我国行政法中共性的东西抽取出来，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总则。 在行政法总则的
指引下进一步制定行政法的分则， 最终形成一部体系完整的行政法法典。”譼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以法治化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迈出的关键
步伐， 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效运行提供了基础性法律保障， 而且也进一步激发了行政
法学人关于行政法典撰写的热议， 形成了学术思想的火花与碰撞。譽訛 现如今， 尝试在全球法律体系
浩浩荡荡发展的历史洪流中， 锚定新时代中国行政法法典化进程的定位， 找寻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
工作路径势在必行。 从横向上看， 通过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行政法发展相比较， “发现所要解决问
题的相似性， 寻求思维的碰撞， 反思彼此制度选择的依据”，譾訛 进而建造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
法典大厦； 从纵向上看， 自 《民法典》 颁布后， 我国的行政法法典化重新提上议程， 2021 年 《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 （2021—2025）》 提出研究制定行政程序法； 从立法规划来看，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提出， 研究启动环境法典、 教育法典、 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
域的法典编纂工作。

“数字政府建设在我国被赋予重任， 通过数据挖掘和智能化应用， 在国家战略、 经济发展、 城
市建设、 民生保障等社会各方面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级阶段。”譿訛 因此， 厘清数字政府的基
础性问题， 有利于揭示数字政府在中国的发展语义。 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 该如何抓住行政法
法典化的契机来回应数字政府新时代的呼唤这一重要课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

二、 数字时代呼吁数字政府建设

近年来， 政务信息化工作作为 “两化融合” 的排头兵与先行棋， 率先迈入 “集约整合、 全面互
联、 协同共治、 共享开放、 安全可信” 的数字政府建设阶段。 各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探索出较为
清晰的内涵目标、 架构体系和实施路径， 在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上成效显著。 因此， 以数字政府建
设为引领， 撬动社会生产生活全领域数字化改革更具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治理对象加快数字化转型

“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一切。 只有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个人计算机， 计算机的运用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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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The rise of technological administration and ragged rout towards a digital administrative law， in

Domenico Sorace， Leonardo Ferrara， Ippolito Piazza Edited，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ve Law of an EU Member of State—The
Italian Case， Springer, 2021， pp.133-134.

⑩ 参见徐永涛、 林树金： 《电子行政行为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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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00年版， 第 5页。

成为普遍现象， 且与局域网链接并可进入互联网的时候， 技术才会对组织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公共
部门的运行方式开始发生转变： 现在技术正被看作公共部门改善其管理水平和为公民提供服务方式
的关键因素。”讀訛 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加速向社会各领域渗透， 数字化融入生活， 促使政府治理手段
和治理模式不断革新， 多元共治新格局已经开启。 个体层面， 通过电子证照、 通信大数据、 健康码
等信息， 能够形成个人特征、 行动轨迹、 健康状态的数字画像； 企业层面，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加速推进。 社会层面， 网络虚拟社会与物理现实社会双向映射、 动态交互， 数字孪生城市等概念
落地， 使得社会运行的数字化得以实现， 提升了数字化治理能力。 一方面， 个体、 企业和社会团体
作为政府治理对象， 积极应用大数据、 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开展治理活动， 提升治理效能；
另一方面， 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下， 个体、 企业、 社会团体等是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和支撑力
量， 亟须政府提升数字治理能力， 以实现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对话。 个体、 企业、 社会的数
字化转型， 尤其是数字化企业的快速崛起， 为政府开展数字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数据存储、 挖
掘、 利用更加方便快捷。 数字经济方面， 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履行管理职能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二） 治理场景日趋复杂多样

“数字政府达到一定规模或者实现全面性数字政府是形成数字行政法的基础性事实条件， 这里所
说的 ‘一定规模’ 相当于意大利学者所说的 ‘电子政府’ 的扩散水平和倡导数字化议程的成功。”讁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动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数字政府建设是其中应有之意。 受数字化网络化
影响， 原有信息传递规则被打破， 信息和数据由中心传播向多中心传播转变， 极大提升了传统治理
场景的动态性、 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 如新媒体社交平台使得网络舆情应对和研判的不确定性增
加， 网络诈骗、 虚假宣传、 低俗内容传播等违法成本降低。 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个性化、 多样化的服
务功能， 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服务， 使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在信息网络上实现直接双向互动
的信息交流，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全天候接受政府无缝隙的 “一站
式” 服务，輥輮訛 需求者不会因为管理职能主体、 范围、 权限的变化而耽搁服务的享受。 数字政府建设
一改传统的政务处理方式， 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 缓解事多人少的紧张关系， 节约了服务对象的时
间， 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满意度。

三、 行政法治发展中的数字政府内涵

“任何科学之建立与问题之探讨， 均须先建立其范畴， 然后庶能建立体系。”輥輯訛 开宗明义地厘清
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是深入论述的基础。 全球信息化始于 1993 年美国提出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
划， 2005 年美国政治学家达雷尔·韦斯特第一次把 “数字政府” 概念带入公众视线。 德国法学家毛
雷尔教授在1999 年就提出， 要从法治国家角度认识和规范专门的技术性程序， 也就是当时国家所称
的电子行政行为。 当然， 毛雷尔教授没有详细展开。 数字政府在德国又被称为 “行政自动化”， 毛
雷尔在 《行政法学总论》、 平特纳在 《德国普通行政法》 中分别讨论了 “行政自动化” 的问题。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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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德] 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38页。
輥輱訛 [德] 平特纳： 《德国普通行政法》， 朱林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01页。
輥輲訛 技术性正当程序实际是正当程序原则在新的数字化时代的进化与转换， 因为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 需要跟得上技术发展的

步伐。 具体可参见刘东亮： 《技术性正当程序： 人工智能时代程序法和算法的双重变奏》，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5期。
輥輳訛 See Stefano Civitarese Matteucci， supra note⑨, pp.127-146.
輥輴訛 参见梁木生： 《略论 “数字政府” 运行的技术规制》，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 6期； 梁木生： 《论 “数字政府” 运行的

法律调控》，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02年第 4期。
輥輵訛 参见徐顽强： 《“数字政府” 与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 载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年第 11期。
輥輶訛 参见孙志建： 《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 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 载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1年第 3期。
輥輷訛 参见金江军： 《美国数字政府战略及启示》， 载 《信息化建设》 2012年第 8期。
輦輮訛 参见陆峰： 《美国推行数字政府路线图》， 载 《中国电子报》 2012年 11月 20日第 10版。

輦輯訛 参见张晓、 鲍静： 《数字政府即平台： 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及其启示》，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年第 3 期； 林梦
瑶、 李重照、 黄璜： 《英国数字政府： 战略、 工具与治理结构》， 载 《电子政务》 2019年第 8期。

輦輰訛 参见姚水琼、 齐胤植： 《美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研究与经验借鉴》， 载 《治理研究》 2019年第 6期。
輦輱訛 参见胡税根、 杨竞楠： 《新加坡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载 《治理研究》 2019年第 6期。
輦輲訛 参见曲甜、 张小劲： 《大数据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外经验： 前沿趋势、 模式优化与困境挑战》， 载 《电子政务》 2020年第 1期。
輦輳訛 参见郁建兴、 高翔： 《浙江省 “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4 期； 何圣东、 杨大

鹏： 《数字政府建设的内涵及路径———基于浙江 “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经验分析》， 载 《浙江学刊》 2018年第 5期； 刘淑春：
《数字政府战略意蕴、 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基于浙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18年第 9期。

雷尔指出： “行政机关历来掌握当时的技术手段和能力……电子数据处理设备可以在最小空间和最
短时间内接受、 储存、 处理和发送大量的信息。 设备根据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输入的数据以自动控制
的方式进行工作， 有助于减轻和简化， 替代人的活动。 不过设备只是行政管理的手段， 它需要公务
人员操作， 而且必须安装一般程序和输入具体数据后才能运行。”輥輰訛 平特纳指出： “以计算机以及自
动测量设备等机器开始， 公共行政的服务今天愈来愈多借助于技术辅助手段”。輥輱訛 2007 年希特伦教授
第一次提出了技术性正当程序 輥輲訛 概念， 希特伦教授的这个提法和对技术性正当程序的阐释， 后来被
写入 IEE 人工智能伦理准则。 正是因为希特伦教授在这方面的贡献， 2019 年， 他获得了麦克阿瑟
天才奖， 这在目前是绝无仅有的。 2021 年意大利学者发表了从整体上研究数字行政法的文章， 提
出和分析了基于技术行政的数字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命题。輥輳訛

（一） 理论视角： 不同层次及主体存在认知差异

作为新生事物， 数字政府吸引政府、 企业、 研究机构等多个主体关注和参与， 不同主体对数字
府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

国内学术界最早使用数字政府概念的是梁木生輥輴訛、 徐顽强輥輵訛 等人， 主要探讨信息化发展对政府管
理体制带来的改变。 随后， 陆续出现对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的介绍， 如孙志建介绍了国际数字政
府的阶段模型、 前沿理论、 主要评估等，輥輶訛 金江军輥輷訛、 陆峰輦輮訛 等介绍了 2012年美国发布的数字政府战
略。 在此阶段， “数字政府” 多被界定为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网建设， 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升
政府管理效率， 对数字政府其他内涵关注不足。 2017 年， “建设数字中国” 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作为 “数字中国” 的有机组成部分， 数字政府受到的关注度骤然增加。 2017 年， 山东师范大学举办
“第一届数字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 开办 “数字政府治理” 专栏， 探讨解决信
息社会下政府治理面临的新机遇、 新情况、 新任务和新问题。 这一阶段学术成果也更加丰富多元，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国外数字政府建设策略和经验介绍， 如英国輦輯訛、 美国輦輰訛、 新加坡 輦輱訛 数字化
转型策略、 国外数据治理经验輦輲訛 等； 二是国内典型实践案例介绍， 如浙江省 “最多跑一次” 改革輦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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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一网通办”輦輴訛、 广东省数字政府輦輵訛 等；輦輶訛 三是从理论层面探讨数字政府的建设基础、 现状和
问题， 如从社会形态变化分析国家治理、 政府治理变迁逻辑，輦輷訛 探讨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演进关系，輧輮訛

总结数字政府建设梗阻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等；輧輯訛 四是政务数据治理， 如探讨影响政府数据治理的
内外部生态、 制度规则、 价值导向。輧輰訛 整体来看，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梳理、 经验总结等定性
研究上， 系统性回答 “数字政府建得怎么样、 怎么建” 的研究不多。 2017 年复旦大学推出中国开放
数林指数， 2019 年起清华大学、 中软测评中心等推出数字政府评价指数， 数字政府研究走向量化。

关于数字政府概念， 学界影响较广泛的一类观点是 “数字政府即平台”。 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英、 美等国家， 意指通过建设通用标准和体系架构， 提升集中共享能力， 减少重复建设。 例如英国
将 “政府即平台” 作为其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核心内容， 指出政府要建设通用共享平台设施， 内阁组
成部门或者第三方在平台上开发附加应用， 推动以平台为基础的政府数字化转型。輧輱訛 国内学者尝试
应用这一概念解释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实践， 如北京大学课题组将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总结为 “平台
驱动的数字政府” 模式， 即指 “政府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构建广泛联系公众、 企业、 公务员和
所有政府机构的平台， 并在平台中持续地实现数字资源的能力化和数字能力的共享化， 对外提供优质
政务服务， 对内提供高效办公协同， 实现政府组织数字化转型， 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輧輲訛

相比于平台视角对数字政府实现路径的聚焦， 另一个视角则更关注数字技术给政府治理形态、
治理能力、 治理模式带来的改变。 如吴克昌等认为， “数字政府的本质是通过建立大数据驱动的政
务新机制新平台， 全面提升政府在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
履职能力”。輧輳訛 王伟玲认为， “数字政府是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对政府施政理念、 方式、 手段、
工具等进行全局性、 系统性、 根本性变革， 促进经济社会运行全面数字化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形
态”。輧輴訛 刘淑春认为， “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本质上讲在处理政府 ‘有形之手’ 与市场 ‘无形之手’、 社
会 ‘自治之手’ 的逻辑关系， 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行政质量和公信力， 加速实现 ‘管制型政府’ 向
‘服务型政府’ 转变”。輧輵訛

对各地数字政府建设规划进行梳理后发现， 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主导者、 使用者， 更加关
注数字政府 “如何建、 建什么、 怎么用” 的问题。 在建设目的上， 一般与优化营商环境、 改善政务
服务等中央“放、 管、 服” 审批改革要求密不可分； 在建设内容上， 一般包含云、 网、 平台、 数据
中心等数字新基建。 功能应用上， 一般围绕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生态保护、 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
等政府核心职能领域。 总体来看， 更聚焦数字政府的工具价值。

輦輴訛 参见谭必勇、 刘芮： 《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论逻辑与结构要素———基于上海市 “一网通办” 的实践与探索》， 载 《电子政务》
2020年第 8期。

輦輵訛 参见吴克昌、 闫心瑶： 《数字治理驱动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变革———基于广东省的实践》， 载 《电子政务》 2020年第 1期。
輦輶訛 参见北京大学课题组： 《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 能力、 转型与现代化》， 载 《电子政务》 2020年第 7期。
輦輷訛 参见戴长征、 鲍静： 《数字政府治理———基于社会形态演变进程的考察》， 载 《中国行政管理》 2017年第 9期。
輧輮訛 参见黄璜： 《中国 “数字政府” 的政策演变———兼论 “数字政府” 与 “电子政务” 的关系》， 载 《行政论坛》 2020年第 3期。
輧輯訛 参见曲延春： 《数字政府建设中信息孤岛的成因及其治理》， 载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刘祺：

《当代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梗阻问题与整体协同策略》， 载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 3期。
輧輰訛 参见夏义堃： 《政府数据治理的维度解析与路径优化》， 载 《电子政务》 2020年第 7期。
輧輱訛 参见前引輦輯訛， 张晓、 鲍静文。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北京大学课题组文。
輧輳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吴克昌、 闫心瑶文。
輧輴訛 王伟玲： 《加快实施数字政府战略： 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载 《电子政务》 2019年第 12期。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輦輳訛， 刘淑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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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子政务与数字政府的主要区别

（二） 实践视角： 对电子政务的延伸和重塑

数据是政府履职的过程记录和结果， 也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与重要依托。 根据数据在政
府服务及管理职能履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 大致可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 2000年至 2014 年电子政务阶段， 以办公自动化、 政务信息化建设为主， 其间出现政府网
站、 微博、 微信等电子政务应用， 侧重信息发布、 政民互动等功能， 政务服务的办理以线下流程为
主， 数据在其中发挥作用较小。

二是 2015 年至 2018 年的 “互联网+政务服务” 阶段， 通过跨区域、 跨层级、 跨部门的数据打
通共享， 推动政务线上化走向服务线上化， 并依托数据流开展政务服务流程再造。

三是 2019 年至今的数字政府阶段， 将数据的驱动作用从政务服务拓展至社会管理。 多个地方
发布数字政府建设规划，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提出 “建设数字政府” 要求， 将数字政府
从实践探索提升至国家顶层设计。 尤其是疫情发生后， 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凸
显， 建设数字政府成为各界共识。

可以看出， 从电子政务进入数字政府新阶段， 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利用已经不再限于推进行政公
开和办公自动化， 数字行政法是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性回应。 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变迁， 是
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不断深化影响政府治理的过程， 既有量变也有质变。

量变体现在内容的延展： 一方面， 数字政府推动传统电子政务继续深化发展， 将政务线上化扩
展至服务线上化， 演变形成 “一网通办” “不见面审批” 等服务形式； 另一方面， 除对外提供办事
服务外， 数字政府还面临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任务， 内涵意蕴更为广泛。

质变体现在流程、 理念的重塑：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 电子政务立足 “转变政府职能， 改进管理
方式， 提升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侧重工具理性取向。 数字政府除提升效率， 更加聚焦便民
服务优化、 办事体验提升， 注重协同外部主体参与， 倾听民众意见， 兼具工具和价值理性。 二是在
顶层设计上， 数字政府更加突出数据驱动， 以数据流带动业务流、 服务流改造， 由此带来资源流
向、 部门关系、 考核导向等发生变化， 撼动已有部门利益格局。 三是在政社关系上， 政府进一步由
“划桨” 走向 “掌舵”， 致力于打造开放包容、 协同创新的治理生态， 企业和社会力量得到释放， 信
息由政—社单向流动走向双向自由流动。 两者的具体区别， 如表 1所示。

区别点 电子政务 数字政府

时代背景 互联网发展 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

政策语境 电子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 国家治理现代化

技术支撑 办公自动化系统、 互联网 新型基础设施

功能属性 工具理性： 提升行政效率 兼具工具和价值理性： 提升办事效率、 优化营商环境， 实现
民主参与等治理价值

顶层设计 流程驱动 数据驱动

信息流动 自上而下单向流动 双向及多方流动

应用领域 政务服务， 包括告知、 互动、 政务服
务、 政策解读等 政务服务、 态势感知、 决策支撑、 社会治理等

应用案例 一站式办事大厅 一网通办、 最多跑一次、 一网统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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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文观点： 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目前， 学者的通说认为， 数字政府是指政府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以实现数据决策和社会
公平为目标， 连接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 再造政府行政流程、 优化政府服务和社会数字化相适应的
新型政府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数字政府不是简单的电子政务的 2.0 版本， 而是一种新型的政府
形态。 这种新型政府形态， 一言以蔽之， 政府即平台。 本文综合上述研究观点， 对数字政府大致可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上， 数字政府内涵极广， 包括政府信息化、 电子政务、 “互联网+政务
服务”、 数字化治理演变全过程， 大致等同政府信息化进程。 狭义上， 数字政府有别于传统电子政
务甚至 “互联网+政务服务”， 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 突出智能化、 泛
在化、 主动化特征， 是政府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高阶形态。 同时， 数字政府关注数字技术对政府文
化、 制度、 理念带来的转变， 意图探讨数字时代政府呈现何种形态、 扮演何种角色、 如何开展治
理， 是政府对数字化转型做出的回应。 对于数字政府来讲， 数据同样重要， 网络同样重要， 信息通
讯技术同样也是重要的。 如果以数字经济輧輶訛 作为参照， 数字政府不是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的过程，
而是政府部门运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实现政府职能、 用信息化驱动政府效能提升的过程， 是实现国家
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本文倾向狭义的理解， 认为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 政
府应用数字技术履行职能而展现的一种政府运行模式， 本质上是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在内涵
上， 数字政府不仅属于技术变革和应用范畴， 还涉及政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行政文化变革等多方
面； 在外延上， 数字政府包含数据驱动的政务服务， 但更侧重社会治理、 城市管理、 经济调控、 行
业监管等政府职能的数字化、 智慧化， 以全方位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水平。

当然， 数字政府可能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对于定义、 内涵和外延， 由于信息化的技术发展
很快， 本文认为， 只要是能够运用信息化的思维和信息化的技术， 推动政府治理创新， 提升国家治
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这样的框架下都应该算作数字政府建设的组成部分。

四、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特征表象及价值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就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
改革， 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 深
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 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深化各领
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 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輧輷訛 数字政府建设助推政府实现社会治理能力新提升， 是实现我国高质量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

（一）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特征

“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和技术革命中。 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革命事件， 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
的道德、 人类和社会支柱的本质。 它正以其经济、 社会、 政治和法律基础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关键概

輧輶訛 在 2016年杭州 G20会议上， 学者们第一次就数字经济发表倡议， 对数字经济有一个定义。 所谓数字经济， 就是指以数据化
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 推动经济效率不断提升、 经济结
构不断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具体可参见刘权、 刘学涛： 《数字经济的界定、 发展与法治保障》， 载 《金融博览》 2020 年
第 5期。

輧輷訛 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的说明》， 载 《人民日报》 2019年 11月 6日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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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英] Martin Belov. The IT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on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and Public Law. Hart Publishing 2021， p3.
輨輯訛 徐凌、 蔡仲： 《“技术民主” 发微》， 载 《理论月刊》 2014年第 8期。
輨輰訛 孙浔： 《技术民主的两条道路———哈贝马斯和芬伯格技术政治学比较研究》， 载 《兰州学刊》 2008年第 9期。
輨輱訛 具体可参见刘权： 《论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 载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5 期； 刘权： 《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 载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 1期。
輨輲訛 [美] 伊恩·艾瑞斯著： 《大数据： 思维与决策》， 宫相真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63页。
輨輳訛 周文彰： 《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载 《行政管理改革》 2020年第 2期。
輨輴訛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盛杨燕、 周涛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6页。

念提出挑战。 我们社会的道德、 政治、 经济和法律基础受到了深刻的动摇。 它们的概念支柱， 植根
于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 植根于国家领土， 植根于公私分界， 植根于界定好与坏、 正义与非正义、
合法与不法的基本概念， 正受到正在进行的信息和技术革命的深刻挑战。”輨輮訛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 数
字政府呈现四大特征。

1. 用户至上。 所谓技术民主， 是现代科技政策的核心原则， 其主旨是实现对于技术的社会选择，輨輯訛

即在技术领域内推行话语民主理论， 使科技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民主对话机制。輨輰訛 数字政府坚持
和践行新时期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 通过政府流程再造， 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让数据多跑
路、 群众少跑腿。 在数字时代， 数据的价值得到空前凸显， 数据已经成为了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而具
有重要的商业价值， 数据是二十一世纪的 “钻石矿”。輨輱訛 “得数据者得天下”。輨輲訛 一方面， 数字政府建
设始终围绕解决群众需求， 强调以客户需求为基础进行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 通过提升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 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另一方面， 数字政府主张由群众评价建设效果， 全面建成
政务服务 “好差评” 制度体系， 企业和群众的评价权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途径进一步扩展。

2. 数据驱动。 数据是数字政府的基础性要素， 数字政府主张 “用数据对话、 用数据决策、 用数
据服务、 用数据创新”，輨輳訛 以数据引导各项变革。 一方面， 数字政府以数据流为牵引， 推动业务流程
再造和部门关系重塑， 将原来分散的受理中心、 受理系统合并建立统一受理中心和综合受理系统，
进行服务事项集中审批、 统一办理， 实现业务资源集中， 重塑了业务流程及部门间关系。 另一方
面， 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流动已在国家层面确定。 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 各主
体数字化转型加快， 数据将成为万事万物的表现形式和联结方式， 呈现海量、 动态、 多样的特征，
进行数据汇聚、 整合、 挖掘、 利用、 分析、 研判将是政府治理活动的重要内容。

3. 整体协同。 在当前科技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 技术的持续创新对法律制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
响， 也推动着法律制度的不断进步， 如何寻找并有效利用技术、 法律与规制之间的接口成为摆在政
府、 学界以及企业等主体面前的重要问题。 数字政府强调整体建设理念， 要求通过机制设计不断打
通部门间壁垒， 吸纳多主体力量， 实现更高层次协同。 一方面， 数字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打破以往条块分割模式。 如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实施全国一体
化大数据中心建设重大工程等等。 另一方面， 数字政府强调治理机制的协同推进。 对内， 各地政府
积极搭建线上沟通平台； 对外， 政府治理不断引入企业和群众参与， 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打
通部门数据壁垒， 加强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

4. 泛在智能。 行政机关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收集相关信用信息。 算法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全面、 丰
富的数据之上， 因为大数据就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輨輴訛 当前，
以人工智能、 区块链、 VR/AR 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 未来的数字政府建设， 必将极大
受到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 走向泛在化、 智能化。 具体表现为， 政府将变得 “无时不在、 无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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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方面， 各省市推动政务服务向移动端延伸，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 “掌上办” “指尖办”， 政务
服务将变得无处不在、 触手可及。 另一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实体政
府、 服务大厅等转变为 “线上政府” “24 小时不打烊” 等虚拟政府形式， 政府提供服务不再局限于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对公众来说， 政府 “无时不在” 但又隐形不可见。 未来， 政府可能逐渐 “退居
幕后”， 根据公民需求量身打造服务， 推动原来的 “申请—受理” 模式转变为 “提示—服务” 模式。

（二） 数字政府建设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4 月 19 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 政府建设必须贯
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 降低应用成本， 有利于让人民群众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 数字政府建设的价值体现如下。

1. 整合信息资源、 提高工作效率。 效率价值是指行政程序要保障行政任务能够高效地完成， 更
好地实现政府职能。 马怀德教授认为， “折中的程序价值观反映在行政程序中， 就是强调程序的公
正价值的同时仍然看重程序在提高效率和维护秩序方面的价值”。輨輵訛 崔卓兰教授认为， “作为行政程
序的美好追求或内在品德， 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应包含如下成员： 民主、 正义 （公正）、 效率、 秩
序、 自由”。輨輶訛 章剑生教授认为， “行政程序正当性蕴含着若干个基本价值， 而这些基本价值在相当
程度上构成了法治国家立国之基石。 这些基本价值是尊严、 平等、 秩序、 公正和效率”。輨輷訛 传统政府
组织结构一般表现为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 具有权力集中、 层级森严、 分工明确的封闭性特点， 这
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化大生产而言， 有着较高的适应性， 能够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 组织专业
化生产。 但是， 官僚科层制形式政府组织机构在信息时代， 日渐难以满足信息化生产的要求， 机构
臃肿、 体制僵化、 程序繁杂、 财政赤字、 管理腐败、 行政低效等各类问题， 不断浮出水面， 引起社
会公众的强烈不满。輩輮訛 政府数字化转型将会打破原有的组织规则、 运行规则以及信息传递规则， 并
对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在行政机关内部， 政府的各个部门、 机构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连接打破了地域与层级间的限
制， 采用最快捷的电子技术方式用于政府的上下级、 内外部之间互动， 促进信息的流通与共享， 减
少了部门、 机构之间的冲突， 避免了信息传递不及时、 信息失真等劣势， 降低了政府整体的内耗，
实现了政府内部资源的整合。 其中， 政府组织与职能的整合， 为政府实行一窗通办、 跨部门、 全天
候的服务方式创造了条件， 从而使政府在对外的行为中也能体现其特性。輩輯訛 政府网站在政府监督与
管理过程中显现了信息技术应用的社会效益。輩輰訛 数字政府建设中， 通过数字政府平台可以将政府的
各个业务部门整合成一个虚拟的、 一体化的平台， 公众只需要通过互联网就可以办理相应的业务， 不
必受到空间的影响， 极大提高业务办理的效率。

2. 变革服务方式、 改进服务质量。 德国法学家福斯多夫曾提出 “服务行政” 和 “生存照顾” 概
念。 应松年教授曾指出， “行政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人民的福祉， 离开了这一点， 行政法
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 就在价值取向上落入盲目、 迷茫的陷阱”。輩輱訛 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公众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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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在理论上， 法国的狄骥在 《宪法论》 中和德国的福斯多夫在 《当代服务主体之行政》 一文中及
我国学者应松年教授在 《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 一文中都早已论证过这一点。 尤其是在数字
化改革的背景下， 公私协作、 数字政府建设也在行政组织法的高度上重塑着行政主体的范围。輩輲訛 长
期以来， 传统模式下政府往往更多地重视社会管理， 对提供公共服务重视不够； 或者由于受限于技
术手段， 无力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 数字政府的出现， 改变了传统行政行为中权力自上而下的
运行方式， 推动了行政组织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 也促进了权力自下而上的运行， 改变了以往强调
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 通过命令、 政策来保障行政行为实施的局面。 电子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 使
行政主体与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相互之间能在网络上构建互动机制， 促进行政法律关系
主体之间的交流。 尤其是网上听证、 网上信访的出现， 使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公众的意愿， 采纳来自
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和建议， 增加了行政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輩輳訛

数字化政府的建设目的何在？ 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在数字政府之下， 这样一个
目标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要求政府提供的是无缝隙服务， 要求公众能够使用任何设备在任何时
间、 任何地方获得政府提供的优质服务。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 在一个物联网时代， 可以使用任何设
备获得政府的服务。 数字政府建设中， 不仅促进政府的服务意识增强， 也从技术上为政府扩大社会
公共服务、 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可以进行更直接、 更畅通的沟通交流， 政府既能够及时了解社情民意， 促进决
策的民主性， 又可以利用数字政府平台获取更全面、 准确的信息， 减少决策盲目性。 数字政府提高
了信息收集、 处理与交流的效率， 将会有效缩短决策所需时间， 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时效性。

五、 展望： 行政法典编纂中的数字政府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 “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 全是具有意识的、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
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輩輴訛 行政活动同样
有其目的和价值取向。 对价值目标的追求是行政法法典化的内在动力。 法律追求的一般价值目标包
括自由、 平等、 公正、 秩序等， 其中最核心的是对正义的追求。 无论是形式正义、 实质正义还是程
序正义， 最终都会落脚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纵观其他国家， 法国 《公民与行政机关关系
法典》 的核心目标在于 “重建清晰、 稳定的行政法规范体系， 提升行政法规范面对社会公众的可接
受性与可理解性”；輩輵訛 美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的主要目标在于限制新政导致的政府权力扩张以及保
障当事人的新型权利； 韩国 《行政基本法》 出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弥补由于不一致、 不衔接、 不明
确而导致的公共行政法律体系漏洞； 德国 《联邦行政程序法》 在联邦与各州的权力博弈中为了实现
行政简化应运而生。 归根结底， 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各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共同价值目标所在，
我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工作亦是如此。 在新时代全球法律体系发展趋势的高度上看， 不论是行政法总
则的法典化， 还是部门行政法的法典化， 都必须围绕着公民权益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和对公权力进
行更加全面有效约束的方向展开。

輩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刘绍宇文。
輩輳訛 参见前引輩輯訛， 杨桦、 黄喆书， 第 25页。
輩輴訛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243页。
輩輵訛 陈天昊： 《法国行政法的法典化： 起源、 探索与借鉴》， 载 《比较法研究》 2021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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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 法治建设必然要努力跟上技术的发展， 力图与之相匹配， 法律的
回应应当以数字化发展技术的成熟为要件， 同时， 数字行政的发展使得内部行政关系变得更为复
杂， 行政法法典化具体构造还需深入探讨。 杨登峰教授指出， “一般行政法是所有行政主体从事行
政活动的公因式， 具有较大稳定性和封闭性。 部门行政法则只是特定行政部门从事特定行政管理和
服务活动时才适用的， 必然是因时变化的和开放的， 因此我们要制定的行政法典只能是针对一般行
政法的程序法， 而不是针对部门行政法的实体法”。輩輶訛 应松年教授提出， “国家制定行政法总则和编
纂行政法典， 确立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正是为了发挥行政法典的总纲性指引作用， 促使政
府在变革发展过程中能够坚守公平正义的底线， 确保政府公权力规范行使， 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
犯， 最终满足改革发展的法治要求， 加速法治政府建设”。輩輷訛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时代政府
法治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国策是推动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历史契机， 应当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契机而
有所作为。 我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尝试制定一部行政基本法， 但是碍于当时条件有限，
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于是借助 《民事诉讼法》 修改的契机， 先行制定了 《行政诉讼法》。輪輮訛 四十年
后， 《民法典》 的颁布进一步激发了行政法法典化的热情。 随着我国行政法理论、 制度和实践的不
断完善发展， 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 行政法法典化的政策指向愈加清晰， 《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 （2020—2025）》 中的行政程序法与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中的环境法典、
教育法典、 行政基本法典， 为我国行政法未来的法典化提出了初步构想。 目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
索情况虽然未达到法典化运动的程度， 但法典化工作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普遍的重视却是不争的事
实。 行政法法典化进程道阻且长。 任何法典的编纂都会存在困难甚至弊端， 也必不可少地会出现担
忧与反对的声音， 甚至呈现出 “法典化、 反法典化、 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 的上下波动。輪輯訛 但是，
作为理性的法学人，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探讨的不断深入也在进一步启发大家的思考与争辩， 学
术就是需要不同的声音发声； 真理越辩越明， 这样， 法治化建设才能不断完善。

“近年来， 数字技术已在实践中表现出更为强劲的行政方式重塑力。 技术与行政方式的融合，
已经实现了从 ‘政府上网’ 到 ‘数字政府’ 的跨越。 数字行政法发展的终极阶段也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程的新生事物， 数字创造价值， 数字行政的发展要求我们的立法有
足够的面向未来的能力。”輪輰訛 “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者必须 ‘通过正当性证成的理论架构为数字化行政
划定正当边界， 防止因盲目技术崇拜致使现有法律基础陷入结构失灵风险， 同时也避免过度保守僵
化阻碍技术对行政效能的提升’。”輪輱訛 现阶段， 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法典体系构建的方案日益渐多，
在这些方案中， 本文更加倾向于认为， 梁风云法官和王万华教授两位学者各自提出的方案较为完
整、 全面。 具体来说， 梁凤云法官提出行政法典方案由六编组成， 其中第四编即为 “数字化行政
篇”。輪輲訛 王万华教授提出行政法典方案由七编组成， 其中第四编即为 “政府与信息和数据相关活动

輩輶訛 参见杨登峰： 《从 〈民法典〉 的编纂看行政法典的编纂———对 “单行法先行” 模式的一种考察与展望》，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3期。

輩輷訛 参见应松年： 《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 年第 1期。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輩輷訛， 应松年文。
輪輯訛 参见陈金钊： 《法典化语用及其意义》， 载 《政治与法律》 2021年第 11期。
輪輰訛 展鹏贺： 《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权力正当性检视》， 载 《中国法学》 2021年第 3期。
輪輱訛 参见前引輪輰訛， 展鹏贺文。
輪輲訛 梁凤云： 《直接制定行政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 载 《民主与法制》 2021年第 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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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January�1,�2021,�the�official�implementation�of�the�Civil�Code�not�only�ushered�in�
a�new�era�of�Civil�Law�in�China,�but�also�created�conditions�for�the�enactment�of�codes�in�other�
fields,� especially� for� the� formu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des.� The� accelerated� digitalization� of�
governance� objects�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governance� scenarios� show�
that�it�is�more�necessary�and�feasible�to�take�the�construction�of�digital�government�as�the�lead�to�
leverage�the�digital�reform�in�all�fields�of�social�production�and�life.�After�sorting�out�the�different�
viewpoints�of� academia,� government� and�enterpri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digital� government� is�
the� extension� and� remodeling� of� e-government,� which� refers� to� a� government� operation�mode�
manifested� by� the� government's�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In�
essence,�it�is�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government�governan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ory�
and�practice,�digital�government�presents�four�characteristics:�user�first,�data�driven,�overall�coor-
dination�and�ubiquitous�intelligence.�On�the�one�hand,�the�value�of�digital�government�construc-
tion�lies�in�integrating�information�resources�and�improving�work�efficiency,�on�the�other�hand,�it�
lies� in� reforming� service�mode�and� improving� service�quality.�To�clarify� the�basic�problems�of�
digital�government�is�helpful�to�reveal�the�development�semantics�of�digital�government�in�China.�
Under�the�background�of�the�construction�of�government�under�the�rule�of�law,�the�policy�direc-
tion� of�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becomes� clearer� and� cleare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eize�the�opportunity�of�codification�of�administrative�law�to�respond�to�the�call�of�the�new�era�of�
digital�government.

Key Words: E-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ode;� Codification;� Digital�
Administrative�Law

（责任编辑： 卢护锋）

编”， 本编包括： 政府采集、 保管、 利用信息和数据的活动，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基
本框架， 政府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公共治理相关活动， 等。輪輳訛 未来数字行政法将成为大数据时代法治建
设领域全新的行政法学科分支。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将数字行政法纳入未来的行政法典已成为学者
们的共识。 但是， 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还需学者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对于数字化热潮关注的脚
步应永不停息， 更多的行政法理论与实务专家们仍需持续研究这一问题， 力争在法典化编撰中将数
字化的浪潮纳入学科体系建设， 保持法学的时代性与发展性。

輪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王万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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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是法院主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司法政策，
法院借助党委、 人大、 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通过庭前引导、 诉前调解和诉中协调等手段，
将调解率和撤诉率作为检验争议是否得以实质解决的标尺， 进一步通过司法建议、 典型案
例和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措施提升司法权威。 倡导实质解决争议具有积极作用和客观效果，
但部分创新手段与司法权被动性和中立性特点不符， 协调缺乏规范依据且导致法院放弃判
断权， 片面追求低上诉率与当事人的诉权相悖。 解决上述问题， 应将诉前调解改造为行政
调解， 重申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之立法目的， 法院充分行使审判权彰显法律效果， 修改 《行
政诉讼法》 设置合意停止诉讼程序。
关键词： 行政争议 实质性解决 司法能动 诉前调解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3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法治前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譹訛 有学者认为 “实质解决” 包含三层意思： “一是案件已经裁决终结； 二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真正地得以解决， 没有留下后遗

症； 三是通过案件的审理， 明晰了此类案件的处理界限， 行政机关和社会成员能够自动根据法院的判决调整自身行为。” 参
见江必新： 《论实质法治主义背景下的司法审查》， 载 《法律科学》 2011 年第 6 期。 也有学者认为 “实质” 包括两层涵义：
“第一， 行政诉讼程序终结后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 第二， 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经由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实质处理。” 参见王
万华： 《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完善———以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 为视角》， 载 《法学研究》 2019年第 5期。 还有学者认为，
“所谓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是指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础上， 围绕行政争议产生的基础事实和起诉人真实
的诉讼目的， 通过依法裁判、 调解和协调化解相结合并辅以其他审判机制的灵活运用， 对案涉争议进行整体性、 彻底性的
一揽式解决， 实现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当诉求的切实有效保护”。 参见章志远：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理解读》，
载 《中国法学》 2020年第 6期。

行政诉讼实质解决争议的反思与修正

孔繁华 *

引言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作为一项司法政策， 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和倡导，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具
体操作和践行。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内涵、 标准缺乏权威解释。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① 结合司法实
践经验，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在诉讼的不同阶段体现为： 首先， 行政争议尽可能通过行政诉讼得以解
决， 立案环节实现应收尽收； 其次， 审理环节法院对争议问题予以实质回应和判断； 再次， 诉讼结
果实现案结事了， 当事人没有上诉或申诉； 最后， 个案裁判具有示范效应， 对本案当事人和案外人
起到指引作用。 从最初的 “化解行政争议” 到明确提出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确
立这一司法政策的同时， 又在各类文件中强化协调和解、 立案登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一
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多种手段的作用， 地方法院将其作为实现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抓手。 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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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多措并举化解行政争议》， 载 《人民法院报》 2013年 7月 2日第 6版。
譻訛 张泰苏：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载 《社会学研究》 2009年第 3期。
譼訛 参见前引譺訛。
譽訛 梁君瑜： 《我国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与应然面向》，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6年第 6期。
譾訛 汤媛媛： 《行政争议的诉源 “三治”》， 载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0/06/id/5308439.shtml， 2021

年 2月 28日访问。

调解、 府院互动、 深度协调等手段贯穿行政诉讼始终， 从地方经验逐步演变为全国实践。 不可否
认，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政策及各种创新手段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超越行政诉
讼立法目的、 突破 《行政诉讼法》 既有规范、 限制当事人诉权等问题， 应予以重视并恰当纠偏。

一、 法院探索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践经验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政策引领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实践推动， 法院上下联动摸索出 “庭前引
导、 庭中协调、 庭外借力”② 的行政争议解决模式。

（一） 庭前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

与学界通常认为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重在案件审理结果的节点不同， 法院从行政诉讼收案环
节就融入 “实质解决争议” 的理念， 引导当事人尽可能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7〕 25 号） 直接将案件受理
与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相勾连， “各级人民法院要……以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为目标， 对于依法应
当受理的行政案件， 一律登记立案， 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引导当事人选择诉讼途径解决纠
纷在一定程度上是法院主动作为的结果：

一方面， 法院采取走出去的策略， 积极宣传 《行政诉讼法》。 我国的行政纠纷解决途径在制度
设置上以诉讼为重心， 但实践呈现 “大信访、 中诉讼、 小复议” 之格局。 改变相对人 “在行政纠纷
中偏好信访”③ 的局面， 地方人民法院 “一方面与信访局建立定向工作联系， 对有上访苗头的当事
人引导通过诉讼解决纠纷， 通过定向联系、 依法介入， 先后引导多名信访或准备信访人员通过诉讼
解决了行政争议。 另一方面， 运用电台、 电视台、 报纸， 广泛宣传行政审判职能和作用， 组织行政
审判法官深入全市 20 个乡镇、 街道办事处向群众解说， 在乡镇人口密集地张贴行政诉讼宣传资料
6000 余份， 使广大群众相信法院、 相信法律能给群众撑腰， 为群众 ‘壮胆’， 替群众 ‘仗势’， 受
了委屈， 讨 ‘说法’ 的最好选择是法院”。④

另一方面， 立案登记制降低了起诉门槛， 为将纠纷引流入诉讼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通过） 明确要求，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 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 对人民法院依
法应该受理的案件， 做到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 保障当事人诉权”。 新 《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一条
规定的立案登记是对中央决定的细化和体现。 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协议除外）、 原告资格和
起诉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 学者批判 “‘登记立案’ 入法并未从实质上变革立案审查制的
惯性思维”，⑤ 但数字仍反映出 “当前行政争议的解决体系呈现出 ‘司法主导’ 特点”，⑥ 大量争议涌
入法院。 以 2015 年 5 月新 《行政诉讼法》 的实施为分水岭， 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对行政诉讼收案量
具有实质影响， 全国一审行政诉讼收案量逐年递增： 2014 年 141880 件， 2015 年 220398 件， 2016
年 225485 件， 2017 年 230432 件， 2018 年 256656 件， 2019 年 279574 件； 从 2014 年至 2019 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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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司法统计， 载最高人民法院网， http://gongbao.court.gov.cn/ArticleList.html?serial_no=sftj， 2021 年 10
月 3日访问。

讀訛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 （津高法发 〔2010〕 2号）。
讁訛 《2019 年度广东省行政诉讼情况报告》， 载广东法院网， 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226&id=55545， 2021

年 2月 21日访问。
輥輮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 第一条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具体情形）：

“对于存在以下情形的行政案件， 本市法院应当将争议实质性解决贯彻于诉讼全流程， 立足协调化解与依法裁判有机结合，
促进行政争议稳妥解决： （一） 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 但即使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行政相对人的正当诉求、 实质权益
仍无法有效实现的； （二） 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裁量空间或判断余地， 且行政相对人诉求正当的， 有必要结合行政相对人诉请
开展调解或协调化解的； （三） 行政机关负有履行职责、 给付职责， 且行政相对人诉求合理， 但在履职、 给付程序性条件方
面存在争议的； （四） 涉及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的； （五） 涉及政策变化， 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 有必要根据个案具体
情况， 综合考量案件事实、 历史成因、 当事人客观状况等因素开展调解或协调化解的； （六） 行政案件以其他争议为前置基
础的， 通过化解前置争议可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 （七） 涉及行政赔偿、 补偿的，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应当开展调解；
（八） 其他具备争议实质性解决条件的行政案件。

輥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章志远文。
輥輰訛 方帅： 《调解行政争议 合力促进和谐》， 载 《人民法院报》 2019年 8月 24日第 2版。
輥輱訛 参见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审前和解机制的若干意见》 （鲁高法 〔2019〕 28号）； 前引輥輮訛， 第二条。

年间实现翻倍增长。⑦

（二） 推行全流程、 全覆盖的深度协调

协调是行政诉讼中始终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的纠纷解决手段， 是指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
过程中， 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基础， 以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妥善化解行
政争议为目的， 组织各方当事人及其他相关部门或个人等进行协商， 推动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处分
权限范围内达成口头或书面的和解协议， 依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的审判活动”。⑧ 自 《关于预防和化
解行政争议 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 （中办发 〔2006〕 27 号） 发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嗣后
发布的司法文件不断强化协调和解的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
释 〔2008〕 2 号） 是协调和解正式确立的标志。

与以往相比， 实质解决争议目标下的协调， 适用范围更宽、 适用程度更深， 且贯穿诉讼全过
程。 “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成为府院共识， 行政协调调解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经过协调化解矛盾，
原告主动撤诉结案 2732 件， 调解结案 34 件， 同比分别增长 2.9%、 61.9%。”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 （2018 年 5 月 22 日发布实施） 第一条规定
“应当将争议实质性解决贯彻于诉讼全流程， 立足协调化解与依法裁判有机结合”， 该条所规定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具体情形”⑩ 针对所有的行政争议， 几乎不存在适用范围上的实质限制。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2018 年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 均是通过 “协调化解” 达到实质
解决争议的目的。 进一步对上海、 吉林和安徽高院发布的 33 件行政诉讼实质解决争议典型案例研
究发现， 通过判决、 调解、 协调撤诉、 诉前调解、 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多元化的路径达到实质解决
争议的目的。輥輯訛 其中协调撤诉 17 件， 占比 51.6%， 被称为 “多元调解前置、 法院诉讼断后”輥輰訛 的成功
经验加以推广。

地方法院将协调作为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成功经验， 并进一步延伸适用至诉前阶段。 诉前调解
是指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行政争议， 但在案件开庭审理前转入诉前调解 （和解） 中心， 由调解员
（和解员） 进行协调。 法院通过规范性文件将诉前调解制度化，輥輱訛 这是 “在上级法院认可、 授意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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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輲訛 余凌云： 《法院如何发展行政法》，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8年第 1期。
輥輳訛 贺欣： 《法院推动的司法创新实践及其意涵———以 T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为例》， 载 《法学家》 2012年第 5期。
輥輴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有关的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 （法 〔2008〕 139 号）、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依法妥善办理征收拆迁案件的通知》 （法 〔2012〕 148 号）、 《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
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09〕 38号）。

輥輵訛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 （法 〔2006〕 316号）。
輥輶訛 参见 《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 （法发 〔2009〕 54号）。
輥輷訛 《“报喜” 亦 “报忧”： 最高法行政审判工作报告获公允》， 载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021年 10月 7日访问。
輦輮訛 参见前引讁訛。

者与当地政府 （党委） 互动合作下完成” 的造法形式。輥輲訛 2020 年 2 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人
民法院深化 “分调裁审” 机制改革的意见》 （法发 〔2020〕 8 号） 明确提出： “探索建立行政争议审
前和解 （调解） 中心，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至此， 诉前调解获得了最高院的认可和全面推广。

（三） 借力其他主体共同化解争议

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法院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则， 党委是法院首先要借助的外部力量。 最高人民
法院在多个司法文件中提及行政审判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才能在困境中寻求机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法发 〔2019〕 8 号） 进一步强调 “全面加强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 接受党委领导和寻求
党委支持是一体两面， “在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和法律所支持的伸张权利的诉讼之间， 法院会寻求同
级中共党组织的支持来增强自己的权威。 有了党的支持， 法院会设计出一些司法创新措施， 如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发出司法建议以及创造性地适用法律等”。輥輳訛 寻求党委支持具体表现在：
第一， 对重大、 复杂或者群体性、 敏感性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的案件， 及时向当地党委
汇报， 力求得到及时妥善处理。輥輴訛 第二， 对于政治性、 政策性强， 难以单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争
议， 尽可能通过当地党委、 政府统一协调解决。輥輵訛 第三， 对于干预、 阻碍人民法院受理、 审理行政
案件造成恶劣影响的， 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輥輶訛

人大是法院在政体下可以借助的权威力量， 争取人大支持的主要做法： 一是将地方法院探索行
政争议实质解决的经验上升为具有准立法性的人大决定或决议， 巩固司法改革的成果。 例如 2019
年 7 月 31 日， 湖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关于推进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的决定》。 二是向人大常委会专门报告行政审判工作情况， 争取人大
的支持和重视。 2015 年 11 月 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是 “史无前例首次向全国人
大 （专门） 报告”輥輷訛 行政审判情况； 地方法院纷纷效仿， “广州、 珠海等地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法院
行政审判工作情况报告， 就法院报告所反映的行政执法问题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整改意见， 提升行
政执法能力和水平”。輦輮訛

法院与政府积极沟通， 既可以使行政审判获得政府的支持， 减轻案件判决的压力和判后执行的
难度， 也可以传递政府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促使争议实质解决。 法院与行政机关的互动有三种
典型做法： 其一， 充分发挥复议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行政诉讼 “双被告” 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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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遭到学界诟病，輦輯訛 但 “双被告” 制度可以 “迫使复议机关动用一切行政资源达成实质性纠纷解
决”。輦輰訛 因此，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中， 法院应采取必要方式推动复议机关参与行政争议调解、
和解进程， 发挥复议机关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中的积极作用。 复议机关作单独被告案件中， 基础
行政争议具备实质性解决条件的， 法院也可以建议原行政行为作出机关参与化解”。輦輱訛 其二， 推动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化解行政争议。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制度创设自始就采取了一种司法政治
的生长策略”，輦輲訛 “体现了浓郁的本土特色和实践智慧”。輦輳訛 结合行政首长负责制， 不难解释推动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更有利于从根源上实质性地化解行政纠纷。 其三， 通过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搭建沟通
平台， 打造 “源头治理、 多元化解、 全程全域、 共治共赢”輦輴訛 的行政争议化解模式。 调解中心有的
设在法院， 有的设在政府； 即使设在法院的调解中心， 政府也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参与主体。

争取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权运行中的具体实践， 既可以打破行政诉讼封
闭式的结构， 也可以减轻法院处理疑难案件的压力， 实现动员各方社会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体系的目标。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过程中可以采取人民调解、 律师调解等各种方式， 同时
可以与职能机构、 行业协会、 群团组织等形成机制共建、 信息互通。”輦輵訛 和解员一般由行政机关选派
的工作人员担任， 也可以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人民陪审员、 人民调解员、 仲裁员、 律师或者
退休法律工作者等担任特邀和解员。

二、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诠释维度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是积极能动司法观在行政诉讼领域的反映， 法院采用内化的方式应对行政诉
讼面临的困境。

（一） 将纠纷引流至诉讼是法院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政治策略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 司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是人民法院主动融入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之政治
选择， 是司法能动主义在行政诉讼中的体现， “以适应中国国情、 因应时代变化、 回应社会需求以
及响应执政党政治倡导为主旨的司法取向， 所体现的正是司法能动主义的一般性状与特质”。輦輶訛 “能
动司法” 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文件、 司法政策不断展示的司法理念。 2009 年 8 月， 时任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明确提出了能动司法的要求。 此后， 最高人民法院的各类司法文件不断贯彻这一
理念， 《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09〕 38 号） 强调 “进一步增强为

輦輯訛 章剑生： 《关于行政复议维持决定情形下共同被告的几个问题》，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4年第 4 期； 沈福俊： 《复议机关共
同被告制度之检视》， 载 《法学》 2016年第 6期； 章志远： 《行政诉讼 “双被告” 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载 《福建行政学院学
报》 2016年第 3期； 毕洪海： 《错置的焦点： 经复议案件被告规则修改检讨》，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 年第 3 期； 梁
君瑜： 《复议机关作行政诉讼共同被告———现状反思与前景分析》，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7年第 5期。

輦輰訛 熊樟林： 《行政复议机关做被告的理论逻辑》， 载 《法学》 2021年第 7期。
輦輱訛 前引輥輮訛， 第六条。
輦輲訛 卢超：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 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载 《北方法学》 2015年第 4期。
輦輳訛 章志远：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法治意义解读》，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4年第 4期。
輦輴訛 《加强源头治理多元解纷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福建高院关于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情况的调研报告》， 载 《人民法院报》

2019年 9月 26日第 8版。
輦輵訛 前引輥輮訛， 第四条 （行政争议多元解决机制）。
輦輶訛 顾培东： 《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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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和政府分忧、 为群众解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法 〔2019〕 244 号） 指出， “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 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
更好发挥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 推动、 规范和保障作用”。

作为司法机关， 法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解决纠纷。 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是法
院在司法权被动性特质和能动司法政策考量下的选择， 也是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立案难” 问
题的自我革命。 “立案难” 问题在行政诉讼中始终存在且矛盾突出， “行政诉讼面临的 ‘三难’， 最
突出的是立案难”。輦輷訛 有法不依、 应当立案却不立案的原因包括 “法院为自我保护而不立案； 因其他
官僚机构压力不立案； 法院中的个人化因素所导致的不立案”。輧輮訛 《行政诉讼法》 修改之前， “限缩
受案范围、 违法增设受理条件”輧輯訛 导致诉权行使遇阻； 《行政诉讼法》 修改之后这种情况明显好转，
但 “阻碍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 “限制当事人诉权的 ‘土政策’” 依然存在。輧輰訛

法院对敏感案件、 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棘手案件尤其不愿意立案， 这种情况至
今并未完全改观。 将纠纷引流至诉讼渠道， 是法院主动融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局的政治背景下，
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下体现司法能动性的主动选择； 也是法院在自身弱势的格局下， 努力破解
立案难题的政治担当。

（二） 诉前调解和诉中协调是实质解决争议的突围手段

法院将行政争议引流至诉讼， 进一步要解决如何送出去的问题。 案件数量激增给法院带来了难
题， 压力之下法院借助两个手段突围：

其一， 案多人少的压力与诉前调解机制的建立。 新 《行政诉讼法》 实施以来， 法院收案数量逐
年突破历史新高， 面对案多人少的压力， 法院必须采取对应性手段将案件送出门。 诉前调解在这种
现实压力和政策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策略上看， 诉前调解是法院 “引导各种解纷机制积极参与、 多
元共治、 各取所长、 各尽其能， 形成常态化、 科学系统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 之一环；輧輱訛 从效果
来看， 诉前调解既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 又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 高效、 便捷的解纷需求， 是
法院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手段， 被作为诉源治理的重要途径加以推崇。輧輲訛 诉前调解是
否能真正实现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无从考量， 但却实实在在减轻了法院的审判负担。

其二， 压力型案件与协调手段的运用。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提出的背景之一是 “回应行政诉
讼程序空转问题”， 程序空转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国家权力结构中行政权过强、 司法权威不足， 在
个案层面和制度层面均制约法院作出实质裁判”。輧輳訛 一直以来行政诉讼都面临来自行政权的压力， 只
是在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这种压力大小、 表现形式不同。 最高人民法院亦指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
背景下， 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 但仍存在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行政诉讼，
不尊重群众诉权， 不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不愿出庭、 出庭不出声或不愿接
受败诉结果； 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仍然公开插手行政案件， 少数地区规定如判决行政机关败诉即
对相关法院考核扣分； 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政府的工作部门， 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强制拆

輦輷訛 2013 年 12 月 23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
的报告。

輧輮訛 汪庆华： 《中国行政诉讼： 多中心主义的司法》， 载 《中外法学》 2007年第 5期。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輥輶訛。
輧輰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7〕 25号)。
輧輱訛 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报告 （2015—2020）》。
輧輲訛 参见章志远： 《新时代行政审判因应诉源治理之道》， 载 《法学研究》 2021年第 3期。
輧輳訛 参见前引譹訛， 王万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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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城管执法、 招商引资等工作” 等问题。輧輴訛 在强行政与弱司法的格局下， “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违法
情形， 但即使判决行政机关败诉， 行政相对人的正当诉求、 实质权益仍无法有效实现” 等情形反映
出法院有心无力的困境。 争议无法实质解决的原因既有法内因素， 也有法外因素。 法官面对压力型
案件即使在规范判断上十分明晰， 但出于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统一的考量， 不能简单
从规范本身作出裁判， 只能转化为针对各方压力的反复协调， 以求达致最佳的效果。

（三） 调解率与撤诉率是衡量争议实质解决程度的标尺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以能动司法为手段、 以案结事了为目标”，輧輵訛 “案结事了” 意味着当事人
没有上诉和申诉。 如此引申出调撤率作为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衡量标准。 这意味着高上诉率和申诉
率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目标相悖， “我国行政诉讼近年来出现上诉率高、 申请再审率高、 服判息
诉率低的现象，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所致。”輧輶訛 将上诉率作为
衡量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标准， 为了避免上诉， 法官只能不适用或少适用判决的方式结案， 实践导
向两个做法：

一是积极探索调解的适用范围并通过立法修改承认调解。 中国式的能动司法 “把调解作为处理
社会纠纷的常规性司法方式”。輧輷訛 《行政诉讼法》 修改之前诉讼调解就已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进一步贯彻 “调解优先、 调判结合” 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 （法发 〔2010〕 16 号） 指出： “在不违背
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除了对行政赔偿案件依法开展调解外， 在受理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
争议所作的行政裁决、 行政确权等行政案件，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政处罚、 行政征收、
行政补偿和行政合同等行政案件， 以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合法但不具有合理性的行政案件时，
应当重点做好案件协调工作。” 这一时期由于缺乏立法依据， 调解后的案件仍以撤诉方式结案；
《行政诉讼法》 修改后明确规定了调解范围， 调解书也成为一种正式的结案方式。

二是通过协调处理纠纷并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 协调在立法中并没有一席之地， 《行政诉讼
法》 关于撤诉的规定成为法院在规范下寻找的表面合法手段。 “行政诉讼的协调机制是在行政诉讼
法明令禁止的情况下， 地方法院在 ‘强行政’ 环境下的地方性突围， 并最终获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
认可与推广。”輨輮訛 撤诉在行政诉讼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过去三十年中， 原告撤诉率经历了两
番大起大落， 最高分别达到 57% （1997 年） 和 50% （2012 年）”。輨輯訛 2015 年 5 月 《行政诉讼法》 修正
实施以来， 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稳定在 20%左右。輨輰訛 由于原告撤诉原因多样， 无法探究撤
诉案件中有多少是因协调所致， 但可以肯定的是， 撤诉作为诉讼程序终结的方式之一具有 “息讼”
的效果， 也符合我国 “案结事了” 的司法理念和目标， 反映了法官在化解行政争议上的努力。

輧輴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2015 年 11 月 2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报告。

輧輵訛 江必新： 《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努力破解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载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 《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 2010年第 3集，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8页。

輧輶訛 江必新：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 载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1期。
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顾培东文。
輨輮訛 于晓虹： 《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 载 《清华法学》 2014年第 4期。
輨輯訛 何海波： 《从全国数据看新 〈行政诉讼法〉 实施成效》， 载 《中国法律评论》 2016年第 3期。
輨輰訛 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结案数量与总体结案数量的比例： 2015 年结案 194772 件， 撤诉 42925 件， 撤诉率 22.04%；

2016 年结案 225020 件， 撤诉 44303 件， 撤诉率 19.69%； 2017 年结案 229112 件， 撤诉 47880 件， 撤诉率 20.9%； 2018 年
结案 252355件， 撤诉 50967件， 撤诉率 20.28%； 2019年结案 284362件， 撤诉 55049件， 撤诉率 19.36%。 参见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之司法统计， 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http://gongbao.court.gov.cn/ArticleList.html?serial_no=sftj， 2021年 10月 3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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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輱訛 《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 （法发 〔2007〕 10号）。
輨輲訛 章志远：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 载 《法商研究》 2011年第 2期。
輨輳訛 前引輥輮訛， 第三条 （矛盾协调化解建议机制）。
輨輴訛 参见前引輥輲訛， 余凌云文。
輨輵訛 章志远： 《我国行政审判白皮书研究》，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8年第 4期。

（四） 司法建议、 典型案例和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是提升法院权威的柔性措施

司法建议具有非强制性、 非公开性的特点， 可以发挥判决所无法比拟的柔性优势， “是人民法
院审判职能的延伸”。輨輱訛 《行政诉讼法》 修改前， 司法建议仅在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 裁定的情况
下适用； 法律修改后则扩大至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
途退庭等情形。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司法建议的适用逐渐呈常态化趋势。 “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
司法建议制度已经上升为行政审判的中心制度。”輨輲訛 地方法院在实践中探索出司法建议的升级版即
“矛盾协调化解建议函”，輨輳訛 发挥其在化解行政争议方面的作用。

生效裁判尤其是高级别法院的裁判对下级法院 “必然会产生制度性效应”。輨輴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法发 〔2010〕 51 号） 标志着 “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 2020
年 7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 明确将 “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以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纳
入类案检索的必要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各种类别典型案例中均包括实质性解决争议的个案。
一些地方法院亦相继发布以实质性解决争议命名的典型类案， 例如： 2019 年 5 月 29 日上海高院发
布 2018 年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 安徽高院 2019 年发布了十起、 2020 年发布八起实质性解
决行政争议典型案例； 2020年 6 月 19 日河南省濮阳市法院发布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八个典型案例：
2020 年 9 月 29 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发布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十大典型案例。 这些典型
案例具有示范效应， 下级法院在面对同类案件时更倾向于选择协调方式处理争议， 以求达到实质解
决争议的效果。

行政审判白皮书近十年在各级法院悄然兴起，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 《关于在全国法院开
展行政审判 “白皮书” 活动的通知》。 白皮书的内容没有固定的要求， 从各级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来
看， 基本包括年度行政审判基础数据、 行政诉讼案件特点、 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未来展望
等内容， 有的白皮书辅之以年度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对行政审判白皮书的重视， 既彰显了回应型
的司法理念、 建构了商谈型的权力关系， 也是对执政党所倡导的源头型治理模式的积极响应。”輨輵訛 从
法院的立场出发， 行政审判白皮书既是对自身行政审判工作的回顾和反思， 也是对行政执法的建议
和倒逼； 其诞生之初后一种功能被赋予较高期望， 间接发挥促进依法行政、 化解行政争议的作用。

三、 践行实质解决行政争议之手段与行政诉讼的内在冲突

法院主动出击， 通过调解、 协调等手段以追求争议的实质解决， 诸多做法与司法权本质、 行政
诉讼规范以及当事人诉权无法相容。

（一） 法院主动作为与司法权本质相抵牾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中， 法院主动揽案、 主动建立诉前调解机制、 主动协调等措施最终伤害司法
权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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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主动作为与司法权被动性和中立性特点不符。 司法权本质上具有被动性特点， “司法权
消极处事， 超然待物， 以 ‘不告不理’ 为原则， 非因诉方、 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輨輶訛 这种被动性
要求司法机关不主动地保护权益、 不主动地追究违法。 为了实现实质解决争议的目标， 要求法院积
极深入群众宣传 《行政诉讼法》、 主动促成当事人和解、 为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出谋划策等做法， 违
反了司法权被动和中立性的特征， 导致法院不能承受之重， 从根本上损害司法权的公正性。 “协调
突破了法院不告不理的原则， 将法院变成了纠纷的处理机关和矛盾的调和机关， 使得法院在力图发
挥其解决纠纷、 维护稳定、 改善民生等作用的过程中， 扮演了多重角色。 也使得法院超越了审判权
限， 很容易偏离中立的立场, 违背司法权的本质。”輨輷訛

其二， 法院主动创设诉前调解规范涉嫌僭越立法权。 诉前调解非 《行政诉讼法》 所规定的法定
程序， 其他法律中也找不到规范依据。 地方法院通过发布司法文件的形式规定诉前调解的范围、 程
序、 效力等内容， 涉嫌违反 《立法法》 和 《行政诉讼法》， “法院 ‘积极探索’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
制有违 ‘法律保留’ 原则”。輩輮訛 此外， 诉前调解附着于诉讼程序前端， 但其既不是法院主持下的司法
调解， 也不是人民调解， 其性质定位不清、 功能不明、 效力模糊、 结案方式混乱。

其三， 主动、 深度协调导致法院放弃判断权。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輩輯訛 协调的结果以原告
撤诉的方式结案， 其实质是法院主动放弃裁判权、 不对争议问题发表意见。 “在 ‘实质性解决行政
争议’ 观念中， 司法裁判的重要性程度可能已经大大降低了， 而寻求当事人的撤诉申请作为 ‘实质
性’ 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则成为首选。”輩輰訛 过高的调撤率限制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应有作用， 相反却更
加强化了非正式手段解决纠纷的作用。 法院 “对案件实体判断的拒绝， 实质是对司法权的自我放
弃”。輩輱訛 法官放弃裁判权的同时意味着放弃法律上的是非曲直和黑白判断， “法官不得不 ‘和稀泥’，
甚至强行要求一方当事人做出法外让步”。輩輲訛 从个案目标和短期效果来看， 当事人没有启动上诉或申
诉程序， 达到 “案结事了” 的目的； 但从法治建设和长期效果来看， 法院不对纠纷从法律视角发表
看法， 对案件黑白不做判断， 没有彰显法律规范所追求的社会秩序。

（二） 协调在行政诉讼中缺乏规范依据

协调是与行政诉讼相伴而生却始终没有正式身份的手段， 借助调解和撤诉登场， 但协调的范围
与 《行政诉讼法》 关于调解的规定不符， 也因其非正式性无法保障协调结果完全落实：

其一， 地方司法文件以调解之名行协调之实。 一些地方的司法文件将调解、 协调与和解并用，
似有意模糊三者的区别， 扩大了调解的法定范围。 “司法实践中， 协调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輩輳訛 《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除

輨輶訛 孙笑侠： 《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 载 《法学》 1998年第 8期。
輨輷訛 林莉红： 《论行政诉讼中的协调———兼评诉讼调解》， 载 《法学论坛》 2010年第 5期。
輩輮訛 沈福俊： 《和谐统一的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年第 6期。
輩輯訛 参见前引輨輶訛， 孙笑侠文。
輩輰訛 章剑生： 《行政诉讼 “解决行政争议” 的限定及其规则———基于 〈行政诉讼法〉 第 1 条展开的分析》，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 2020年第 4期。
輩輱訛 黄启辉： 《行政诉讼一审审判状况研究———基于对 40家法院 2767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 载 《清华法学》 2013年第 4期。
輩輲訛 刘旺洪： 《社会管理创新： 法院的职能定位与实践路径———兼析能动司法的范围和限度》，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年第 6期。
輩輳訛 张坤世、 罗重海： 《行政案件协调解决的调查与思考》， 载中国法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12/id/903.

shtml， 2021年 2月 18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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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60 条规定的行政赔偿、 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 法规规定的
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外， 行政争议多元调处中心对其他行政案件也可以进行协调化解”。 《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审前和解机制的若干意见》 （鲁高法 〔2019〕 28 号） 更是明确规定， 和
解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法律规定可以调解的案件”。輩輴訛 这种简单的扩大， 恐怕不是对法条的误解。
“全国各地法院都在行政诉讼中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积极探索, 对于和解的范围、 程序、 规则以及和
解结果的法律效力， 各个法院的认识和做法并不完全一致, 但只要原被告之间达成表面上的‘和解’，
最终使原告在诉讼程序上撤诉， 就算达到了 ‘协调和解’ 的目的。”輩輵訛 协调作为法定规范外的手段以
司法政策的形式存在， 协调的范围超越 《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 “调解” 范围。 提倡人民法院对于行
政案件的 “协调和解” 进行 “积极探索”， 会助长法院不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不依法审判的倾向。

其二， 协调存在无法保障当事人权益的风险。 协调撤诉表面上符合法律的规定， 实际上则是一
种迂回手段。 从文书形式来看， 协调的结果仅有原告的撤诉申请和法院的准许撤诉裁定， 当事人的
实体权利义务没有调解或和解协议等文书记载。 地方法院 “认可和解协议具有行政协议的性质” 的
做法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2019〕 17 号） 的规定不符。
为了解决协调结果缺乏法律效果的问题， 地方法院探索出实用的经验： “当事人请求确认和解协议
效力的应当变更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协议有效， 可以在判决书说理部分载明和解经过、 和
解协议内容以及当事人申请确认协议效力的要求等， 判决书尾部载明当事人的上诉权利。”輩輶訛 但上述
做法依然超越了 《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 根据现行立法， 协调结果不能以和解协议的形式记载， 一
旦被告反悔或对承诺打折扣， 法院只能继续斡旋， “以一些 ‘非强制’ 的手段督促行政机关履行，
而另一方面对原告因此而丧失的再次起诉权利， 在救济方面还相对滞后， 行政协调最终的社会效果
很难体现出来。”輩輷訛

（三） 片面追求低上诉率与当事人的诉权相悖

尽管对行政诉权本质的认识存在诸多理论纷争，輪輮訛 晚近学者多从基本人权属性论证诉权。輪輯訛 诉权
具体表现为起诉权、 上诉权和申诉权， 诉前调解、 调撤率与当事人的诉权之间存在矛盾。

其一， 诉前调解程序妨碍当事人接近司法。 当事人起诉对应法院的受理 （或不受理）， 一旦起
诉符合法定条件， 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就是法院的义务。 然而， 实践中法院 “收到行政案件后， 应
当首先审查是否符合先行和解处理案件范围， 需要和解的应当告知当事人。 当事人同意和解的案
件， 参照民事诉前调解的做法， 立 ‘诉前调行’ 字案号……”。輪輰訛 虽然诉前调解以当事人同意为前
提、 以 “诉调衔接” 为保障， 但事实上在法定起诉条件外增设了程序， 限制了当事人接近司法和获

輩輴訛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行政争议审前和解机制的若干意见》 （鲁高法 〔2019〕 28 号） 规定下列行政案件可以委派
“和解中心” 先行和解处理： “（1） 法律规定可以调解的案件； （2） 行政相对人要求和解的案件； （3） 当事人人数众多、 可
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4） 被诉行政行为一旦被确认违法或者撤销， 将给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重
大损失的案件； （5） 行政相对人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法律支持， 但确有实体权益需要保护或者确有其他合理需求需要救济的
案件； （6） 其他通过和解方式处理更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

輩輵訛 应星、 徐胤： 《“立案政治学” 与行政诉讼率的徘徊———华北两市基层法院的对比研究》， 载 《政法论坛》 2009年第 6期。
輩輶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輩輷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张坤世、 罗重海文。
輪輮訛 参见梁君瑜： 《行政诉权本质之辨： 学术史梳理、 观念重构与逻辑证成》， 载 《政治与法律》 2017年第 11期。
輪輯訛 吴英姿： 《论诉权的人权属性： 以历史演进为视角》，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15年第 6期。
輪輰訛 参见前引輥輱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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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裁判的权利。 有学者将诉前调解视作诉权启动时机的延迟， “对诉权发动的方式和时机作一定处
分”，輪輱訛 并没有从根本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当事人起诉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系属， 通过地方法院司法
文件设立的诉前调解程序使案件再回到调解状态， 既不符合 《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程序， 也有拒绝
裁判之嫌， “存在法院借机规避合法性审查的风险”。輪輲訛

其二， 将调撤率作为衡量行政争议是否得到实质解决的标准， 易导致当事人诉权行使的隐性限
制和污名化。 近五年， 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上诉率基本接近 50%，輪輳訛 结合前述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
20%的结论， 实际上诉率应当更高， 似乎说明 “一审裁判在及时消弭行政纠纷上还有待改进……居
高不下的上诉率也是对一审裁判公正性的质疑”，輪輴訛 实质解决争议的成效并不明显。 行政诉讼建立在
对抗型法律关系之上， 相较于民事诉讼而言， 当事人更倾向于上诉。 当事人上诉与一审裁判的正确
性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诉讼不是万能的， 社会转型时期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利益纠葛并非法
院能彻底解决。 从 “当事人上诉” 这一表象得出 “争议没有实质解决” 的结论蕴含这样的逻辑思
维： 上诉是不好的。 因而过分强调服判息诉将导致上诉权行使的污名化。

其三， 将服判息诉率作为衡量行政争议是否得到实质解决的标准， 必然延伸到对法官裁判的考
核和评价。 “结合案件结案方式、 服判息诉率、 工作量、 审判效率等数据， 综合性评价法院实质性
解决行政争议的效果。 高院在年底各项考核奖励工作中， 根据工作实际， 对中院、 基层法院开展行
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工作分别进行考核， 作为法院集体、 个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輪輵訛 绩效考核将
“服判息诉率” 转化为对法官的压力。 考核指标是指挥棒， 一审程序中法官必然想尽办法协调和解，
减少上诉率。 如此， 法官审判考虑的不再仅仅是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 还包括案件的社会效果、 当事
人息诉服判率等诸多法外因素， 甚至替双方当事人寻找纠纷解决方案， 给法官带来不能承受之重负。

四、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与行政诉讼的制度调和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是国家政策在司法场域的表达， 存在欠缺规范依据、 过度适用甚至偏离法治
轨道的危险。 但不可否认， 追求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对于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
积极作用， 因此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失之偏颇， 而应恰当纠偏和修正。

（一） 诉前调解改造为行政调解

案件进入诉讼后再转入 “诉前” 调解， 是纠纷解决途径的回转。 现有的诉前调解存在缺乏法律
依据、 侵犯原告诉权、 适用范围模糊等诸多盲点， “诉前调解合法性补强”輪輶訛 的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基于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化的思路， 应改造现有的诉前调解制度， 确立为一种行政
主导的非正式纠纷解决途径。 “多元”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既包括调解、 和解、 沟通等合意型手段，

輪輱訛 蒋成旭： 《行政诉权处分的司法审查———以行政审判中的息诉承诺为例》， 载 《法学家》 2019年第 5期。
輪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章志远文。
輪輳訛 行政案件上诉率=二审收案数量÷一审结案数量。 全国一审行政案件 2015 年二审收案 77988 件， 一审结案 198772 件， 上诉

率 39.23%； 2016 年二审收案 104836 件， 一审结案 225020 件， 上诉率 46.5%； 2017 年二审收案 108099 件， 一审结案
229112 件， 上诉率 47.18%； 2018 年二审收案 124806 件， 一审结案 251355 件， 上诉率 49.65%； 2019 年二审收案 139153
件， 一审结案 284362 件， 上诉率 48.9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之司法统计， 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http://gongbao.court.
gov.cn/ArticleList.html?serial_no=sftj， 2021年 10月 7日访问。

輪輴訛 何海波： 《困顿的行政诉讼》，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 2期。
輪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第十五条。
輪輶訛 参见前引輧輲訛， 章志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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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涵盖行政复核、 行政申诉、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决定型手段。 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之间是相互协调
的良性关系： “调解是过滤器和分流器， 行政复议是主渠道， 行政诉讼是最后的防线， 信访是补充。”輪輷訛

将诉前调解改造为行政主导的非正式纠纷解决途径， 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预防、 解决行政
争议中的作用。 “行政调解比司法更容易综合考量法律、 政策、 专业技术问题以及个案特殊情况，
及时提出合理的纠纷解决方案， 实质性化解民事纠纷及行政争议， 最大限度在行政系统内尽早消除
爆发群体性事件的稳定风险， 弥补诉讼机制、 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的局限性。”輫輮訛 改造的具体方案：
首先， 从名称上改诉前调解为行政调解， 将其与诉讼剥离， 实现去诉讼化。 其次， 调解的程序规范
应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 “在立法尚不完全成熟时， 可以先由国务院制定 《行政调解条例》， 待条件
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 《行政调解法》”。輫輯訛 再次， 调解组织的设置应由行政机关主
导， 社会主体以调解员的身份参与。 复次， 行政调解是非正式纠纷解决途径， 当事人可以在诉前自
由选择是否申请调解。 最后， 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无论是否调解成功， 当事人在法定
期限内都可以起诉。

（二） 回归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之立法目的

2014 《行政诉讼法》 修改后将 “解决行政争议” 作为立法目的之一， “旨在进一步强化通过行
政诉讼化解行政纠纷的作用”。輫輰訛 司法或者诉讼的基本含义和功能就是解决纠纷或者说解决社会冲突，
解决争议是我国行政诉讼首要和第一层次的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更高的目标追求是监督行政和救济
权利。 以调撤率作为衡量标准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作为行政审判的
中心目标，輫輱訛 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使命， 颠倒了行政诉讼三重立法目的的相互关
系。 “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纠纷， 在诉讼程序中通过各种非正式的， 没有程序保障的方式得以化
解……使得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权之目的难以实现， 制约行政权的功能未得彰显。”輫輲訛

行政诉讼是法院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 “诉讼制度是专门用来解决社会纠
纷， 并且借此实现政治、 经济、 文化和其他法律目的的一种法律机制。”輫輳訛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
决机制昭显了解决争议之意， 裁判结果既是争议解决的法律效果也是社会效果。 “从实质法治的立
场出发， 司法活动不存在两种效果， 只有一种效果， 那就是法律效果； 司法活动所追求的法律效
果， 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效果的考量。”輫輴訛 解决行政争议不同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后者作为一项司法
政策， 意涵宽泛、 以协调为主要手段、 以调撤率为衡量标准。 地方法院司法实践应回归行政诉讼的
立法规范， 发挥司法权 “解决行政争议” 之功效。 如此， 无需在法律规范外强调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之目标。

（三） 法院充分行使审判权， 彰显法律效果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应是 “通过行政诉讼在法律上对所争议事项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明断是非。

輪輷訛 刘莘、 刘红星： 《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16年第 4期。
輫輮訛 王聪： 《作为诉源治理机制的行政调解： 价值重塑与路径优化》， 载 《行政法学研究》 2021年第 5期。
輫輯訛 参见前引輫輮訛， 王聪文。
輫輰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年版， 第 4页。
輫輱訛 王彦、 李桂红： 《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纠纷的价值与目标》， 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1年第 2期。
輫輲訛 参见前引輩輱訛， 黄启辉文。
輫輳訛 樊崇义主编： 《诉讼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551页。
輫輴訛 何海波： 《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85、 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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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为当事人解决个案争议提供标准， 也为社会其他人处理同类问题树立标杆。”輫輵訛 将协调和解作为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主要手段， 不仅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背道而驰。

一方面， 法院充分行使审判权， 不应将协调摆在前面。 “法律程序的目标应当不仅包含解决纠
纷， 而且包括实施法律， 乃至包括实施国家政策。”輫輶訛 通过协调， 只部分实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 忽
视了实施法律的更高层次功能。 法院的职能是通过法定的方式解决纠纷， 法院有且只有依法裁判的
权力， 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从法律上化解了纠纷。 案结事不了的根源， 既有法律本身的
原因也有法外因素。 如果法院不能依法裁判案件， 诉讼结果与当事人的合法预期不符， 当事人或者
认为法院枉法裁判， 并倾向于利用更高级的诉讼程序支持自己的主张； 或者对法院丧失信心和信
任， 从根本上损害司法权威。 诉讼程序本身就是一种对抗机制， 当事人对这种法律效果是否接受并
非法院能左右。 “从当事人认同裁判的角度说， 在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体现法律上的公平与正义，
当事人才愿意接受法院的判决， 放弃争议； 从国家治理社会角度说， 通过司法公正解决纠纷， 才能
在社会确立规则意识， 发挥法律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輫輷訛

另一方面， 法院充分行使审判权， 应对争议问题和案件焦点作出明晰的判断和充分说理。 法院
放弃或部分放弃裁判权， 意味着放弃对纠纷的彻底解决， 实质解决行政争议更无从谈起。 法官在个
案中的退缩表现在： 第一， 行政行为违法应当被撤销的法定理由有六项， 违法的行政行为可能存在
不止一项违法事由， 法院只认定其中一种或部分情形， 对其他情形不予表态。 第二， 在撤销判决与
变更判决之间， 法院倾向于选择撤销判决， 变更判决处于 “备而不用” 的状态。 第三， 行政机关不
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经过诉讼程序已经查清应当履行职责的具体内容， 但法院对于重新作
出行政行为的具体细节不愿过多阐述。 第四， 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服务大局等政治考量放任违法行
政行为。 面对政策性强、 涉及利益较大的案件， 如果撤销或确认违法， 将与行政机关执法和地方政
府特定时期的政策目标不符； 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支持政府的目的， “违心迁就、 违法办案， 损害
当事人的利益”。輬輮訛 法院裁判不到位是造成案结事不了的原因之一， 法院充分运用裁判权明理释法，
才能“追根溯源化解难题”， 达到实质解决争议的目标。

（四） 修改立法为协调设置出口

行政诉讼三十余年的实践表明， 虽然立法不承认协调， 但实践广泛应用， 各方积极参与并承认
其并不违法。 与其放任这种情况蔓延， 不如正视现实， 客观看待协调的实际作用， 将其纳入立法规
范， 有条件地予以承认。 协调作为法院的一种工作方法与现行 《行政诉讼法》 规范没有表面的冲
突， 且得到各种司法文件、 司法政策、 正式讲话的肯定和鼓励， 突出的问题是协调结果在现行立法
中找不到出口。 基于现实考量， 建议修改 《行政诉讼法》， 有条件地承认协调， 为其设置合理的出
口。 实务部门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 可以
根据自愿、 合法的原则， 对该行政纠纷的解决方法进行协调”。輬輯訛 上述思路没有明确协调结果在立法
中如何体现。 对此， 可通过中止诉讼的方式， 改变 “协调” 在立法和实践中无法可依的状态。 修改
的具体思路是， 在 《行政诉讼法》 中增设相关条款， 规定 “当事人达成合意可申请中止诉讼”。 中

輫輵訛 参见前引譹訛， 江必新文。
輫輶訛 [美] 米尔伊安·R. 达玛什卡：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郑戈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131、 135页。
輫輷訛 参见前引輪輯訛， 吴英姿文。
輬輮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 （法 〔2008〕 125 号） 要求各

级人民法院 “切实解决应当撤销违法行政行为而违心迁就、 违法办案， 损害当事人利益的问题”。
輬輯訛 参见前引輩輳訛， 张坤世、 罗重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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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stantive�settlement�of�administrative�disputes�is�a�judicial�policy�that�courts�active-
ly�integrate� in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support� of� Party�
Committees,�People’s�Congresses,�governments�and�society,�courts� take� the�mediation�rate�and�
withdrawal�rate�as�standards�to�test�whether�disputes�can�be�substantively�resolved�by�means�of�
pre-trial�guidance,�pre-litigation�mediation�and�in-litigation�coordination�to�further�enhance�judi-
cial�authority�through�judicial�suggestions,�typical�cases�and�white�papers�on�administrative�trials.�
Advocating�substantive�dispute�resolution�has�positive�effect�and�objective�effect,�but�some�inno-
vative�means�are�inconsistent�with�the�passive�and�neutral�characteristics�of�judicial�power,�coor-
dination�lacks�normative�basis,�which�will�lead�to�the�court�to�give�up�the�right�of�judgment,��and�
one-sided� pursuit� of� low� appeal� rate� is� contrary� to� the� litigant's� right� of� ac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pre-litigation�mediation�should�be�transformed�into�administrative�mediation,�the�leg-
islativ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o� resolve� disputes� should� be� reaffirmed,� the� court�
should�fully�exercise�the�jurisdiction�to�show�the�legal�effect,�and�the�Administrative�Procedure�
Law�should�be�amended�to�set�up�the�consent�to�stop�the�litigation�procedur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Substantive� Solution;� Judicial� Activism;��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止诉讼后， 设置一定期限的观察期， 避免协调后行政机关不遵守承诺导致当事人丧失诉权， 即 “任
何一方当事人在中止诉讼后四个月内， 可以申请继续诉讼； 当事人在中止诉讼后四月内没有继续申
请诉讼的， 视为撤诉”。 中止诉讼是当事人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 不受特定范围的限制， 如此
可以为协调在立法中确立正式的身份。

结语

基于法律规范和现实需求而诞生的实质解决行政争议， 是法院响应政治号召、 回应社会需求的
司法应对策略。 追求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本无可厚非， 但实现这一目标的部分创新性手段则偏离法治
轨道。 为此， 一方面应肯定法院的实践探索， 争取党委和人大支持、 借助辅助手段彰显行政诉讼效
用等做法是现行规范下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 也应对深度协调、 诉前调解等方式予以及时纠偏，
避免手段与目标相悖。 在追求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 必须遵循司法权的本质和基本规律， 重
视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保护， 如此才能实现司法权的良性运作， 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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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

[美] 卡里·科利亚尼斯 著 苏苗罕 王梦菲 译 *

内容提要： 行政机关将日益依赖机器学习算法驱动的数字自动化。 美国行政法可以适应这
样的未来吗？ 不仅高度自动化的国家完全可以符合存在已久的行政法原则， 而且在实现行
政法的专家决策和民主问责的核心价值方面， 负责任地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的效果可能更优
于现状。 显然， 算法治理有可能做出更为准确的、 由数据驱动的决策。 此外， 由于其数学
特性， 算法很可能成为民主机构更为忠实的智能体 （agent）。 然而， 即使自动化国家更为
智能、 具有更高问责度， 它也可能存在缺乏同理心 （empathy） 的风险。 尽管我们不应夸
大人工驱动的官僚机构现在所具有的同理心程度， 但是大规模转向算法治理将给行政法带
来新的挑战， 那就是如何确保自动化政府同时也是具有同理心的政府。
关键词： 自动化系统 行政法 机器学习 算法 同理心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4

一

未来无极限， 行政法的前景很广阔。 在近期内， 美国的行政法无疑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如何裁决
引发行政法核心问题的案件， 这些问题的例子包括禁止权力授出 （nondelegation） 原则和法院对行
政机关所作法律解释的尊重。 但从长远来看， 随着政府和社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行政法领域将面
临新的问题。 即将出现的一项重大变化是行政国家自动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数字系统， 尤其是那些
由机器学习算法驱动的系统， 将承担政府的众多任务。

行政机关现在承担着发放许可证、 支付款项、 裁决争议和制定规则等一系列工作， 这些在传统
上都是由政府官员执行的。 但是， 既不难想象， 也并非不切实际的是， 未来在公众与政府打交道
时， 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主要是与数字系统而非人类官员打交道。 即使在今天， 计算机系统
也越来越多地完成了长期以来一直由人类负责的传统行政任务。 如今， 在美国很少有人在使用政府
网站申请失业救济、 投诉或提交文件时犹豫再三， 而选择直接访问或致电政府办公室。 联邦政府甚
至创建了一家在线门户网站 （USA.gov）， 为用户访问各种资源提供便利， 现在公众可以通过州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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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 See Cary Coglianese and David Lehr, Regulating by Robot: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Machine -Learning Era, 105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147,1171 （2017）.

譺訛 See Cary Coglianese and David Lehr, Transparency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71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1, 9 （2019）.
譻訛 See Benjamin H. Barton and Stephanos Bibas, Rebooting Justice: More Technology, Fewer Lawyers, and the Future of Law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7）， pp.111–115.

邦政府网站的广泛网络使用各种数字应用程序了。
在过去的 25 年里， 这种转向与政府在线互动的发展预示着， 在接下来的 25 年里， 政府程序将

经历更深入、 更广泛的技术变革。 除了与政府前端的通信数字化之外， 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广泛的
后端决策自动化， 尽管后端决策如今仍然由行政官员裁量决定。 或许只需再过几十年时间， 我们就
能实现在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自动化系统基础上运行的行政国家， 私营部门的重要方面很大程
度上也是如此。 这种行政国家具有的两项特征是算法裁决 （algorithmic adjudication） 和自动化规则
制定 （robotic rulemaking）。譹訛 行政机关将不再由行政官员作出裁量性决定， 而是能够依靠自动化系
统作出这些决定， 例如判断申领者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残疾人福利。 例如， 我们可以对福利申领处
理系统进行设计以便自动从电子病历中导入大量数据， 然后采用人工智能系统处理这些数据， 确定
申领人是否达到特定的概率阈值从而具备福利申领的资格。譺訛

目前政府通过行政人员决策来完成的许多任务， 如果完全交由自动化决策工具和计算机系统来
执行， 行政法会如何应对这种迈向自动化国家的转型？ 行政法应该怎样应对呢？

现有的行政法原则大多数已经可以适应整个行政国家广泛采用自动化的情况。 不仅各行政机关
已经长期依赖各种有形机器来实现自动化， 而且自动化国家， 或者至少是负责任的自动化国家， 可
以被认为是行政法对政府基本愿景的顶点， 即立法授权的中立的公共行政。 我们不需要彻底改变行
政法才能让其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运作，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实施自动化， 它将推
进长期以来作为行政法基础的民主原则和善治价值的实现。

尽管如此， 即使在负责任的自动化国家， 也会存在善治的一项重要因素， 而且这项因素越来越
可能随着自动化而消失， 那就是人类的同理心。 即使由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也可能冷酷无情， 但是
极端自动化的时代可能会呈现出人类关怀的危机状态，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缺乏人类关怀的危机。
在日益自动化的国家中， 行政法需要寻找各种方法以鼓励各机构确保公众继续有机会与人类接触，
表达他们的心声， 并让人们了解其处境现状。 简而言之， 自动化国家也得是有同理心的国家。

二

几十年前发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几乎没有消退的迹象。 今天的技术人员通过使用人工智能、 机器
学习和预测分析等高级算法技术， 揭示并触及各种新领域。 这些术语 （有时互换使用） 所包含的一
系列工具， 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 产生高度准确的预测， 从而促进许多不同任务的自动化。 在私
营部门， 之前由经过训练的人类处理的大量任务， 例如读取胸部 X 光片、 驾驶汽车和金融机构发放
贷款， 都通过算法创新实现了自动化处理。

公共管理部门已经注意到了私营部门的算法进展。 商业世界的一些进展甚至与政府任务有异曲
同工之处。 例如， 像 eBay 和 PayPal 等公司已经开发了非常成功的自动化在线纠纷解决工具， 在没
有员工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处理投诉。譻訛 总的来说， 政府官员在现代数据分析中看到了构建可以自
动化处理各种政府任务的系统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提高行政效率、 速度、 一致性和准确性。

自动化行政国家之愿景的最佳例证可能是在爱沙尼亚共和国， 这个波罗的海小国已经全面拥抱

48· ·



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

譼訛 See Nathan Heller, Estonia, the Digital Republic,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
12/18/estonia -the -digital -republic）； and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Report of
Estonia’s AI Taskforce （Tallinn: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2019）, （https://f98cc689-
5814-47ec-86b3-db505a7c3978.filesusr.com/ugd/7df26f_486454c9f32340b28206e140350159cf.pdf）.

譽訛 See Eric Niler, Can AI Be a Fair Judge? Estonia Thinks So, Wired, March 25, 2019, （https://www.wired.com/story/can-ai-be-fair-
judge-court-estonia-thinks-so/）.

譾訛 Se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E-Government Survey 2020: Digital Government in the Decade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0）, （https://publicadministration.un.org/egovkb/Portals/egovkb/
Documents/un/2020-Survey/2020%20UN%20E-Government%20Survey%20 （Full%20Report）.pdf）

譿訛 See Cary Coglianese and Lavi M. Ben Dor, AI in Adjud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86 Brooklyn Law Review 791 （2021）.
讀訛 See David Freeman Engstrom, Daniel E. Ho, Catherine M. Sharkey, and Mariano Florentino Cuéllar, Government by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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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umich.edu/google -u -m -to -build -digital -tools -for -flint -water -crisis/）; City of Chicago, Food Inspection Forecasting:
Optimizing Inspections with Analytics, （ https://chicago.github.io/food -inspections -evaluation/） （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0）;
Robert Sullivan, Innovations in Identifying People Who Frequently Use Criminal Justice and Healthcare Systems,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es, May 16, 2018, （https://www.prainc.com/innovations-identification-cj-healthcar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Data-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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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 并将其作为独特的标志。 爱沙尼亚的 “e-Estonia” 项目已经将医疗记录、 就业信息、 财
务报表等大量个人信息加以数字化并安全存储， 从而改变了该国的行政管理。譼訛 这些信息通过 X-
Road 这一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交叉链接 （cross-link）， 从而让有需要的任何实体可以立即访问个人记
录， 同时遵守旨在防止不法行为的限制。 广泛数字化促进了一系列政府服务的自动化: 个人可以在
不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情况下， 只需传输他们的数字信息以完成表格并提交请求， 就能轻松完成投
票、 申请贷款、 报税等各种行政任务。 通过众多行政程序的自动化， 爱沙尼亚每年大约节省了 GDP
的 2%。 该国甚至正在探索使用自动化的 “法官” 裁决小额索赔纠纷。譽訛

丹麦和韩国等国在采用电子政务工具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譾訛 美国可能还没有实现相同水
平的自动化政府， 但是肯定也不会落后太多。 美国的联邦、 州和地方机构不仅采用了网络应用程序
(如 USA.gov 网站上汇编的程序)， 而且开始用机器学习算法让一系列行政决策过程实现自动化。 在
大多数情况下， 行政官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中， 但是大量的行政工作正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
系统进行。

自动化帮助美国联邦、 州和地方政府在公共项目管理过程中处理具有挑战性的资源配置决策。
美国多个州已经实施了算法工具来帮助做出发放医疗补助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决策， 以便加快进度并
提高福利申领程序处理的一致性。譿訛 同样， 联邦社会保障局利用自动化工具来支持人类上诉法官个
人的工作， 对每年处理多达 250 万份残疾福利申请的行政裁决程序进行有效监督。讀訛

有的市政当局依靠自动化系统来决定将卫生和建筑检查员派往何处。讁訛 有的地方当局则使用这
种系统决定在何时何地部署社会工作者跟进有关虐待和忽视 （neglect） 儿童的指控。輥輮訛 与此同时，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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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輯訛 See Coglianese and Ben Dor, supra note 譿訛.
輥輰訛 See Tim Lau, Predicting Policing Explained,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April 1, 2020,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

research-reports/predictive-policing-explained）.
輥輱訛 See Shirin Ghaffary and Rani Molla, Here’s Where the U.S. Government Is Using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Surveil

Americans, Vox, December 10, 2019, ( https://www.vox.com/recode/2019/7/18/20698307/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us -govern
ment-fight-for-the-future).

輥輲訛 See Tod Newcombe, Aiming Analytics at Our $3.5 Billi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blem, Government Technology, March 2017,
（https://www.govtech.com/data/Aiming-Analytics-at-Our-35-Billion-Unemployment-Insurance-Problem.html）.

輥輳訛 See David Freeman Engstrom and Daniel E. H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37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800, 815–819 （2020）; and Richard Rubin, AI Comes to the Tax Cod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ai-comes-to-the-tax-code-11582713000）.

輥輴訛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and IBM Center for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More Than Meets AI: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Work of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and IBM Center for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2019）, （https://ourpublicservi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2/More-Than-Meets-AI.pdf）.

輥輵訛 这种信条既反映在正当程序的概念中， 也反映在行政行为不得武断和恣意的一般性标准中。

邦机构已经用算法系统来分析消费者投诉， 处理工伤报告， 并评估公众对拟议规则提出的意见了。輥輯訛

美国各地的刑事执法机构也依赖各种自动化工具。 他们采用了一些工具， 根据对城市中最可能
发生犯罪的地点的预测， 自动部署巡逻警察。輥輰訛 许多执法机构还广泛运用自动化的人脸识别工具来
识别嫌疑人或进行安全检查。輥輱訛

监管机构同样也使用了自动化工具来确定审计和执法资源的使用对象。 各州采用了数据分析技术
来查找失业保险项目存在的欺诈和错误。輥輲訛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国税局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采用了算法工具来帮助发现欺诈和其他不当行为。輥輳訛

运用诸如此类的各种方式， 美国公共当局已经在朝向日益自动化的政府的方向上取得了长足进
步。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由人工智能工具驱动的自动化在政府中的应用肯定会进一步扩大， 并可
能导致目前由政府雇员从事的许多工作转型或被逐步淘汰。輥輴訛 行政法未来所要治理的国家将是行政
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政府。

三

行政法可以适应自动化国家的发展吗？ 乍一看， 自动化国家的前景似乎需要对行政法进行根本
性改写。 毕竟， 行政法的出现是为了约束行政人员的裁量权， 使其在法律范围内工作， 并防止人类
决策者之间的联系可能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 此外， 行政法的重要信条之一是行政程序应当是透
明的， 同时能够说明理由； 对于推动自动化之新兴趋势的机器学习算法来说， 这一信条似乎会成为
算法应用的障碍。輥輵訛 这是因为机器学习算法有时也被称为 “黑盒” 算法， 它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使其
晦涩难懂， 难以解释。 在传统算法中， 变量是由人类选择的， 结果系数可以用来解释因变量中特定
数量的变化， 而学习算法则有所不同， 它能在数据中有效地发现其中存在的模式， 并不产生将解释
力与特定变量相关联的结果。 数据科学家当然能够理解并解释机器学习算法的目标和一般属性， 但
总的来说这些算法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也因此被冠以 “学习” 之名， 而这可能会使人更难准确
地解释其做出任何特定预测的原因。 它们通常无法为证明行政决策合理性的这类因果陈述提供任何
依据 （例如 “因为 X 导致 Y， 所以 X 是正当的”）。

因此， 考虑到自动化国家的未来是建立在机器学习系统基础之上， 对透明度的关切是合理的。
但是， 即使是轻微的额外反思， 这些担忧似乎既不会对依赖机器学习自动化构成内在障碍， 也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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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对美国行政法进行根本性改革以适应自动化国家。 即使根据 《行政程序法》 第 706 节规定的
武断恣意标准， 行政法也从未苛求接近绝对的透明， 或者要求一丝不苟或详尽的推理。輥輶訛 根据现有
法律原则， 行政机构依靠机器学习系统时， 如果用一般性的术语解释该算法是如何设计的， 并将其
结果与现有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进行比较， 以此证明其运作符合算法设计要求， 应该能够满足任何说
明理由义务的要求。 充分的解释可能只涉及描述所使用算法的类型， 披露搭建算法所要满足的目
标， 并显示该算法是如何处理某类数据并生成结果， 以及这些结果表明符合该算法所定义的目标与
目前的程序一样好甚至更好。

这种解释实际上与行政官员目前使用物理机器而非数字机器时的解释类似。 例如， 为了证明对
未在低温下储存易腐烂食品的食品加工者实施的行政处罚是合理的， 行政官员不需要详细解释温度
计如何工作， 只需要证明它准确读取了温度计显示度数即可。 长期以来， 法院一直将物理机器的仪
器有效性视为使用该仪器的行政行为的充分依据。 此外， 在行政官员依赖复杂仪器或数学分析的情
况下， 法院通常会尊重行政官员的专业知识。 事实上， 在 Baltimore Gas & Electric Co.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中， 美国最高法院呼吁法院在行政机构 “在其特殊专业领域内， 在科学前
沿进行预测” 的时候， 保持 “最大程度尊重” 的态度。輥輷訛 最近， 在 Marsh v. Oregon Natural Resource
Council 中， 最高法院指出， 只要行政决定 “‘需要高度的技术性专业能力’， 我们必须尊重 ‘负责
行政机关的知情决定权’”。輦輮訛 下级法院遵循这些指示， 支持了行政机关在各种场景下依赖复杂算法
（即使不是机器学习算法） 作出的决定。

当技术和统计技术在机器学习时代变得更加复杂时， 很难看到最高法院对法官提供独立技术评
估的能力有更多信心。 除非最高法院有新的来源获得这种信心， 并放弃它在 Baltimore Gas &
Electric Co.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和 Marsh v. Oregon Natural Resource Council 中采取
的立场， 否则， 行政法上的说明理由义务似乎并不能成为行政机构更广泛地依赖基于机器学习或其
他先进预测技术系统的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 即使今天人们可以合理地称之为 “黑箱算法”。 将机
器学习算法描述为黑箱， 这种说法在未来几十年似乎将不再合适， 因为目前数据科学家正在进行大
量工作以开发先进技术， 试图更好地解释这种复杂算法的输出。輦輯訛 “可解释的”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可能只会让自动化与长期存在的行政法价值观更加相容。

当然， 上述这一切并不是说， 在设计或操作其系统的问题上， 行政机关将会或者应当一直得到
尊重。 根据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 State Farm Insurance Co.提出的标准， 行政机
关仍然需要提供有关其自动化系统背后的目的及其通常如何运作的基本信息。輦輰訛 他们需要表明他们
已经仔细考虑了关键的设计选项。 他们也可能需要通过公认的审核和验证工作来证明这些系统确实
能够运行并生成预期的结果。輦輱訛 但是， 这一切都意味着，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行政机关可以提供必要
的信息以证明其系统产生的结果是合理的。 换句话说， 长期存在的行政法原则似乎已经可以适应自
动化时代。

輥輶訛 See Cary Coglianese and David Lehr, supra note 譺訛， at 26-29.
輥輷訛 462 U.S. 87, 103 （1983）.
輦輮訛 490 U.S. 360, 371 （2011）, quoting Kleppe v. Sierra Club, 427 U.S. 390, 412 （1976）.
輦輯訛 See Cary Coglianese and David Lehr, supra note 譺訛， at 49-55.
輦輰訛 463 U.S. 29 （1983）.
輦輱訛 在放弃以人为基础的程序现状之前， 应进行验证， 包括在随机选择的案件上测试算法， 这些案件也是由人类按照正常程序

决定的。 人类专家小组可以对数字系统的结果和最初人类决策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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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从一些重要的方面看， 向自动化行政的转变甚至可以说是对行政法背后原则的某种神化。 许多
行政法规范聚焦的是行政官员根据授权行使裁量权时所产生的潜在问题。 通过行政的自动化， 这些
潜在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而随着某些政府任务的自动化， 人类可能会强化对裁量权的控制。

自动化可以推进长期以来构成美国行政法主要特征的两大主题： 一项主题关注的是确保可以对
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民主问责； 另一项主题是试图确保这种权力是基于可靠专家判断的。 例如，
《行政程序法》 规定的武断恣意标准背后的说明理由义务就反映了这两项主题。 行政决定的说明理
由作为一个基础， 既可以有助于确保各行政机关忠实于其民主任务， 又可以将其决定建立在合理的
证据和分析基础之上。 类似地， 白宫对未来规章的制度化审查， 既有利于加强对民选总统的问责，
又能通过要求行政机关开展利益成本分析来促进其专业决策。輦輲訛

同样， 在 Chevron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这一被广泛引用的判决中， 最高法院在
支持司法尊重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 同时强调了民主问责制和实质性专业知识这两项理由， 这么做
绝不是偶然的。輦輳訛 它强调了行政机关是如何位于 “政府的政治分支”， 以及他们如何同时拥有“丰富
的专业知识”， 从而比法院更适合对模棱两可的法定术语之含义作出判断。輦輴訛 尽管雪佛龙原则 （the
Chevron doctrine） 本身的未来似乎是不确定的， 但是最高法院对问责和专业知识的强调不太可能消
失， 因为它们是行政治理的固有品质。

机器学习和自动化可以提高问责和专业知识这两种品质。 自动化最明显的作用可能是有助于实
现专家治理的目标。 当自动化系统提高行政决策的准确性的同时， 必然会促进行政法提高行政机关
提高专业能力的目标， 这也正是机器学习和其他数据分析技术看起来前景可期的原因。 在专家治理
方面， 人工智能有望提供最先进的技术。 例如， 退伍军人管理局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最近选
择用自动化算法系统来预测哪些退伍军人自杀的风险更高 （因此需要更紧急的关怀）， 因为这个分
析系统甚至比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更为智能。輦輵訛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指出， “事实
是， 我们不能依靠经过训练的医学专家来识别真正处于高风险的人， （因为他们） 不擅长这一点。”輦輶訛

类似地， 当涉及到行政法的其他主要目标———民主问责时， 自动化系统也能起到推动作用。 自
动化具有民主优势， 这一点初看起来似乎与直觉相悖： 基于机器的治理似乎很难与林肯提出的 “民
治” 政府概念相一致。 但是， 现实是自动化系统本身仍然需要能够设计、 测试和审计这些系统的
人。 只要设计者和监督者按照相关法律用与行政机关设定的参数相一致的方式操作系统， 自动化系
统本身就可以预防由数以千计的行政官员实施重大国家项目和政策时可能会出现的偏离和推诿现
象。 即使是根据国会授权制定新的规则， 行政机关也很可能会发现， 自动化促进而非削弱了民主问
责制。 机器学习算法本身的特性会要求一定程度的问责制。 这些算法如果要发挥作用， 不仅依赖

輦輲訛 这种规制审查制度的基本内容， 参见 Executive Order 12866 of September 30, 1993 Regulatory Planning and Review, 58 Federal
Register 51735 （1993）.

輦輳訛 467 U.S. 837 （1984）. 作为正式事项， 最高法院认为雪佛龙尊重原则的基础是国会明确或隐含地将澄清或填补空白的权力授
予行政机关。 See Cary Coglianese, Chevron’s Interstitial Steps, 85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1339, 1347–1351 （2017）.

輦輴訛 467 U.S. 837, 865.
輦輵訛 Benedict Carey, Can an Algorithm Prevent Suicid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3,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3/

health/artificial-intelligence-veterans-suicide.html）.
輦輶訛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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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原则 （intelligible principle）” 提供指引， 还需要有可用数学术语精确说明的原理。輦輷訛 如此一
来， 自动化很可能推动在法律中对行政目标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甚至超过法院可能复兴禁止权力授
出原则时要求规定的明确性。

虽然为了确保所创造的自动化系统符合以民主方式确认的价值观， 对自动化系统设计和开发过
程的监督仍然很重要， 但是自动化系统一旦投入运行， 它们就会大幅减少出现俘获和腐败的机会，
而这些问题都是行政法长期以来试图防止的。 人类可能会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而非更广泛的公众利
益， 而算法编程则是为了优化其设计者所定义的各项目标。 只要这些设计者向公众负责， 只要系统
目标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以非自利方式定义的， 那么， 算法本身就不会产生俘获和腐败的风
险。 重要的是， 它们在实施法律时比行政官员更具有可问责性。

自动化系统并非万能灵药， 负责任地开发和使用自动化系统亦非易事。 它们当然可以在法律和
道德上有问题的情况下使用。 此外， 行政机关使用自动化系统， 依然要受到行政法以外的约束， 例
如， 根据 《宪法》 第一修正案或平等保护条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适用于所有政府行为的法
律约束。 事实上， 算法偏见的可能性所引发的对平等的关切， 很可能成为自动化系统在未来几年内
所面临的最突出的法律问题。 人类决策显然存在偏见， 但机器学习算法也存在偏见， 尤其是当用于
训练这些算法的基础数据已经包含 （人为制造的） 偏见时。 尽管如此， 如果没有独立的敌意表现，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自动化系统很可能会顺利通过平等保护原则的审查， 至少在平等保护原则没有
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太大变化时是如此。輧輮訛

即使行政官员选择采用包括种族、 性别或其他受保护的变量类型的数据， 政府使用机器学习算
法也能够避免根据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对其行为提起诉讼。 只要算法编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不是以
这种受保护的分类来表述的， 我们就很难， 甚至不可能证明算法将某类变量作为任何特定结果的决
定性依据。 这些算法生成的结果来自有效的自主数学过程， 这些数学过程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模式
和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 可以推断的是， 在种族或其他受保护的阶级在政府决策中被赋予了明确的
甚至是决定性的权重时， 机器学习算法将很少会支持根据已经被最高法院否定的阶级相关变量而做
出的决定。輧輯訛 即使在使用阶级变量的数据时， 机器学习算法的使用， 整体上来说也可能会给受保护
阶级的成员带来更好的结果。輧輰訛

此外， 随着对基于算法的自动化系统的依赖不断加深， 政府将获得一种新的能力， 即通过对其
算法进行数学调整， 减少不必要的偏见， 有时对准确度并不会产生明显影响。輧輱訛 以这种方式消除算

輦輷訛 关于明确性原则学说的讨论， 参见 Cary Coglianese, Dimensions of Delegation, 16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849
（2019）.

輧輮訛 See Washington v. Davis, 426 U.S. 229, 239 (1976).
輧輯訛 See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33 S. Ct. 2411 （2013）; Grutter v. Bollinger, 539 U.S. 306 （2003）; Gratz v. Bollinger,

539 U.S. 244 （2003）; and Cary Coglianese and David Lehr, supra note 譹訛, at 1147.
輧輰訛 对算法公平的技术问题所作的清晰解释, 参见 Michael Kearns and Aaron Roth, The Ethical Algorithm: The Science of Socially

Aware Algorithm Desig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57–93. 围绕数字算法如何产生比人类程序更公平的结
果而展开的令人信服的讨论, 参见 Sandra G. Mayson, Bias In, Bias Out, 128 Yale Law Journal 2218, 2277-2281 （2019）.

輧輱訛 例可参见 Richard A. Berk and Arun Kumar Kuchibhotla, Improving Fairness in Criminal Justice Algorithmic Risk Assessments
Using Conformal Prediction Sets （ 2021）, arXiv:2008.11664 [ stat.AP]; James E. Johndrow and Kristian Lum, An Algorithm for
Remov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to Race -Independent Recidivism Prediction, 13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189
（ 2019）; Jon Kleinberg, Jens Ludwig,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Cass R. Sunstein, Discrimination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 10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1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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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偏见肯定比目前消除人类隐性偏见更容易。 在未来的自动化国家里， 政府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太会
受到过度歧视的指控。

基于上述理由， 长期存在的行政法原则， 甚至宪法原则， 很可能将继续在自动化国家中发挥效
力， 并鼓励行政机构负责任地行事， 既能保留民主问责制， 又能做出更明智、 更公平的决定。 但
是， 这并不是说现有的原则将一成不变。 谁都不应指望任何领域的法律始终一成不变。 鉴于一些学
者和观察者已经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政府对算法的使用， 在具体针对未来行政国家的自动化特征
方面， 公众态度的转变也许将导致新的、 可能更为苛刻的行政法原则。輧輲訛

尽管政府官员无疑将会继续强化自动化系统相关的规范和实践， 正如为了利用收益-成本分析
等其他分析工具而在过去多年里实现的发展一样， 但是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是否会在算法治理的时代
发生巨大变化， 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达到明朗的程度。輧輳訛 毕竟， 法官们在审查机器学习算法时会遇到
许多困难， 就像他们过去在行政管理的其他统计和技术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样， 这可能会导致
Baltimore Gas & Electric 案所体现的司法尊重继续存在。輧輴訛 此外， 与其说公众的态度转向反对政府使
用算法工具， 不如说公众的期望将受到人工智能在生活其他方面被广泛接受的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
其对政府使用算法工具的肯定， 而不是继续依赖与算法相比更慢而又更不可靠的程序。 出于对算法
治理陷入僵化的警惕， 法官和行政法学者可能会克制对自动化增加设置学理障碍的冲动。輧輵訛 他们还
可能会认定现有的行政法理论包含了确保政府机构负责任地使用自动化系统所需的内容， 这也是言
之成理的。

因此， 如果政府机构希望扩大负责任地使用经过合理培训、 审计和验证的自动化系统， 确保其
符合法律要求， 并提高行政机关实施关键任务的能力， 他们几乎不需要改变传统的行政法原则就能
适应这些创新。 行政法也不需要做太多调整 （如果有的话）， 以确保负责任地使用算法治理。 总的来
说， 我们可以想见的是自动化的国家可以比以前更好地实现长期以来为行政法注入活力的善治愿景。

五

尽管行政法的主流原则能够充分应对公共部门对机器学习算法的使用， 但是在自动化国家中有
些重要的问题可能很容易陷入迷失。 自动化国家中， 政府可能会更智能， 更具有民主可问责性， 甚
至更公平， 但是它甚至可能比今天毫无生气的官僚程序更缺乏感情。 通过智能手机和自动聊天与政
府进行互动， 对于在国家公园预订露营地， 甚至报税来讲都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 当政府必须作出
对于个人福利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时， 这些互动方式可能会忽略善治的一项重要因素， 即同理

輧輲訛 例可参见， Danielle Keats Citron, Technological Due Process, 85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1249 （2008）; Karen Yeung,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 12 Regulation and Government 505 （2018）.

輧輳訛 例如， 行政机关在设计算法系统时所作的选择， 对此如何记录的规范肯定会发展起来。 例可参见 Timnit Gebru, Jamie
Morgenstern, Briana Vecchione, et al., Datasheets for Datasets （2020）, （https://arxiv.org/abs/1803.09010）.

輧輴訛 借用伏尔泰 （Voltaire） 的话来说， 如果 Baltimore Gas & Electric 案没有发生， 联邦各级法院仍会认为有必要给予尊重。 See
Adrian Vermeule, Law’s Abnegation: From Law’s Empire to the Administr ativ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伏尔泰曾经说过， 如果上帝不存在， 就应该创造一个。 ———译者注）

輧輵訛 正如 Steven M. Appel 和我曾经指出的， “不难想象， 在不久的将来， 公众真的会期待他们的公务员依赖这些技术”。 随着复
杂机器学习算法在私营部门的迅速推广， 公众很可能会期望政府提供类似的准确性和自动化服务。 Steven M. Appel and Cary
Coglianes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Woodrow Barfield ed., Cambridge Handbook on the Law of
Algorithms: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Government Regu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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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这些情况下， 同理心要求行政机构提供人际互动、 倾听和表达关切的机会。 未来几十年， 行
政法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将是寻求方法以推动自动化国家同时成为具有同理心的国家。

当然， 对同理心的渴求并不必然阻碍自动化的发展。輧輶訛 如果政府顺利完成向自动化国家的转型，
那么自动化就有可能提高政府对公众提供同理心的能力， 但前提是政府官员充分意识到这样做的需
要。 随着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和其他自动化系统， 这种需求将会变得更大。 社会需要重
视并找到新的方法来完成那些人类擅长的涉及同理心的任务。 正如技术专家李开复所指出的那样，
目标应该是确保 “人工智能处理的是日常的优化任务， 而人类……带来个人的、 创造性的和富有同
情心的风格。輧輷訛

公共管理专家认识到， 这是迁移到自动化国家的巨大潜在优势之一。 它可以把政府工作人员从
繁重的工作和积压的文件中解放出来，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联系那些受行政决定影响的
人。輨輮訛 公共服务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和 IBM 商业与政府中心 （IBM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最近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解释了这种转变对政府雇员工作的重要性:

“许多展望人工智能在政府中更广泛应用的观察者认为， 政府雇员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将有更多
面对面的互动， 并有更多机会提供更多的个性化客户服务。 政府雇员与行政相对人开展更多接触的
转变， 预计将成为自动化行政任务若干可能的影响之一。 摆脱了繁重的文书工作之后， 移民官员可
以花更多的时间与签证申请人互动， 或跟进处理个人移民案件。 科学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研
究项目的参与者。 政府拨款项目的经理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和支持个别接受拨款者。 一项研究
表明， 联邦雇员现在平均只花 2%或者每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与客户和机构以外的其他人沟通。 与
此同时， 公民希望政府做得更好。 行政相对人与公司之间互动的体验推动了他们对个性化政府服务
的需求。 在一项对美国等六个国家的 6000 多人的调查中， 44%的受访者优先考虑个性化政府服
务。”輨輯訛

不仅相当一部分公众已经认识到自己需要与政府有同理心、 个性化的接触机会， 而且随着私营
部门各个组织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加大投入， 这也会提高和扩大对政府具有同理心的类似期望。 根据
对程序公正的大量研究， 我们已经知道， 政府对待公众的方式会影响他们对所获得结果合法性的认
知。輨輰訛 为了建立公众对自动化国家的信任， 政府机构需要确保公众仍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正如政治哲学家 Amanda Greene所指出的， “政府必须让人看到它在真诚地关心每个人的福利。輨輱訛

輧輶訛 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人员甚至正在探索在自动化工具中构建同理心的可能性。 例可参见， Pascale Fung, Dario Bertero, Yan
Wan, et al., Towards Empathetic Human-Robot Interactions, in Alexander Gelbukh e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Intelligent
Text Processing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輧輷訛 Kai-Fu Lee, 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p.210.
輨輮訛 自动化国家的出现无疑将导致政府劳动力的变化， 就像人工智能在私营部门的扩大使用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样。

David Autor and Anna M. Salomons, Is Automation Labor -Displacing? Productivity Growth,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arch 8, 2018; and David Autor, David Mindell, and Elisabeth Reynolds, The Work of the
Future: Building Better Jobs in an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Cambridge, Mass.: MIT Work of the Future, 2020）, （ https://
workofthefuture.mit.edu/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0-Final-Report4 .pdf）. 政府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围绕同理心组织起来，
这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经济或进一步向 “共享” 经济的更广泛转变相符。 See Cary Coglianese, Optimizing Regulation for an
Optimizing Economy, 4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Affairs 3-4 （2018）.

輨輯訛 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 and IBM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supra note 輥輴訛, at 8.
輨輰訛 Allen E. Lind and Tom Tyle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1988）.
輨輱訛 Amanda Greene, Competence, Fairness, and Caring: The Three Keys to Government Legitimacy, Centre for Public Impact, February

27, 2018, （https://www.centreforpublicimpact.org/the-three-keys-government-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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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輲訛 397 U.S. 254 （1970）. See Lucie E. White, Subordination, Rhetorical Survival Skills, and Sunday Shoes: Notes on the Hearing of
Mrs. G., 38 Buffalo Law Review 1 （1990）.

輨輳訛 424 U.S. 319 （1976）.
輨輴訛 Social Security Awards Depend More on Judge Than Facts, TRAC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July 4, 2011, （https://trac.syr.edu/

tracreports/ssa/254/）. 社会保障局对这项研究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尖锐的异议。
輨輵訛 Id.
輨輶訛 例可参见，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Racial Difference in Disability Decisions Warran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B-247327

（Washington, D.C.: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92）, （ https://www.gao.gov/assets/160/151781.pdf）; and Erin M.Godtland,
Michele Grgich, Carol Dawn Petersen, et al., Racial Disparities in Federal Disability Benefits, 25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7
（2007）.

輨輷訛 关于同理心在行使监管权力中重要性的讨论， see Cary Coglianese, Listening, Learning, and Leading: A Framework for Regulatory
Excell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2015）, pp.23–25, （https://www.law.upenn.edu/live/files/4946-
pprfinalconvenersreport.pdf）.

輩輮訛 对该问题的完美处理， 参见 Aziz Z. Huq, A Right to a Human Decision, 106 Virginia Law Review 611 （2020）.

行政法能否有助于鼓励有同理心的行政程序？ 有人可能会说， 这已经构成了行政法上正当程序
原则的基础目的。 毕竟， Goldberg v. Kelly 保证某些政府福利的领受人在福利被终止之前， 有权在
中立决策者面前举行口头听证会， 这一权利至少为受到影响的个人提供了与理论上有同理心的行政
法官接触的机会。輨輲訛 但是， Mathews v. Eldridge 所反映的如今成为经典的程序性正当程序测试标准，
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中倾听、 关怀和关切的作用。輨輳訛 Mathews 案对程序性正当程
序的定义是基于下列三项因素的平衡： （1） 受影响的私人利益； （2） 减少决策错误的可能性； （3）
财政和行政负担相关的政府利益。 机器学习的自动化似乎很容易通过 Mathews 的权衡测试标准。 其
中， 第一项因素即受影响的私人利益， 与机器学习无关， 而根据后两项因素， 机器学习系统似乎总
是表现良好， 因为自动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减少错误和降低行政成本。

这就是现有的行政法原则在自动化状态下的不足之处， 也是需要更多远见的地方。 听证权和说
明理由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准确的结果， 这也正是 Mathews 原则的框架所暗示的。 相反， 听证
和说明理由并不总是擅长获得准确结果， 至少不像自动化系统那样稳定。 2011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社会安全保障局某办公室 15 名最活跃的行政法官中， “不同法官批准福利的比例……从不到10%
到 90%以上不等”。輨輴訛 例如， 该研究显示， 同一办公室的三名法官批准不超过 30%的申请人获得福
利， 而另外三名法官则批准超过 70%的申请人获得福利。輨輵訛 其他研究表明， 社会保障残疾福利裁决
可能存在种族差异， 某些黑人申请者往往比白人申请者获得更不利的结果。輨輶訛 与这样的历史记录不
同， 自动化系统具有独特的优势， 能够提供更公平、 更一致、 甚至更快速的决定。

但是， 对于那些向政府申请援助或其他决定的人， 或者那些发现自己本身受到政府限制的人来
说， 人类仍然善于倾听和同情他们的困境。輨輷訛 我们应当让人类具有的同理心之品质引导程序性正当
程序的行政法超越目前只强调减少错误和降低成本的做法。

对一些法官来说， 对具备同理心的行政法之需要， 可能会让他们发问， 在自动化国家中公众是
否拥有 “接受人类决策的权利”。輩輮訛 但是， 并非所有的人类决策必然具有同理心。 此外， 接受人类决
策的权利可能会带来一种可能性， 即只是为了保留人类参与的这一优点， 法律需要接受人类决策的
所有缺陷。 如果事实证明自动化决策越来越比人类决策更准确、 更少偏见， 那么接受人类决策的权
利似乎会让公众失去因算法应用而带来政府绩效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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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不需要阻碍这些改进。 它可以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的同时， 推动政府寻求更多倾听和同
情回应的机会。輩輯訛 正如最高法院在 Goldberg v. Kelly 中坚持对福利领受人终止福利前举行听证一样，
未来法院可以询问特定利益是否具有足够的品质和重要性， 从而要求行政机关为受自动化程序影响
的个人提供更多的接触和援助。 各级法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中的最佳实践， 以提
供具有同理心的接触和援助。

最后， 如果自动化国家的行政法要采用任何新权利， 法院拒绝承认接受人类决策的权利， 对社
会更为有利。 相反， 法院可以考虑并尝试界定获得人类同理心的权利 （right to human empathy）。

（责任编辑： 卢护锋）

Abstract: In�the�future,�administrative�agencies�will�rely�increasingly�on�digital�automation�pow-
ered�by�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Can�U.S.�administrative� law�accommodate�such�a� future?�
Not�only�might�a�highly�automated�state�readily�meet�longstanding�administrative�law�principles,�
but�the�responsible�use�of�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might�perform�even�better�than�the�status�
quo�in�terms�of�fulfilling�administrative� law's�core�values�of�expert�decision-making�and�demo-
cratic�accountability.�Algorithmic�governance�clearly�promises�more�accurate,�data-driven�deci-
sions.�Moreover,�due� to� their�mathematical�properties,� algorithms�might�well�prove� to�be�more�
faithful�agents�of�democratic�institutions.�Yet�even�if�an�automated�state�were�smarter�and�more�
accountable,� it�might� risk�being� less�empathic.�Although� the�degree�of�empathy� in�existing�hu-
man-driven� bureaucracies�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a� large-scale� shift� to� government� by� algo-
rithm�will�pose�a�new�challenge�for�administrative�law:�ensuring�that�an�automated�state�is�also�an�
empathic�one.

Key Words: Automated�System;�Administrative�Law;�Machine�Learning;�Algorithm;�Empathy

輩輯訛 有时， 富有同情心的反应甚至可能要求推翻自动决策， 即让人类官员表现出仁慈， 在个案基础上做出不同的决定。 毕竟，
自动化系统本身仍然会导致错误， 而联合的人机系统在减少错误方面有时可能比单独操作的人或机器做得更好。 然而， 挑
战在于要确保有足够的裁量权结构来推翻自动化的结果， 以免人类的例外情况吞噬了自动化规则。 See Cary Coglianese,
Gabriel Scheffler, and Daniel E. Walters, Unrules, 73 Stanford Law Review 885 （2021）. 一种解决方案可能是创建专门用于帮助
解决这个问题的自动化系统。 如果自动化系统不仅能生成结果， 而且还生成对该结果的置信度预估值时， 那么只在系统的
置信度预估值足够低的情况下， 才能引导人类超越同情的倾听， 并提供仁慈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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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了推进对外国适用诚信原则经验的国别化和案例化研究， 为我国司法和立法
提供借鉴， 本文研究了意大利法院适用诚信原则的四个典型判例， 分别关系到主观诚信、
客观诚信、 端方和禁反言， 从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意大利法院适用诚信原则的经验。 这些
判例大多经过三审， 到最高法院结案， 所以具有典型性。 主观诚信涉及对诚信者的奖励，
意大利的免还标的物的价值只还其价格的奖励措施具有鲜明的个性。 客观诚信与端方并
列， 代表了意大利立法者独特的思想历程， 法院还是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原则适用。 在
本文分析的案例中， 客观诚信原则起了情势变更原则的作用。 禁反言的确立属于 《意大利
民法典》 的特色和优势， 但法院考虑到一个自然人在一个法人中担任的不同角色以及 “前
言” 和 “后言” 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 倾向于柔化禁反言原则的效力。
关键词： 诚信原则 判例 最高法院 端方 禁反言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5

*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特聘教授， 法学博士。 感谢正在罗马一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唐波涛先生为本文写作提供宝贵资料。
譹訛 参见徐国栋： 《诚信原则的意大利立法实务研究》， 《甘肃社会科学》 待刊稿。
譺訛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 费安玲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譻訛 参见徐国栋： 《论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载李静冰编： 《民法的体系与发展———民法学原理论文选辑》， 内部资料， 北京，

1991年 10月。
譼訛 参见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譽訛 例如徐国栋： 《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 载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6 期； 徐国栋：

《诚实信用原则二题》， 载 《法学研究》 2002年第 4期。
譾訛 参见徐国栋： 《我国司法适用诚信原则情况考察》， 载 《法学》 2012年第 5期。

意大利法院适用诚信原则典型判例研究

徐国栋 *

引言

意大利 1865 年民法典首先把诚信原则立法化， 到 1942 年民法典， 继续这一路线。 该民法典共
计 2969 条， 有 72 条规定诚信， 诚信条文占比 1.9%有余。① 了解这些诚信规定相对容易， 因为 1942
年民法典已被译成中文，② 我们可以翻查。 但了解这些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运作， 则相对困
难， 因为它们散布在诸多的法院判决中， 未被汇成一卷， 也未被译成中文。 正因为难， 这项工作才
对我有吸引力。 作为一个把诚信原则既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③ 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的学
者，④ 我探索诚信原则的基本理论已有经年， 并有相当的成果问世，⑤ 探索我国法院运用诚信原则的
司法实践， 我也有一定的经验和成果，⑥ 但探索特定国家的诚信原则司法实践， 是我从未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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譿訛 中译者最近对我表示， 在即将出版的新版中， 考虑不以中文篡改意大利原文， 统一把 buona fede都译成 “诚信”。
讀訛 参见前引譹訛， 徐国栋文。
讁訛 Cfr.Azo, Brocardica sive generalia iuris, Basel, 1567, p.123.
輥輮訛 参见 [日] 加藤雅信： 《日本民法典修正案： 第一编： 总则 （附立法提案及修正理由）》， 朱晔、 张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7页。
輥輯訛 Véase Alejandro Bordaet al.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Escritos sobre la fundamentación, alcance y límites de la doctrina de los

actos propios , Cuadernos de extensión jurídica 18 (2010), pag.28.
輥輰訛 Véase Rodrigo Alcaino Torres, La Responsabilidad por el Acto Propio y su Incorporación en el Derecho Civil Chileno, En la Revista

de Derecho U. Gabriela Mistral oN 1 vol. 2, pag.113ss.
輥輱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94页及以次。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309页。
輥輳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340页。 译文有改动。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340页。

情。 本文是我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成果， 对于我国的诚信原则适用司法实践， 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 与我国采用善意与诚信的二分制不同， 意大利用统一的术语 Buona fede 表示主

观诚信和客观诚信， 尽管中译者把前者翻译为 “善意”， 把后者翻译为 “诚信”。⑦ 意大利的特色在
于有两个客观诚信原则， 第二个谓之 “端方” （Corretezza）， 因为在墨索里尼时代， 强调社会团结的
职团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体现个人主义的客观诚信不能表现之， 意大利立法者遂另创端方原则
予以补充， 形成一个民法典有两个客观诚信规定的奇观。 “二战” 结束后， 职团主义在民法典中的
遗迹遭到清算， 但端方条款保留下来， 被当作客观诚信的同义词看待。⑧

还要说明的是， 发源于罗马法、 被中世纪法学家阿佐 （Azo Porcius， 兴盛于 1150—1230 年） 总
结出来的禁反言 （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原则⑨ 在当代法中正日益成为诚信原则的子原则。
例如， 加藤雅信的 《日本民法典修正案： 第一编： 总则》 第 3 条规定： 遵守诚信原则， 不得有如下
行为： 1. 违反自身的先前行为， 主张背信弃义； 2. 有明显不当行为者请求对其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救济。⑩

此条第 1 款规定的就是禁反言原则， 第 2 款规定的是净手 （Clean hand） 原则。 但由于恪守三权分
立原则，輥輯訛 《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 《智利民法典》 等老牌民法典并未规定禁反言原则。輥輰訛 现行
《意大利民法典》 （1942 年） 可能由于采用职团主义， 放弃了区隔立法和司法的自由主义， 故较多地
考虑禁反言问题， 包含了丰富的禁反言条文。 其一， 第 1192 条规定： 债务人不得对无处分权的财
产履行完毕的债务提出异议……善意获得给付的债权人得提出异议， 但损害赔偿权不在此限。輥輱訛 此
条第一句禁反言， 不许无处分权转让标的物的债务人出尔反尔， 第二句允许善意受领了错误履行的
债权人质疑给付的正当性。 其二， 第 1264 条规定： （1） 当债务人接受转让或者接到转让通知时，
转让对债务人有效。 （2） 但是， 如果受让人证明该债务人知道转让的发生， 则即使在接到通知之
前， 向转让人进行给付的债务人并不被解除债务。輥輲訛 本条第 2 款禁反言。 按照该条， 债权让与以债
务人得到通知为限对其发生效力， 但如果在得到通知前， 债务人已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债权让与事
宜， 却仍然向原债权人 （即 “转让人”） 履行债务， 后来发现行情变化， 欲以未得通知为由主张履
行无效， 改向受让人履行的， 构成出尔反尔， 不得债务之解除。 其三， 第 1415 条第 1 款规定： 行
为的当事人、 其权利的继承人或者假装的转让人的债权人， 不得用假装的法律行为对抗从表见所有
人获得权利的善意第三人……。輥輳訛 按照此款， 假装的法律行为的得利人不得以行为的虚假性为由撤
销之， 以保护信假为真的善意第三人。 其四， 第 1416 条第 1 款规定： 虚假契约缔约人不得以契约
的虚假性为由， 对抗善意请求强制执行构成虚假契约标的物的表见权利人的债权人。輥輴訛 此款的逻辑
与第 1415 条第 1 款的逻辑相同， 不另说明。 其五， 第 1426 条规定： 如果未成年人以欺骗的方式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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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輵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342页。 译文有改动。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569页。 译文有改动。
輥輷訛 参见刘根： 《英国法中的诚信原则———关于禁反言若干问题的研究》， 载 《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1期。
輦輮訛 例见郭翔： 《诚信原则的具象化与禁反言规则的中国式建构》， 载 《民事程序法研究》 第 12 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46页及以次。
輦輯訛 参见徐国栋：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历史、 实务、 法理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44页。
輦輰訛 本案案情来源 ： Cfr.Anonimo, Principio di buona fede applicato alla petizione ereditaria e figlio naturale， Su https://www.

101professionisti.it/guida/testamento-e-successioni/sentenze/se-il-figlio-naturale-notifica-l-azione-di-petizione-ereditaria-dopo-il-
passaggio-della-sentenza-di-3814.aspx, 2021年 9月 13日访问。

瞒了他的未成年的年龄， 则契约不被撤销； 但是他所作的是成年人的简单声明不构成质疑契约效力
的障碍。輥輵訛 此条也根据禁反言原则要求谎报年龄者把自家的谎报进行到底。 其六， 第 2379 条附加条
第1 款规定： 尔后赞同举行股东大会的人， 不得提起因不合召集程序导致大会决议无效的诉讼。輥輶訛 此
款包含禁反言的诚信规则。 既然赞同了举行股东大会， 尔后不得挑此等大会程序上的错。 所以， 法
院适用上述禁反言规定的实践， 也值得我国借鉴。 我国学者尽管著有不少禁反言的文章， 但对该原
则的理解有所偏颇， 要么把它理解为英美法的原则，輥輷訛 要么把它理解为民事诉讼法的原则，輦輮訛 就是未
见把它理解为一个意思表示的一致性规则。

基于以上考虑， 并基于有限的篇幅， 本文拟研究涉及主观诚信、 客观诚信、 端方、 禁反言的意
大利判例各一个， 以供我国学界和司法界参考。

由于本文的主题是 “意大利法院适用诚信原则典型判例研究”， 故不涉及意大利学界关于诚信
原则的学说， 并推定读者已拥有这方面的知识。 本文标题所言 “典型判例”， 原则上指经过三审，
最终由最高法院终审的判例。 本文分析的四个判例， 三个符合这一标准。

二、 主观诚信典型案例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主观诚信 （也称 “善意”） 的含义。 主观诚信是毋害他人的意识， 诚信者尽管
实施了有害于他人的行为， 但可以凭借其诚信获得免责。輦輯訛 《意大利民法典》 规定主观诚信的条文众
多， 涉及面广泛， 本文不可能分析很多适用它们的案例， 因为一个案例从第一审到第三审的说明往
往就有 11 页 （本文要分析的私生子继承生父遗产案就是如此）， 本文的篇幅不允许分析超过一个案
例。 所以， 只能挑选典型案例分析一个。 下面要分析的佩鲁贾法院初审的私生子遗产继承案比较典
型。 为了方便读者跟上案情， 我给案中的人物取了比较好记的全名， 同时以括弧注明他们在原审判
决书中的略名， 以便专业的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复检案情。 本案的案情和三审经过大致如下。輦輰訛

罗伯特·乔瓦尼 （R.G.） 是已故的卡尔罗·乔瓦尼 （C.G.） 的私生子， 特尔尼法院于 1999 年 10
月 19 日作出终审判决， 确认了两者的亲子关系。 而此时， 由于卡尔罗·乔瓦尼死时人们并不知他有
私生子， 故认为他未留下任何后代， 依法将他的遗产给了其两个兄弟安东尼 （A.） 和米盖勒 （M.L.）
以及其母亲卡尔拉·内格罗 （Ca.Ne） 继承。 现在， 罗伯特·乔瓦尼与卡尔罗·乔瓦尼的亲子关系得到
确定， 前者成为后者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如此， 安东尼和米盖勒要把已到手的遗产返还给罗伯特·
乔瓦尼。 而且， 其祖母卡尔拉·内格罗去世后， 罗伯特·乔瓦尼作为其父亲法定代位继承人有权与其
两个叔叔 （即安东尼和米盖勒） 共同继承其祖母的遗产， 享有 1/3 的份额， 而他应继承的这份遗产
也已依法到了其两个叔叔手中。 在得到确定亲子关系的终审判决后， 罗伯特·乔瓦尼到佩鲁贾法院
要求宣布他是其父卡尔罗·乔瓦尼的概括继承人， 并责令其两个叔叔返还卡尔罗·乔瓦尼遗产中应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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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輱訛 在诚信占有人诚信转让遗产物的情况下， 诚信占有人只对继承人承担返还价金或者对价的责任。 在尚未收取价金或对价的
情况下， 由继承人替代诚信占有人收取。

輦輲訛 物品的所有人可以向占有或持有物品的人要求返还所有物； 在提出返还请求之后， 如果由于占有或持有物品之人的行为丧
失了对物品的占有或持有， 则物品的所有人还可以向他们提起返还所有物之诉。 在这种情况下， 被告承担为原告追回所有
物的责任并且承担追回所有物所需要的全部费用； 在无法追回的情况下， 除赔偿原告的损失以外， 还要向原告支付相当于
物品价值的价款。

輦輳訛 诚信获得非债给付物的人， 在知道负有返还义务之前将该物转让， 则其负有将取得的对价进行返还的义务。 在尚未取得对
价的情况下， 非债给付之人取得转让人的权利。 在无偿转让的情况下， 第三取得人在其得利的范围内对非债给付人承担责任。

于自己的部分， 另外返还卡尔拉·内格罗遗产中应归他的份额。
被告安东尼和米盖勒主张， 原告接受遗产的 10 年时效已过， 自己的取得时效已完成， 请求法

院确认， 他们已以所有人的心素占有两份遗产中的不动产 20 多年、 动产 10 多年。 而且， 他们的占
有应被视为诚信的， 因为在进行此等占有时， 在法院确认其兄弟与罗伯特·乔瓦尼的自然亲子关系
之前， 他们完全不知其兄弟的私生活， 因此， 就他们已转让的遗产物而言， 他们应被判处的不是
返还其价值而是返还其被收受的价格， 此外， 还须承认他们对经证实的费用、 改良和添附的补偿
请求权。

佩鲁贾法院于 2003 年 6 月 26 日作出一审判决， 确认原告是卡尔罗·乔瓦尼的继承人， 但驳回
了其要求判处被告返还遗产的请求， 声明被告已因完成取得时效获得了有关财产； 另一方面， 法院
驳回了被告提出的对特别指明的财产的时效取得请求， 这些财产在 20 年前就已出售， 接受了原告
关于返还这些财产给他的请求， 因为两位被告对它们的占有是诚信的， 所以只返还此等财产的价格
而非价值。 总之， 原告可得到这些已出售的遗产物 19,371.25 欧元的价金外加从起诉开始起算的法
定利息。

本案主要属于作为法定继承人的私生子的发现导致 20 多年前已完成的继承被推翻的情况， 由
此引发私生子罗伯特·乔瓦尼的要求遗产之诉。 此等诉权导致既有继承人要把已到手的遗产归还。
他们提出自己已时效取得遗产的反主张， 并且主张自己占有的诚信性质， 所以应享受诚信者应得的
好处： 对于已出售的遗产物， 只返还其价格而非价值。 对于已就遗产物支出的费用、 改良和添附，
可得到相应的补偿。 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的已时效取得在手遗产的主张， 只判处他们向原告返还已
出售的遗产物的价格， 承认被告在出售前对它们的占有是诚信的。

原告不服， 提出上诉。 案件进入第二审。 佩鲁贾上诉法院于 2006 年 8 月 8 日作出判决， 确认
罗伯特·乔瓦尼取得卡尔罗·乔万尼的全部遗产以及卡尔拉·内格罗的 1/3 遗产。 否认被告已时效取得
在手遗产。 理由是， 遗产的所有者， 即上诉人， 在其亲生子女身份得到承认前， 不能以任何方式中
断占有， 按照 “如果所有者不能通过行使其权利中断旨在取得时效的占有， 此等占有即不能开始”
的原则， 被上诉人的时效取得主张应予否认。 故他们应向上诉人返还全部应属于他的遗产。

上诉法院否认了被告是诚信的， 该院认为， 罗伯特·乔瓦尼得到确认亲子关系的终审判决后，
被告具有主观诚信的原来状况即已终止， 故对本案不适用规定诚信遗产占有人转让遗产问题的民法
典第 535 条第 2 款，輦輱訛 而是适用民法典第 948 条：輦輲訛 据此， 占有人不是应支付被转让财产的价格， 而
是应支付其价值， 另外还要承担损害赔偿。 依据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2038 条， 把被告取得遗产的
行为视同取得非债给付之物。輦輳訛

安东尼和米盖勒不服二审判决， 向意大利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的理由有三： 其一， 在民法
典第 533 条规定的要求遗产之诉不受时效限制的规定之旁， 还有对 “遗产中的单个财产已完成时效
取得的除外” 的规定， 所以， 上诉法院一概否认被告已完成取得时效错误。 其二， 上诉法院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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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取得时效已完成的抗辩的效果上发生错误。 该院错误地认为， 原告要求的现有遗产物的价值也
包括民法典第 535 条第 2 款和第 2038 条第 2 款规定的主观价值 （valore di natura personale）。 其三，
上诉法院认为罗伯特·乔瓦尼得到确认亲子关系的终审判决后， 被告具有诚信的原来状况即已终止
的假定错误。 意大利最高法院民二庭于 2012 年 9 月 5 日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上
诉理由， 认可了第三个上诉理由， 认为， 民法典第 1147 条规定的诚信被推定存在的原则具有普遍
性， 不限于在占有制度中适用， 换言之， 也可适用于遗产占有。 占有人的状况从诚信变为恶信的前
提是提出了一项旨在要求归还所拥有财产的请求。 就私生子罗伯特·乔瓦尼在得到亲子关系确认终
审判决后提出要求遗产之诉的案情而言， 在被通知要求归还遗产之前， 诚信占有遗产的继承人仍处
于诚信状态。 所以， 原判决应部分被撤销， 案件将发回佩鲁贾上诉法院的另一个庭再审， 主要审理
对象是已被继承的遗产的返还问题。 再审的结果不得而知， 但我们可以推测： 既然两被告的诚信已
被确认， 则他们对遗产的取得时效能够完成， 私生子获得遗产返还的机会不大。 再审的结果很可能
是回到第一审的结果。

三、 客观诚信典型案例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客观诚信的含义。 阿根廷法学家费雷伊拉 （Delia Matilde Ferreira Rubio） 认为，
以正直和忠诚行动、 行事， 不试图欺骗或损害任何人， 也不以极端或不必要的方式行使权利或权
能， 即构成客观诚信。輦輴訛 本文接受这一客观诚信定义。 让我们来看意大利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判例。

2020年 3 月， 租赁两处不动产分别用来开宾馆和餐馆的承租人玛莉亚 （这是我为案件的这个主
角起的名字， 案件资料隐其名） 援引 《民事诉讼法典》 第 700 条向雷切 （Lecce） 法院提出作出紧
急决定减少两个租赁合同的半年租各一半 （她认为这是公平的） 的要求， 以消除她承受的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輦輵訛

按照 《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 第 700 条， 当事人有理由担心在通过一般方式实现其权利的期
间， 该权利可能遭受危急且不可修复的损害时， 可通过申请法官作出紧急决定， 以便根据具体情
况， 以最为适宜的方式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判决的效力临时提供保障。輦輶訛 简言之， 援引这个第 700 条，
可以走诉前财产保全的通道。

经查明， 玛莉亚分别于 2016 年 2 月和 10 月以 4.5 万欧元的半年租租下了开宾馆的不动产， 以
1 万欧元外加增值税租下了开餐馆的不动产。 但 2020 年年初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 很多仪式 （婚
礼、 受洗庆祝等） 的预订被取消， 大量客房预订也遭取消， 由于政府的封城措施以及限制就餐人数
措施（例如只能使用全部座位的一半）， 导致餐厅上座率不足。 两种原因造成玛莉亚从两个营业获得
的预期收入大幅减少。 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玛莉亚获得了临时减租。 但第二波疫情暴发
时， 她的减租请求遭到拒绝， 她不得不承担巨大牺牲继续交租。 她提出了重订合同请求和调解请
求， 但未获得结果。 在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 她求助于 《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 第 700 条。 情况紧
急， 乃因为租赁旅馆用不动产的半年租将于 2021年 3月 5 日到期， 租赁餐馆用不动产的半年租将于
2021年5月 5日到期。

輦輴訛 Véase Delia Matilde Ferreira Rubio, El contrato en general, El fondo para publicación del PUC del Perú, 1996, pag.88.
輦輵訛 本案案情来源： Cfr.Paolo Marini, Albergo-ristorante e crisi da Covid-19: il giudice riduce il canone, Su https://www.altalex.com/

documents/news/2021/07/29/albergo-ristorante-e-crisi-da-covid19-giudice-riduce-canone, 2021年 9月 14日访问。
輦輶訛 参见 《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 白伦、 李一娴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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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因强制关闭商业活动———尤其是酒店和餐馆活动———造成的危
机， 必须界定为 “构成法律行为前提的事实和法律基础发生变化”。 为此， 基于民法典第 1375 条规
定的端方和诚信的一般义务， 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应有重新谈判合同内容的机会。

法官同意这样的学术观点： “在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考虑到的后续和不可预测因素， 并
导致一种超出合同的正常风险的失衡的情况下， 诚信原则也可以用来强制补充合同内容。” 根据上
述观点， “上述情形应发生在当事人之间存在持续关系且不能容忍合同终止的所谓关系合同中”，
该类合同包括了租赁不动产用于生产活动的合同， 终止此类合同意味着丧失商誉和停止经营， 由此
产生了双方订立合同以达成旨在使合同关系恢复平衡的新协议的义务。

法官还在其说理中罗列了各种来源的旨在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生产活动的财务影响的措施。 首
先是意大利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发布的 《加强国家卫生服务和对受新冠肺炎疫情紧急情况影响的家
庭、 工人和企业的经济支持措施》， 其第 60 条规定， 像玛莉亚这样的承租人可以以当月租金的 60%
抵免税收； 其次是出租人做出的减让措施， 他在疫情暴发后的第一时间 （2020 年 6 月） 已同意减少
租金并推迟支付半年租。 然而， 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恢复本案中原有的平衡。 法官认为， 在 2021 年，
似乎有必要诉诸诚信原则的强制补充合同内容功能， 尽管如此， 他注意到， 截至 2021 年 6 月， 有
关旅馆和餐馆已恢复正常运营， 故他只下令减收旅馆用不动产租赁合同半年租的 20%， 减收餐馆用
不动产租赁合同的半年租 5%。 至此， 玛莉亚的困境通过适用诚信原则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减缓。

在国人看来， 以上是一个应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案例。 确实， 我国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
国， 宾馆业和餐饮业也遭受疫情的严重打击。 疫情暴发后， 2020 年 2 月 10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发言人、 研究室主任臧铁伟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 按照我国 《民法典》 第一百八
十条， 不可抗力发生时， 债务人可不履行义务而不承担违约责任。 把该条适用于雷切案， 玛莉亚可
以不交两份租金了， 但意大利当局未把新冠肺炎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 还是按照从诚信原则派生的
情势变更原则处理此案。 这提供了诚信原则从保护债权人演变到保护债务人的又一个实例。 在 “一
战” 后的德国， 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原先合理的价格变得很不合理， 但立法者坚持合同必须信
守的立场， 出台了有关禁止货物提价的规定。 依此规定， 即便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合同债务
人仍应按照之前约定的价格支付货款。輦輷訛 如此严重的不公局面， 直到 1920 年 9 月 21 日法院判决的
“蒸汽价格案” 才终结。 该案案情如下： 1912 年， 原告把柏林的一栋属于自己的建筑物作为营业场
所租给被告。 根据合同， 被告有权获得工业用途的蒸汽供应， 原告则可以获得蒸汽的价金。 但 1917
年 9 月 6 日至 1919 年 7 月下旬之间供应的蒸汽， 因为煤炭和劳动力的市场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告按照原来的蒸汽价格履行将蒙受损失。 所以， 他要求宣告供应蒸汽的合同无效， 或者把蒸汽的
价格上调到合理程度。 该要求被柏林州法院和柏林上诉法院驳回。 原告上诉至德国最高法院， 其主
张得到支持， 理由是从情势变更原则的角度来看， 原告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的意外过程和结果导
致经济状况的崩溃和急剧变化， 可能会异常地对现有合同产生影响， 从而足以证明缔约方要求解除
合同关系是合理的， 所以根据 《德国民法典》 第 242 条， 允许原告解除合同。輧輮訛 都是适用诚信原则
的案例， 蒸汽价格案的结果是解除合同， 雷切案的结果是减租， 但两者都达成了对债务人的保护。

輦輷訛 参见李夏旭： 《论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 中国政法大学 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 140页。
輧輮訛 See Kurt Lipstein, Translated German Cases and Material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s P. Schlechtriem, B. Markesinis and S.

Lorenz, On https://law.utexas.edu/transnational /foreign- law- translations/german/case.php?id=955, 2021年 9月 26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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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适用端方原则的典型案例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端方一词的含义。 按照 1942 年 《意大利民法典》 颁布时司法部发表的民法典
立法理由书第 558 点的说法， 端方是一种道德风格， 它涉及 “忠诚的精神、 坚定不移的丈夫气概、
表里一致、 行为一贯、 忠诚和尊重根据一般良心应在同事 （Consociato） 关系中遵从的义务”。輧輯訛 不难
看出， 端方的使用语境是同事之间， 这是一个具有共同目的的团体。 1942年 《意大利民法典》 的起
草者之所以要打造端方一词， 是因为传统的诚信一词已经表达不了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诚信一词考
虑的对立的当事人对彼此利益的照顾， 而端方意味着遵守民法典规定的职团团结原则的法定义务，
这种义务产生于并应该产生于这样的事实， 即我们认为我们是国家、 社会这个大有机体的成员， 具
有同等的道德尊严。 所以， 端方原则的目的是确认个人利益之间的团结。輧輰訛 正因为如此， 端方原则
不仅要求债务人端方， 而且要求债权人端方， 以拉平两者的地位。 我们知道， 最早的诚信规定是用
来扩张债务人的义务的， 是债务履行的原则， 经过升级为端方原则， 它的管辖范围扩大了， 把债权
人也包括进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适用端方原则的判例。 原告是一家家具公司， 以现金空仓大甩卖的方式出
售库存家具。 2008 年 4 月 9 日， 被告购得一件家具， 但用第三人的支票付款， 最初以空白和传真的
方式发给原告， 然后填写金额并后填日期， 由于用这样的支票支付被认为不可靠， 原告拒收。 在以
后的 9 个月里， 被告数次拒收标的物， 双方涉讼。 第一审由贝尔加莫 （Bergamo） 地方法院受理，
原告提出解除合同， 理由是被告的不履行， 并要求被告支付 5450 欧元的家具款， 外加损失的赚头，
另外赔偿 5000 欧元由于不履行导致的家具仓储费用。 被告反诉， 要求原告承担不履行的责任， 并
双倍返还定金， 并赔偿她的时间损失。 2014 年 3 月 25 日， 一审法院做出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求，
接受被告的反诉请求， 判处原告支付给被告 4000欧元。

原告向布雷西亚 （Brescia） 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该院认为， 家具买受人不履行合同， 要就其迟
延行为和不使用安全支付手段的行为承担责任， 于 2018 年做出判决， 判处一审被告向一审原告支
付 5450 欧元， 另外要返还因执行一审判决的所得。

一审被告不服， 上诉于意大利最高法院。 主要理由是： 上诉法院错误地认为银行支票不构成合
适的付款方式， 尤其是未考虑到， 债权人在拒绝接受银行支票时必须附上合理的理由。 意大利最高
法院认为， 一审被告用来支付的支票是第三人出具的， 而且书写的日期与实际的付款日期不符， 这
两项因素使得有关支票不安全。 意大利最高法院民六庭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做出判决， 驳回上诉并
判令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 支持了一审原告的请求， 认定在金钱之债中， 债权人如果有正当理由，
可以拒绝以银行支票进行的给付， 因为此等支票不是安全的支付手段。 作为 《意大利宪法》 第 2条輧輱訛

规定的团结原则的具体体现， 合同当事人应当端方和诚信， 使用这样的支付手段违反了端方和诚信

輧輯訛 Cfr.Alberto Trabucchi,Istituzione del Diritto civile, CEDAM, Padova, 1984, p.540.
輧輰訛 Cfr. Francesco Scolaro; Maria Luisa Zannini Quirini, Gli Aspetti Eticizzanti della Clausola di Buona Fede nella Relazione al Codice

Civile del 1942, In Sapienza Legal Papers 7 (2020) , pp.78s.
輧輱訛 其辞曰： 共和国无论对个人还是对表现其个性的社团成员， 均承认并保障其人权之不可侵犯， 并要求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

团结方面的不可违背的义务。 参见姜士林、 陈玮主编： 《世界宪法大全》 （上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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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輧輲訛 本案中， 法院适用了端方原则， 但并非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

五、 适用禁反言原则的典型案例研究

首先重申一下什么是禁反言。 该原则要求当事人保持自己行为的一致性， 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
利益， 如果此等信赖已经形成， 则行为人不得有相反的行为。輧輳訛尽管 《意大利民法典》 规定禁反言制
度最早， 但适用其禁反言条文的典型案例 （Cass., 11-12-2000, n. 15592） 直到 2000 年才出现。輧輴訛 这
是一个上诉到意大利最高法院的判例。 上诉人是史泰龙社会乳制品合作社 （Latteria Sociale Stallone
Società Cooperativa ar.l.）。 其仓库于 1991 年 7 月 31 日由于格拉纳·帕达诺财团（Consorzio Grana
Padano） 的人员操作机器过程中引起的瓦斯泄露被烧毁， “合作社” 向 “财团” 起诉， 要求赔偿
71.73 亿里拉并经法院允许取得了对被告财产的保全性扣押。

在编制 1991 年的资产负债表时， “合作社” 在收入一栏以 “债务人的赔偿金” 的名目记入
71.73 亿里拉， 在支出一栏以 “风险基金” 的名目记入 71.73 亿里拉的半数， 以应对 “财团” 对其责
任的否定。 这等于是说 “合作社” 相信自己能实际获得诉求额的一半。 此等资产负债表于 1992 年 4
月 27 日以股东会决议通过， 但受到股东内罗·莫尼奇 （Nello Monici） 事实合伙的质疑， 其法定代表
人在皮亚琴察 （Piacenza） 法院起诉要求宣告此等股东会决议无效。 因为按照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426 条第 8 项，輧輵訛 能够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债权必须确实无疑地存在， 把纯粹盖然的、 取决于有争议
的赔偿请求权的债权记入收入栏是非法的。 这样会导致股东和社会公众对 “合作社” 的财务状况的
误判。 所以， 皮亚琴察法院于 1995 年 11 月 13 日做出判决， 认可了莫尼奇的诉讼请求。

“合作社” 不服， 上诉于博洛尼亚 （Bologna） 上诉法院， 理由是莫尼奇作为董事会的成员批准
了有关的资产负债表， 后来又质疑批准此等资产负债表的股东会决议， 构成出尔反尔， 即违反了禁
反言原则， 是为权利滥用。 但博洛尼亚上诉法院认为， 莫尼奇在 “合作社” 中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
董事会的成员， 维护 “合作社” 的利益， 另一个是股东会的成员， 维护他自己的利益。 作为后一个
角色， 他有权依据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377 条第 1 款輧輶訛 提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之诉。 所以， 一个
人在不同的角色下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如此并不构成自相矛盾或恶信， 尤其是在两个 “声音” 间
有一个时间间隔的情况下， 因为在这个间隔中， 当事人的看法可能发生合理的改变。 基于此， 该院
于 1998 年 1 月 14 日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

“合作社” 仍然不服， 上诉于意大利最高法院。 基于三点理由， 一些理由与本文论题无关， 最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这个理由： 博洛尼亚上诉法院所持的一个人在公司里有不同的身份从而可以做
出矛盾的决定的前提不成立， 因为实施两个行为的毕竟是一个主体， 按照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542

輧輲訛 本案案情来源： Cfr. Simona Daminelli, Il creditore è legittimato a rifiutare l’assegno in bianco e postdatato: Nota a Corte di
Cassazione, Sez. VI Civile - 2, ordinanza 9 aprile 2021, n. 9490, Su https: //ntplusdiritto.ilsole24ore.com/art/il -creditore -e -
legittimato -rifiutare-assegno-bianco-e-postdatato-AE1GjBX, 2021 年 9 月 16 日访问； 以及 Sentenza Cassazione Civile n. 9490
del 09/04/2021， Su https: //sentenze.laleggepertutti.it/sentenza/cassazione-civile-n-9490-del-09-04-2021, 2021年 9月 16日访问。

輧輳訛 参见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0 条文中文文本》， 兰磊译， 第 4 页。 On https://max.book118.com /html/ 2017/1204/142704165.
shtm， 2021年 9月 25日访问。

輧輴訛 关于本案的案情， 参见 Cassazione civile sez. I-11/12/2000, n. 15592， De Jure, Banche dati editoriali GFL.
輧輵訛 其辞曰： 债权应当按照可以实现的估计数额登记入账。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603页。
輧輶訛 其辞曰： 缺席、 反对或弃权的股东、 董事、 监督委员会和监事会， 可以对违反法律或章程通过的股东大会决议提起诉讼。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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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2 款的规定， 只有股东才可以当董事，輧輷訛 这证明股东身份和董事身份的同一性。 如果允许一个
人依托不同的身份说自相矛盾的话， 等于默示地承认了反诚信原则的行为。 上诉书还论证道： 学界
把一般的诈欺抗辩分为两个适用方向： 禁反言的适用方向和拒绝对从自己先前的不正确行为获利的
人提供法律保护的方向 （徐国栋按： 即 “干净的手” 适用方向）。 所以， 此等抗辩最终与权利不得
滥用原则相切。

但意大利最高法院认为， 权利滥用在此处指借口性的或明显恶意的诉讼行为， 权利不得滥用原
则起防止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的或破坏他人合法的和无辜的期待为目的的诉讼的作用。 按照这个标
准， 莫尼奇无权利滥用的表现。 既然如此， 同一人对同一事项从不同的角色出发发表不同的意见就
是允许的， 所以， 该公司对批准资产负债表的股东会决议提出撤销合法。 最后， 最高法院驳回了
“合作社” 提出的上诉， 维持原判。

富有意味的是， 公司法方面禁反言的规定包含在前引 《意大利民法典》 第 2379 条附加条第 1
款中， 本案的情形类似于但不同于该款的人设， 但三个法院判决都维持了该款确立的原则。 本案终
审判决尽管不否定禁反言原则， 但从反言的本质是有害他人出发， 限制该原则的适用范围， 达成的
结论是： 如果不害人， 反言亦无妨， 由此给行为人提供回旋余地。 另外， 意大利最高法院更多看到
禁反言原则与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联系， 与加藤雅信把禁反言作为诚信原则的子原则不同。

结论

上述研究已展示了意大利法院 （尤其是其最高法院） 适用诚信原则的主要方面。 关于主观诚信
的判例涉及继承回转问题。 所谓继承回转， 是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后， 对遗产的时效完成前要求表见
继承人返还其无权取得的遗产并重新分配此等遗产的过程。輨輮訛 我国 《民法典》 尚未确立这一制度。
而遗产分配完后出现新继承人的情况在我国也不时发生， 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可借鉴本判例的做
法， 考虑遗产占有人诚信与否做出不同的处理。 关于客观诚信的判例涉及对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
经营者的司法纾困问题， 对于也受疫情困扰的我国来说， 更有现实意义。 我国在采取税收纾困等救
济手段的同时， 不妨也以适用诚信原则的名义采取司法纾困的手段帮助陷于困境的经营者。 关于端
方原则的判例涉及支付方式正当性问题， 我国也有恶意用大量硬币购物的案例以及拒收合理数量硬
币消费的案例被报道于网络， 应认定这两种情形都有违诚信原则。 关于禁反言原则的判例尽管倾向
于限制这一原则的适用空间， 但这一原则在我国阙如， 所以， 我国首先应当引进这一原则， 因为出
尔反尔的案例在我国所在多有， 例如招标人与投标人串标后为逃避责任请求宣告中标无效案， 即华
诚房地产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铁建工程公司之间于 2019 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
案。 华诚房地产公司为了逃避违约责任， 以合同双方在招标前就私下商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
容、 招标过程完全是走形式为由， 主张招标无效， 按这一程序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无效。 最
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 华诚房地产公司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 驳回其诉求。輨輯訛 此判甚善。 但诚
信原则阔大无边， 如果最高人民法院能指出华诚房地产公司违反了禁反言原则， 可能更好。

輧輷訛 其辞曰： 董事的多数应当产生于合作社社员或法人社员指定的人员。 参见前引譺訛， 《意大利民法典》， 第 669页。
輨輮訛 参见徐国栋主编： 《绿色民法典草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228页。
輨輯訛 案情参见 “新疆华诚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

院 （2019） 最高法民终 34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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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 to�promote� the�nationalization�and�case�study�of� the�experience�of�applying�
the�principle�of�good� faith� in� foreign�countries,� and� to�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judicature� and�
legislation� in�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four� typical� cas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good�faith�in�Italian�courts,�which�are�respectively�related�to�subjective�good�faith,�objective�good�
faith,� correctness� and� estoppel,� thus� showing� the� experience� of� Italian� courts� in�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n� an� all-round� way.�Most� of� these� cases� are� typical� because� they� are�
settled�by�the�Supreme�Court�after�the�third�instance.�Subjective�good�faith�involves�rewards�for�
honest� people,� and� Italy’s� incentive�measures� for� exempting� to� return� the� value� of� the� subject�
matter�but�only�its�price�have�a�distinctive�personality.�The�juxtaposition�of�objective�good�faith�
and� correctness� represents� the� uniqu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Italian� legislators.� Today� the� court�
still�applies�them�as�two�different�principles.�In�the�case�analyzed�in�this�article,�the�principle�of�
objective�good�faith�played�the�role�of�the�principle�of�rebus�sic�stantibus.�The�establishment�of�
principle�of�estoppel�belongs�to�the�characteristics�and�advantages�of�the�Italian�Civil�Code,�but�
the� court� consider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a� natural� person� in� a� legal� person� and� the� long� time�
interval�between “foreword” and “afterword”,�and�tends�to�soften�the�effect�of�the�principle�of�
estoppel.

Key Words: Good�Faith�Principle;�Case�Law;�Supreme�Court;�Correctness;�Estoppel

（责任编辑： 刘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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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华，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共惠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委托课
题 《惠州市 “村居法治样本” 调研》 的阶段性成果。
遵循学术惯例， 本文中的部分地名、 人名进行了化名处理。

① 陈寒非、 高其才：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 载 《清华法学》 2020年第 4期。
② 钱念孙： 《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 载 《学术界》 2016年第 3期。
③ 新乡贤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才能， 品行高尚， 具有一定的口碑威望， 秉承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致力

于一直生活的或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建设的贤达人士。 相关定义可参见前引①， 陈寒非、 高其才文。

引言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必须要尽可能多地汇聚全社会的力量， 强化人
才支撑。 但工业和城市化的规律和本质是人口和资源向城市聚集， 特别是近年来在城镇化快速推进
的背景下乡村精英大量流失， 乡村人才凋敝。 “农村人才凋敝是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最大问题。”①

有论者指出， “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的乡村那样， 实现人才从留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 而主
要充当了人才净留出地的角色”。② 只有人才输出没有人才回流的乡村必然会走向衰败。 解决好人才
回流问题事关乡村有效治理， 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人才
来源、 主体力量。③ 回归新乡贤 （以下简称 “回归乡贤”） 参与乡村治理， 能够缓解城镇化进程中人

高其才 张 华 *

内容提要： 回归乡贤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力量。 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作用的发挥需要以情
感要素、 能力要素、 实力要素、 权力要素为依托。 其中， 以乡情、 亲情、 师生情为主要成
分的情感要素是新乡贤回归乡里、 治理乡村的重要前提， 以找准治理方向能力、 布局治理
空间能力、 争取治理资源能力、 突破治理瓶颈能力、 改善治理软环境能力为主要成分的能
力要素是回归乡贤有效治理乡村的关键， 以经济实力为主要成分的实力要素是新乡贤主动
参与乡村治理、 保证治理有效的物质基础， 以村庄公共决策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力要素为回
归乡贤发挥作用提供合法性保障。 为更好地发挥回归乡贤的作用， 可在法治的框架下补足
缺失要素， 为新乡贤回归乡村、 投资乡村、 建设乡村、 引领乡村发展、 参与乡村治理、 实
现乡村振兴创造条件。
关键词： 新乡贤 乡村治理 情感要素 能力要素 实力要素 权力要素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6

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分析
———以广东惠东张立军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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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单向流动导致的农村人才凋敝、 社会空心化严重、 内生性力量不足的问题， 为乡村治理提供主体
支撑力量， 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肇因于新乡贤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 （特别是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 学界以新乡贤为
主题展开了多元的研究。④ 既有研究对新乡贤的概念内涵、 角色定位、 类型划分以及新乡贤参与乡村
治理的基本条件、 作用机制、 功能价值、 路径方法、 问题困境、 规制引导等方面进行了颇有价值的
分析和探讨。⑤ 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仅中国知网收录的 2020 年以新乡贤为主题的研究就多达四
百余篇。 虽然以新乡贤为主题的许多研究深入细致、 富有洞见， 但既有研究在两方面尚有不足。 一
方面， 在研究内容上， 既有研究侧重于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与外在条件，
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自身所应具备的内在要素的分析相对较少， 而后者则属于新乡贤在
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和核心条件。⑥ 另一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 既有研究多属于泛泛的
“群像关注” 或教义学上的理论建构与逻辑思辨， 深描式的个案研究则如凤毛麟角。 就此而言， 通
过个案研究的方法， 对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要素进行细致分析， 总结归纳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作用的要素依托， 对于理解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原理、 延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的研究范畴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10月 17 日至 10月 19 日， 我们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小禾洞村就回归乡贤张立
军参与乡村治理进行了专题调查。 小禾洞村地处梁化镇东南部， 全村辖区九个村小组， 辖区面积
7.69 平方公里。 全村总户数 436 户， 户籍人口 2360 人， 其中流动人口 1656 人， 常住人口 704 人，
女性人口 1101 人。 耕地面积约 2978 亩， 林地面积约 6710 亩。⑦ 主要农作物包括水稻、 花生、 蔬菜、
番薯、 玉米、 梅菜、 荔枝、 龙眼、 青枣、 柑桔、 柚子等。 该村建有小学、 医疗站、 公共服务站各一
处。 曾经的小禾洞村是惠州市市级贫困村，⑧ 经济薄弱、 产业单一， 主要 “靠天吃饭”。 2014 年以
来， 小禾洞村以旧房改造的形式引进特色民宿吾乡别院， 发展有机农业， 盘活乡村的土地资源， 形

④ 中央的不少规范性文件就乡贤、 新乡贤等进行了规定。 如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创新乡贤文化、 弘扬善行义举， 以
乡亲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 2016年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在 “加快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 中再次明确提出， 要培育 “新乡贤文化”。 2018 年 1 月 2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意见》， 该意见第六部分为 “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明确指出要 “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2018年
9 月 29 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提出要 “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 中共中央
2020年 12月印发的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年）》 指出， 要 “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建设人人
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⑤ 参见吴晓燕、 赵普兵： 《回归与重塑： 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载 《理论探讨》 2019年第 4期； 陈寒非： 《能人治村及其法
律规制———以东中西部地区 9 位乡村能人为样本的分析》， 载 《河北法学》 2018 年第 9 期； 白现军、 张长立： 《乡贤群体参
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 载 《南京社会科学》 2016年第 11期； 前引①， 陈寒非、 高其才文； 马永定： 《新
乡贤及乡贤组织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绍兴市为例》， 载 《公安学刊》 2016 年第 4 期； 裘斌： 《治村型乡贤
主导下 “三治融合” 的拓展和创新———基于枫桥镇枫源村的探索》， 载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4 期；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 作用与偏误规避》， 载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1 期； 姜方炳： 《“乡贤回归”： 城乡
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 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 载 《浙江社会科学》 2018年第 10期。

⑥ 参见刘泽峰：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载 《党政干部学刊》 2021 年第 4 期； 付翠莲、 张慧： 《“动员—自发” 逻
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载 《行政论坛》 2021 年第 1 期； 李金哲： 《困境与路径： 以新乡贤推进
当代乡村治理》， 载 《求实》 2017年第 6期； 付秋梅、 何玲玲： 《驱动力与阻滞力：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 载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 6期。

⑦ 资料来源： 小禾洞村村委会： 《小禾洞村基本情况》， 小禾洞村村委会 2021年 10月 19日提供资料。 1亩≈666.7米 2。
⑧ 参见陈春惠、 黄海燕：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村民不再靠天吃饭———惠东梁化小禾洞村通过产业项目带动让村民基本实现稳

定脱贫》， 载 《惠州日报》 2019年 9月 30日第 A3版； 惠州市委办公室、 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惠州市新时
期相对贫困村定点扶贫工作方案〉 的通知》 （惠市委办发电 〔2016〕 22号）， 2016年 4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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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文化+艺术+产业+民宿+康养+研学+旅游” 的完整业态布局模式， 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村， 树
立了脱贫攻坚的典型。 从市级贫困村到脱贫攻坚典型村， 小禾洞村之所以能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离不开该村新乡贤张立军的有效治理。 得益于张立军的重要作用， 该村实现了快速发展， 走上了乡
村振兴之路。 因此， 以张立军为对象， 对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进行总结、 归纳和提炼，
具有示范价值和推广意义。

张立军出生于 1971 年， 从小在小禾洞村出生、 长大， 感受过干农活的艰辛。 1990—1993 年在
广州军区武汉 86851部队服役， 1991 年入党。 张立军在服役期间曾多次投身抗洪抢险活动， 此外还
两次荣立三等功， 获得过 “优秀共产党员” 的称号。 退伍后曾进入惠东一家台企打工。 经过多年打
拼， 张立军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投资创办了惠州市万辉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怡然实业有
限公司等众多企业。 2014 年张立军回到家乡看见乡亲们枕着绿水青山， 却依然没有过上富裕的日
子， 他便萌生了带领家乡发展的想法。 于是， 他决定回乡参与乡村治理， 成功当选小禾洞村党总支
部书记。 2014 年以来， 在张立军的治下小禾洞村实现了快速发展。 由于张立军参与乡村治理效果
好、 群众满意度高， 其被推选为惠州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2020 年， 张立军主动从村党总支部书记
的职位退至副书记职位， 专心重点推进村庄特色发展。⑨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本文以回归乡贤张立军为分析样本， 归纳分析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
挥作用的情感要素、 能力要素、 实力要素、 权力要素， 探讨回归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经验、 效果、
短板和出路， 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资料参考， 丰富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 促进知识增
量， 并为乡村善治、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某种启示和建议。

二、 情感要素：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前提

情感在乡是新乡贤主动回归乡里、 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动力来源。 张立军的行为表明，
乡情、 亲情、 师生情锻造成的情感纽带以及地缘、 血缘、 业缘、 学缘织就成的关系网络， 搭建起了
新乡贤与乡村的横向联结， 为新乡贤回归乡里、 投资乡里、 建设乡里、 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必要的
情感基础、 心理基础和社会组织基础， 构成了新乡贤自觉发挥作用的原始动力来源。

（一） 乡情系桑梓

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 落叶归根、 反哺家乡、 造福桑梓的乡土情怀以及 “达则兼济天下” 的社
会理想， 数千年来始终是中国人的心理自觉和价值取向， 而且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传承， 已成为中国
人的文化传统。 即便在快速变迁的今天， 这种故土情怀、 文化、 心理和理想仍然是新乡贤回归乡村
的重要纽带， 是新乡贤回故乡里、 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和原初动力。 张立军这样告诉我们：

我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呢， 我是土生土长的， 我对这里的情景， 就是那些三十年前哪怕借摩托
车给我们， 我都想感恩他， 把他们带动起来， 联动整个乡村。⑩

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 “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 这些本性使他们关心
别人的命运”。輥輯訛 在浓厚的乡情、 强烈的认同感、 责任感、 归属感以及报本反始、 得功思源的心理驱
使和召唤下， 2014 年， 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 张立军返回了其生于斯、 长于斯、 成于斯的小禾

⑨ 《关于黄玉调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载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人民政府网， http://www.huidong.gov.cn/hzhdlhz/gkmlpt/content/
3/3892/post_3892828.html#3678， 2021年 10月 28日访问。

⑩ 2021年 10月 18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张立军访谈记录， 资料编号 GDHZXHDZLJ2021101801。
輥輯訛 [美]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译，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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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村， 利用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本和资源， 对小禾洞村进行改造。 在发展小禾洞、 改造小禾洞的
过程中， 由于张立军对以前自己的老房子和以前的乡村有着难以忘怀的纯真情愫， 因而其以乡愁为
基因， 以乡情为桥梁， 以回报桑梓、 建设家乡为己任， 通过旧房改造的形式打造了吾乡别院民宿
群， 将乡愁、 乡音、 乡缘从抽象化为具象、 从理念变为现实。 打造吾乡别院民宿群既是张立军的乡
情从心理到物理、 从情感到现实的具体转化， 也是张立军带领小禾洞村向前发展的基本前提。

所谓吾乡别院， 即结合小禾洞当地人文、 生态、 自然景观， 利用废弃的旧房屋， 使用当地的石
头、 泥砖及木头等原始材料， 通过旧房改造、 修旧如旧的方式打造的生态民宿。 目前， 吾乡别院 1
号院、 2 号院已投入运行， 5 号院等正在建设和装修， 并依次修建 36 号院， 总面积达到 2 万平方
米。 吾乡别院有 “广东最美民宿” 之称， 是粵港澳大湾区示范标杆民宿之一。

对小禾洞村而言， 吾乡别院之所以意义非凡， 主要在于吾乡别院的建设和运行能够将乡村闲置
的住宅转换成旅游资源， 实现农民增收， 同时能够创造就业岗位， 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促进乡村振
兴。 吾乡别院的价值不仅在于带动旅游， 它还把小禾洞村所有农产品， 例如有机蔬菜、 葡萄采摘、
柚子采摘， 贯通在整个旅游生态产业链上， 通过旅游带动就业和农产品销售， 既美化了乡村， 又拉
动当地经济发展。 “通过民宿和乡村旅游项目， 把整个产业链都带开了， 吸引了外面来休闲度假的，
吸引来了艺术家， 吸引了商人， 解决了我们乡村整体过度的劳动力以及荒废的农田、 荒废的果树
等。”輥輰訛 以吾乡别院 1 号院为例， 1 号院投入运行之后， 吸引了深圳、 广州、 东莞等地的游客前来入
住， 房间供不应求， 2020 年共接待游客约 1200 人次， 全年营业收益约 180 万元。 吾乡别院 1 号院
的运行不仅可以使村民获得了务工收入， 还使其获得了租赁收入、 农产品销售收入， 有效带动了村
民致富。 以下为南方读书报社对吾乡别院的介绍和评价， 可见其价值和意义：

吾乡别院， 不仅仅是一家民宿， 还是一家心系乡村的设计建设者， 以 “中国乡村造梦者” 身份
悄然进入， 不干扰一人一户， 不破坏一草一木， 探索形成了 “政府推动督导、 企业市场运作、 基层
组织全程参与、 民本民生充分保障” 的乡村振兴模式。 吾乡别院， 尊重历史、 传承文化、 敬畏自
然， 遵循 “天人合一” 的人居美学法则， 聚焦当代人的生活方式。 以弘扬 “耕读传家” 精神， 召唤
原住民， 挖掘在地文化， 从而形成了 “文化+艺术+产业+民宿+康养+研学+旅游+...” 的完整业态布
局模式， 构建成一、 二、 三产业融合， 生态、 生产、 生活和谐共生的新社区， 构筑我们心中的东方
美学生活家园。輥輱訛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 乡情驱使下的实际行动不仅包括建设吾乡别院民宿， 还体现在为乡村发展
不计回报的投入。 在担任村支书期间， 张立军在乡情的驱使下几乎每年都会给村委会贴钱十余万，
通过自掏腰包的方式解决小禾洞村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 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 新乡贤 “必须
与其反哺的乡村具有一定的地缘、 血缘等纽带关系， 中国文化中的伦理关系是 ‘同心圆’ 式的‘差
序格局’， 血缘、 地缘、 业缘等人情纽带是确定亲疏关系远近的标准， 只有在人情伦理关系中， 利
益的计算才可以暂时模糊化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差不多就行）”。輥輲訛

（二） 亲情哺族胞

新乡贤积极回归乡村参与乡村治理既要有基于地缘的乡情驱动， 也要有基于血缘的亲情驱动，

輥輰訛 2021年 10月 18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张立军提供采访视频， 资料编号 GDHZXHDZLJVID2021101901。
輥輱訛 南方读书报社： 《第 11 届 “广东人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及品牌” 评鉴系列活动》 投票界面， 载奥一网， https://m.mp.oeeee.

com/show.php?m=Vote2&a=index#/details?vid=728&id=12118， 2021年 10月 28日访问。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譹訛， 陈寒非、 高其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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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 亲情共同构成了新乡贤自觉发挥主体作用的前提。 张立军与小禾洞村特别是张氏宗族有着血
浓于水的天然亲情。 小禾洞村主要姓氏有张、 朱、 周、 陆、 李姓， 其中张姓占比达 80%， 与张立军
同根同源。 该村西北方向的四角楼村小组原有张氏宗祠祠堂顺德堂。 顺德堂曾经规模较大， 9 厅 18
进， 能容纳 1500 余人， 但由于年久失修， 已较为破败。 我们田野调查期间张立军正打算将其恢复
原样。 根据张立军的介绍， 复建顺德堂预计耗资 500 万元左右， 其中张立军和侄子等四人承担兜底
费用， 计划每人捐献 50 万～100 万元。輥輳訛 通过复建宗族祠堂， 乡贤回归乡村并动用自己所拥有的关系
和资源惠泽乡里、 回哺族胞， 能够使其 “在地方志或族谱中赢得褒扬”，輥輴訛 获得生活的满足感， 实现
人生意义。

乡情驱动的外在表现是积极投资乡村、 建设乡村、 发展乡村， 为村庄治理和发展出力， 而亲情
驱动则主要表现为积极修缮宗祠， 为宗族发展出力。 宗族祠堂是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 集体情感的
具象化体现， 是文化认同的根与魂。 修建祠堂是新乡贤提高个人乃至家族地位、 获得认可、 满足人
所共有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证明自身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式。 因而， 在集体情感、 集体记
忆， 以及本土生活经历、 本土文化认同情感的趋势下， 新乡贤往往会推动重修、 扩建宗族祠堂， 通
过修建祠堂追忆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并强化这种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 张立军即为典例。

同时， 张立军还注意通过雇请家族和宗族成员、 提供产业发展信息等方式， 加强与族内成员的
联系。 平日更注重与村内的族老、 族人来往、 沟通、 交流， 关心他们的生活， 尽力解决其困难。

（三） 师生情召唤

对多数回归乡贤来说， 在乡村治理中主动发挥作用的情感基础主要是基于地缘的乡情和基于血
缘的亲情， 而对于张立军而言， 其回归小禾洞村、 投资小禾洞村、 发展小禾洞村不仅仅是乡情、 亲
情召唤的结果， 还是早年积累下的师生情召唤的结果。 虽然张立军的求学经历并不长， 幼年时期由
于家里穷， 八岁就开始下地干农活， 但张立军对自己曾经求学的母校小禾洞小学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种基于学缘、 业缘的集体性质的师生情构成了张立军持续经年、 不计回报地资助小禾洞小学的情
感基础。

2002年， 张立军回到母校小禾洞小学， 此时的小禾洞小学连窗户都没有， 只有窗框， 玻璃都烂
掉了， 风吹进来的时候需要用报纸粘住， 下雨天全是雨水和烂泥巴， 天好了则漫天灰尘， 270 多位
学生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学习。 母校简陋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让张立军决定出资捐助， 为热爱读
书的学生扫除求学障碍。 2003 年， 张立军给小禾洞小学校长写信， 请其挑出 20～30 位困难学生进行
赞助。 虽然当时张立军每月只有 1200 元的工资， 但是其每次却能捐出 3000～5000 元的 “巨款”。 为
了实现捐献的目的， 张立军经常会在下班后摆地摊、 卖皮带、 卖袜子， 还开摩托车、 面包车去拉
客， 做搬运工， 卖盆景。 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下， 张立军之所以还要坚持去捐资助学， 这源于他的幼
年经历： 年仅八岁的张立军就开始为家里的生计发愁， 并因为贫穷， 学业几度受到影响。 幼年的经
历使其对小禾洞小学很能感同身受。 每当看到由于贫穷无法读书的孩子， 张立军就像看到自己童年
的影子。 为了能实现捐款目标、 真正帮助小禾洞小学， 张立军凭借着自己的铁的意志在各个领域摸
爬滚打， 而捐款的压力反而变成张立军的努力拼搏进取的一种动力。 多年后， 随着张立军事业的进
步和收入的增加， 其加大了对小禾洞小学的捐助力度， 从资助贫困学生到捐献设备、 物质再到每个

輥輳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輥輴訛 狄金华、 钟涨宝： 《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 载 《社会学研究》 2014年第 5期。

72· ·



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分析

輥輵訛 《捐资助学 18 年的兵书记》， 载今日惠东网， https://huidong-m.itouchtv.cn/#/video/19332c8b7ea527217332e73665dc6492， 2021
年 11月 1日访问。

輥輶訛 张立军 2020年 9月 10日发布的微信朋友圈动态。
輥輷訛 参见前引譾訛， 付翠莲、 张慧文。
輦輮訛 有关动员回归乡村的研究还可参见马永定： 《新乡贤及乡贤组织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绍兴市为例》， 载

《公安学刊》 2016年第 4期。

学期的奖教奖学， 18 年期间， 张立军先后捐献的资金额度达 90 多万元。輥輵訛 十多年来， 在张立军赞助
的母校小禾洞小学已考上十余位大学生， 甚至还考出过惠东县状元。

以下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张立军在参加小禾洞小学捐资助学仪式后的微信朋友圈感悟：
天， 倾盆的大雨
人， 无限的激情
师， 无私的奉献
生， 优秀的成绩…
助学奖教路， 十七载如一日， 收获满满， 快乐无限。 同时感恩： 梁、 庄、 林、 冯等华旭学院的

爱心人士对我村小学的关怀！ 祝天下教师， 节日快乐！輥輶訛

从以上微信朋友圈内容可见张立军对小禾洞村的深厚感情。 不同于没有情感基础的 “招商引
资” 和 “资本下乡”， 张立军对小禾洞小学的投入不计成本、 不计回报， 这也是其之所以成为新乡
贤典范的重要因素。

既有研究表明， 动员型逻辑下 “返场” 新乡贤缺乏与村民共生的利益共同体的融合性， 存在着
参与乡村治理内源性动力不足的问题。輥輷訛 不同于政府动员回归的新乡贤， 自觉自愿回归的新乡贤参
与乡村治理则动力十足。輦輮訛 而自觉自愿回归的重要动力来源则在于浓厚的乡土情怀。 对自发回归的
乡贤而言， 其自发回归不仅是资本的现实回归， 更是乡土情怀感召下的理性行动。 由地缘而生的乡
情， 由血缘而生的亲情， 以及由业缘、 学缘而生的师生情， 共同构成了新乡贤自觉回归乡村、 参与
乡村治理的情感基础和动力来源， 奠定了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三、 能力要素：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关键

回归乡贤想要把家乡建设得更富更富、 把家乡治理得更有效更有序， 不仅需要有深厚的情怀，
还要有一定的乡村治理能力。 这些乡村治理能力包括准确评估现实找准乡村治理方向的能力、 布局
乡村治理空间的能力、 争取乡村治理资源的能力、 突破乡村治理瓶颈的能力、 改善乡村治理软环境
的能力等。 能力要素是新乡贤将乡土情怀转化为乡村治理实践、 将理念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的转化
器和催化剂， 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

（一） 找准乡村治理着力点的能力

在引领乡村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的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 准确评估乡村现实状况、 现实资源、
现实不足、 现实优势是找准定位、 确定方向、 办成事业的基本能力。 小禾洞村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
从贫困村向脱贫攻坚转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其以民宿旅游为突破口走上了乡村旅游的道
路。 张立军之所以带领小禾洞村走上了乡村旅游的道路， 主要在于其准确摸清了小禾洞村的区位优
势、 资源优势、 环境优势， 找准了乡村发展的方向， 把握住了村庄治理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在张立
军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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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禾洞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文化，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古迹。 但是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 小禾
洞保留原有的农作 （环境）， 第二， 小禾洞下辖有九个自然村， 每个村的 （土地） 资源是以农田和
丘陵为主， 要耕种特别容易， 特别适合打造一些旅游性的创作产品。 还有， 它地理位置好， 离惠州
机场大约只有 30 分钟的车程。輦輯訛

从小禾洞村的实际情况来看， 第一它不能搞工业， 第二不能搞房地产， 又没有更好的好山好
水。 那我们要找出发展道路的突破口， 只有通过旅游业。 旅游业通过什么来宣传？ 文化就是最高的
一种境界， 而且文化它走得最快最长远。 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走文化复兴这条道路。 我们通过文化艺
术周， 就能把周边所有的环境与生态以及它的影响力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上来。輦輰訛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张立军在保留小禾洞村农耕文化和原有风貌的基础上， 与 “村两委” 干部
在 2019 年引进了惠州市吾乡别院传媒公司， 聘请村内的老匠人就地取材， 采用中国传统工艺以旧
房改造的形式兴建了乡村民宿吾乡别院， 并在此基础上将农业采摘、 有机蔬菜种植贯穿其中， 形成
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 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

（二） 突破乡村治理瓶颈的能力

走乡村旅游的振兴道路、 发展民宿旅游的基本前提在于拥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开展经营， 本质是
对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的再利用。 但就现有宅基地制度而言， 由于 “一户一宅” 以及宅基地所
有、 流转等土地制度的总体框架下， 农村的宅基地既非商业用地亦非工业工地， 个人或企业大规模
地占用宅基地和农民房屋开展商业活动、 发展乡村民宿存在着制度上的困难， 农民个人亦难以通过
宅基地买卖获得收益。 正如张立军所言：

农村没有工业用地指标， 没有商业用地指标， 住宅也不能随便建房子， 即便艺术家想来村里面
住， 住在哪里呢？ 无法建房子就限制了村的发展， 导致不能发展。輦輱訛

根据张立军介绍， 小禾洞村空心村小组多， 闲置旧宅、 闲置宅基地存量较多。 本村 400 余户
中， 230 户有人住， 200 多空户。輦輲訛 发展民宿旅游、 走乡村旅游的振兴之路， 必须解决好土地的问
题， 利用好、 发挥好土地的功能作用， 让土地生金， 释放土地的市场价值。 面对乡村治理的瓶颈，
张立军之所以能够顺利解决土地问题， 推进民宿旅游， 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离不开对法律法规政
策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由于多年的职业经历， 张立军对土地法规政策已
了然于心， “拿地” 的经验足、 路子广、 办法多， 在现行的土地制度规范下获得振兴乡村所必须的
土地资源对其而言并不困难。 正如张立军所言：

我有这方面比较对口的能力， 例如别的村委书记不懂土地， 哪怕大学生、 高材生也不懂土地。
因为我通过二十六七年多的房地产开发， 对招拍挂、 融资， 对这里面的手续、 政策、 法律规定都弄
懂悟透， 还肯去做。輦輳訛

最终， 弄懂摸透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张立军通过与农民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 租用农民旧房

輦輯訛 《三下乡|高举乡村振兴旗帜， 助推小禾洞村发展》， 载 “阆苑建闻”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oYN0JJSzvzhCanfn
ZGq9QA， 2021年 10月 27日访问。

輦輰訛 《小禾洞村的文化兴村路》， 载今日惠东网， https://huidong-m.itouchtv.cn/#/video/5a98ec5f65e2a445ebf9d3225d3c6172， 2021年
10月 25日访问。

輦輱訛 2021年 10月 18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张立军访谈记录， 资料编号 GDHZXHDZLJ2021101802。
輦輲訛 2021年 10月 17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张立军访谈记录， 资料编号 GDHZXHDZLJ2021101701。
輦輳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74· ·



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分析

屋， 在不改变农民房屋所有权、 不违反 “一户一宅” 制度、 不改变土地性质的情况下， 顺利取得了
房屋使用权， 在实质上获得土地使用权， 为乡村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土地资源基础。 从整体情况来
看， 签订租赁协议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农村的土地资源得到盘活， 荒废破损的土房子得到租用和修
缮， 农民获得增收。 通过签订租赁协议， 村民与张立军实现了双赢。 另一方面， 小禾洞村走上乡村
振兴道路。 获得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乡村民宿旅游得以发展。 若不了解农村土地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策， 在村庄内发展民宿、 实现双赢、 推动乡村振兴显然是不现实的。

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带领村庄不断前行的新乡贤必然是善于解决问题的新乡贤。 面对乡村治理的
瓶颈， 新乡贤不仅需要有化解难题的决心和主观能动性， 还需要有解决问题、 消除阻力的办法和能
力， 如此才能走出治理困境， 提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效率和成效， 顺利将主体行为自觉嵌合
于大的社会现实、 时代背景与国家制度体系之下。 正是由于张立军具有较强的突破治理瓶颈的能
力， 才能够顺利解决乡村治理的难题， 有效推进乡村治理。

（三） 布局乡村治理空间的能力

乡村治理要打造亮点、 取得实效并行稳致远离不开必要的规划。 在小禾洞村从贫困走向富足再
走向美好未来的过程中， 张立军的布局乡村治理空间能力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引领小禾洞村
发展的过程中， 张立军对乡村治理空间进行布局的能力集中表现为两方面： 其一是设计现实的能
力， 其二是规划未来的能力。

其一， 设计现实， 为眼下发展奠基。 吾乡别院民宿之所以能够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民宿， 成为
小禾洞村的招牌和名片，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通过用心设计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农耕文明特色和艺
术文化气息。 例如， 吾乡别院 1 号院是在张立军的旧宅旧房的基础上设计的， 保留了不少包含儿时
回忆、 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物件和摆设。 在建设吾乡别院 1 号院的过程中， 张立军亲自指挥工人搬
运木头， 即便在此过程中某些部分被撞破也不进行人工修补， 而是通过保持原样把故事留下来， 让
游客感受到其设计用心。 再如， 在张立军的设计下， 吾乡别院 5 号院外墙不粉刷， 而是让爬山虎自
动爬满外墙， 从而打造自然生态和自然景观。 除了设计民宿， 张立军根据小禾洞村的实际设计水果
种植、 采摘产业， 使之融入乡村旅游业发展中来： “我们有一个有机蔬菜农场， 一些青草， 等等配
套采摘。 这些我们本身具有龙眼、 芒果、 枇杷就不用说了。 我简单算了一下， 我们村目前大概有 32
种水果， 以后一年四季都会有。”輦輴訛

其二， 规划未来， 为未来发展指路。 不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乡村企业创办者， 当今的新乡
贤在多年的闯荡之后往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变得见多识广、 有格局、 有战略眼光， 在参与乡村治
理的过程中能够有计划地进行系统规划， 为村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张立军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以 “拿地” 为例， 张立军早年跟随台湾老板学习的经历以及早年见识过惠东房地产商拿地发家的经
历让张立军认识到， 土地是稀缺资源， “我知道土地很值钱， 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懂这个土地政策”。輦輵訛

为此， 张立军在早年在地价较低的情况下储备了不少土地， 在根本上奠定了其事业发展的根基与未
来发展的基础。 除了储备土地， 张立军还注重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规划和建设。 例如， 2014 年香港
荃湾惠州同乡会的宗亲参加张氏宗祠重修成功庆典， 虽然当时出动两部警车维持秩序， 村民都靠边
行路， 但由于当时村路未修， 同乡会的车队仍无法顺畅通行。 张立军明白， “只有通过乡村公路建

輦輴訛 《小禾洞村： 用心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载 “惠东融媒”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fkEzNWV2qaMZpuPdcfkTcw，
2021年 10月 25日访问。

輦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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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才能真正达到实惠民生 （的效果）， 让老百姓所种的蔬菜运到城里卖， 这是一个。 第二， 从我
们乡村经济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来说， 它起到旅游推动作用。”輦輶訛 为此张立军先试先行， 推动小禾洞
村不仅铺设了 3.5 米宽的村道， 还安装了路灯， 村里鱼塘四周加装了护栏， 修建了不少休闲娱乐的
设施。 基础设施的完善改变了小禾洞村的现状， 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奠定了乡村旅游业
发展的硬件基础， 使得在相对闭塞的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业成为可能。 在长远的眼光、 独到的判断能
力、 超前的发展意识、 高度的主体自觉的驱动下， 张立军推动小禾洞村完成了美丽乡村规划。 根据
张立军的规划， 未来小禾洞村还将继续举办文化艺术节， 利用文化节的平台增加村落人气， 推出花
海、 休闲栈道等项目， 打造乡村特色旅游品牌， 进一步盘活乡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 张立军的设计能力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了小禾洞村的发展， 还对村民个体产生了
影响， 产生了示范引领效果和带动作用。 例如民宿管家胡楠说道：

吾乡别院 2 号院改造完成之后， 确实会给村民带来影响力。 村民会过去看， 他们就会说， 咦？
房子还能这样建！ 他们会培养美感， 像我们平时在门口种花， 他们也会学着种花。輦輷訛

小禾洞村村民周汉明也佩服张立军的 “先行一步”：
他的头脑比任何人都先进的， 他都是先行一步的， 对乡村建设、 民宿、 旅游业， 他都会回来发

展， 所以我们的新农村示范村那么漂亮。輧輮訛

（四） 争取乡村治理资源的能力

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需要内生动力驱动， 也需要外部资源和资金的投入和支持。 得益于多年在
外闯荡的经历， 张立军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其善于利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将外部资金和外
部资源引流至小禾洞村， 为小禾洞村的治理和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

其一， 动员乡贤捐资捐款， 为乡村治理和发展争取资金。 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张立军展
现出了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 其善于利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整合、 调动社会资源， 动员其他
乡贤将资金投入到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去， 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特别是， 在村内开展基础
设施建设与祠堂建设的过程中， 通过运用人脉资源、 动员乡贤募集款项， 张立军为小禾洞村争取到
了相当可观的资金。 在小禾洞村建设资金里， 乡贤捐赠的资金达两三百万元。 例如， 民营企业家张
锦锋 （张立军的侄子） 在村内多项工程的建设中积极捐款， 其中在修建大水龙环村南路 （平安路）
的过程中捐款近万元。 小禾洞村村民对张立军的拉钱能力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如村民张子云说：

这两年他搞民宿， 发展的乡村战略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也不断改变了方方面面的建设， 特别
是说， 2016 年学校门前的道路不通， 他带头引导老板们来捐助， 把它建好， 做事业大家都看得到。輧輯訛

村民周汉明也有类似看法：
像带动现在的产业， 包括旅游业， 很多老板都来投资， 来打造， 现在每个都回来建房啊。 农村

建设非常好， 非常热闹。 那些加工厂都来这里 （发展）， 做民宿、 厂房， 带动人流。輧輰訛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輦輷訛 2021年 10月 19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胡楠访谈记录， 资料编号 GDHZXHDHN2021101901。
輧輮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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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輱訛 岭南当代艺术家联盟是中国岭南地区、 港澳台、 中国内地艺术家组成的当代艺术专业联盟。 岭南当代艺术家联盟以促进岭
南当代艺术交流、 增进大湾区当代艺术家之间的了解和推动岭南当代艺术为目标。

輧輲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輧輳訛 《惠东梁化小禾洞村： “村规民约” 画上墙 文明风尚入人心》， 载 “惠东发布”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

xnVYtSi7E fmL7rfY_nK8dg， 2021年 10月 27日访问。
輧輴訛 《惠东这个村变美了！》， 载 “惠东今媒体”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I4mj2pS6j6zuuba9l6PIiQ， 2021年 10月 26日访问。

其二， 引进外部社会资源， 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发展乡村文旅项目需要必要的文
化底蕴和艺术氛围。 为了给乡村吾乡别院发展创造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 增强小禾洞村软实力， 张
立军充分运用其争取治理资源的能力， 于 2020 年引进了艺术团体 “岭南当代艺术家联盟”， 开启了
“岭南大地艺术周” 活动。輧輱訛 通过吸引岭南当代艺术家联盟在小禾洞村挂牌， 张立军致力于打造以小
禾洞村为基点， 辐射周边村落的首个 “大湾区乡村艺旅模范基地”， 进一步提升小禾洞村的文化氛
围和文旅项目知名度， 让乡村名声 “走出去”， 从而吸引游客 “走进来”。

当然， 张立军争取乡村治理资源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动员乡贤捐款、 引进外部资源两个方面， 还
体现在汇聚村民力量、 聚拢村内资源方面。 例如， 在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 张立军注重
通过张贴芳名榜、 碑文石刻芳名榜的形式公布捐款人贡献， 带动村内形成自觉捐款建设村庄的良好
氛围。 张立军说道： “你别看石头三百五百， 一千两千不多， 但是很有效果的， 很多人为了面子都
会捐一百两百， 那他力量就来了。”輧輲訛 通过这种方式， 小禾洞村为村内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筹措了
一定的资金， 保障了乡村治理， 促进了乡村发展。

通过充分运用其争取乡村治理资源的能力， 张立军为小禾洞村争取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保障
了小禾洞村的建设与发展， 为小禾洞村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提供了更多的资金
支撑和资源保障。

（五） 改善乡村治理软环境的能力

从古代乡贤到新乡贤， 一项传承始终的基本能力是改善乡村治理软环境的能力， 也即进行乡村
社会教化和乡村纠纷解决的能力。 虽然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相较于带头致富能力， 乡村社会教化
和乡村纠纷解决的能力受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但该项能力始终是新乡贤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必备要
素之一。 作为新乡贤的代表性人物， 张立军同样具有较强的改善乡村治理软环境的能力。 在张立军
的治理下， 小禾洞村村风好、 民风淳， 矛盾纠纷少， 社会较为和谐。 张立军之所以能够将小禾洞村
打造成为和谐村庄， 是因为其善于运用多种乡村治理资源改善治理软环境。 从以下两个事例中我们
能够略微瞥见其改善乡村治理软环境的能力：

其一， 打造文化墙， 促进社会教化。 为了潜移默化地引导村民营造健康文明、 和谐美好的生活
环境， 发挥良好乡风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张立军的带领下， 小禾洞村打造了别具特色
的文化墙， 在村内墙壁上大量绘制以 “爱国守法、 诚信友善、 文明有礼、 尊老爱幼、 邻里互助” 为
主题的墙绘、 板报， 将乡村 “孝” 文化和社会正能量以文化墙的形式展现， 通过打造文化墙， 小禾
洞村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改造了村民的思想认识， 促进了国家法律政策的内化， 推动了民风向
善， 促进了乡村和谐， 取得了引导向善、 涵育文明、 垂范乡里的效果。輧輳訛 张立军表示： “从人文生态
改善整个村， 这才是改变一个村最根本的， 这样潜移默化地就影响小朋友了， 在不知不觉就会对家
人好啊， 那家庭和谐了， 整个村就和谐了。”輧輴訛

其二， 化解信访难题， 消解矛盾纠纷。 在现有的信访环境状况下， 上访在很多时候意味着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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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获得一定的维稳资金收入。 由于上访能够获得一定收益， 小禾洞村的一位老年村民把信访当职
业， 总是习惯于以同一个理由上访， 影响了村内和谐， 不利于社会教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张立
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方式和治理资源， 从衣食住行入手， 帮助该
农民寻找到一份每月工资三千多元的保安工作， 并在重要时期安排工友和该村民喝酒分散精力。 在
此基础上耐心地向该村民解释： “总是信访不值得， 摔倒就不值得了； 以后你的孙子在村里面都没
有面子， 抬不起来头。”輧輵訛 最终， 在张立军的多种努力下， 该村民感受到了张立军的良苦用心， 备受
感动， 从此不再上访。

四、 实力要素：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

实力要素是新乡贤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之基与提升治理实效之基。 一方面， 资本的扩张天性和实
力的增量渴盼会吸引新乡贤理性回归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通过参与乡村治理实现资本扩充和实力
增量； 另一方面， 实力要素的现实存在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资源依托， 为乡村治理实效的
提升提供了资源依托。

（一） 实力要素驱使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作为经济型新乡贤， 张立军经过一定的发展和积累， 拥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 有经济能力
在小禾洞村进行大量的投资。 其中， 仅吾乡别院 1 号院， 投资就达 600 万元。 而建设吾乡别院 36
号院， 计划总投资将超过 300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张立军在小禾洞村已经租下 20 多栋老房
子和几百亩农田， 其中农田租金为每亩每年 900～1000 元， 并且每五年都会上调约 20%的租金。輧輶訛

在商言商， 作为经济型新乡贤的张立军在小禾洞村的投资并非单纯的慈善行为， 更是具有可持
续性的商业行为。 其之所以将大量资金注入到相对落后的小禾洞村， 带动小禾洞村走上乡村振兴的
道路， 不仅是因为其情感在乡， 对所生所长的小禾洞村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愫， 更是因为在小禾洞村
投资能够更好地获得收益， 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

其一， 在小禾洞村进行投资能够通过差异化发展更好地取得经济效益。 在竞争激烈的城市社
会， 地价高且拿地难度大， 在城市进行几千万的投资既不会吸引多少关注也不会带来多大改变。 在
相对落后的乡村则不同， 在乡村特别是在小禾洞村这样的相对贫困村， 地价低且拿地难度小， 进行
投资有一定的优势。 而且在乡村进行投资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获得政府优待。 由于城乡差异明显，
乡村社会空心化严重， 乡民对乡村衰败的无力感、 对富足生活的向往以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现实所需都在呼唤经济型新乡贤登场。 资本下乡由于能够解决乡村发展的实际困难， 改变乡村面
貌， 因而能够获得民众的褒扬、 社会的认可和政府的礼遇和优待， 为后续经营活动的开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概言之， 乡村社会不乏舞台和机遇， 在乡村进行投资能够通过差异化发展更好地获得经济
效益。 对经济型新乡贤而言， 乡土情感、 光宗耀祖的荣誉感以及乡民赞誉只是其投资家乡的精神驱
动力， 经济上的可得收益则属于更具长远性、 根本性、 可持续性的物质驱动力。 于此背景下， 作为理
性经济人的张立军充分利用差异化发展的优势， 在相对落后的小禾洞村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投资， 在乡
村治理中充分发挥资本的价值， 将乡村治理作为其运用实力、 发展实力、 提升实力的新场域。

其二， 在小禾洞村进行投资能够更好地运用社会资本增强经济资本。 在小禾洞村， 张立军属于

輧輵訛 参见前引輥輮訛。
輧輶訛 《小禾洞村： 村委引进民宿 助力乡村振兴》， 载 “惠东融媒”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h0-b9c0-0LVTRDmoS1q9cw，

2021年 10月 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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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黄晓娜：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见初心显担当》， 载 《惠州日报》 2020年 2月 20日第 A2版。

本地乡贤 （“圈内人”）， 具有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 由于中国社会有着重关系、 重面子的行为习惯
和价值取向， “人情与面子” 是社会的硬通货， 因而社会关系网络庞大、 社会能力突出、 社会资本
丰富是在乡村治理中办成事情的一大重要因素。 相比于外来乡贤 （“圈外人”）， 作为本地乡贤（“圈
内人”） 的张立军与当地有着密切的地缘、 血缘、 业缘联系， 自身社会资本存量高， 拥有较多的结
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 具有社会信任度高、 人脉关系丰富、 乡村治理关系网络融入度
深、 对当地正式社会规范和非正式社会规范熟悉的优势。 这些优势使张立军能够运用其社会信任、
社会网络、 社会规范方面的优势有效获取治理信息、 加强治理沟通、 打通治理通道、 博得社会支
持、 摄取治理资源去解决治理难题、 推进治理事业、 实现治理目标， 使治理事业事半功倍， 提升治
理效率， 同时更重要的， 也能更好地开展经营行为， 在社会资本的加持下更高效地发展自身事业，
增强自身经济实力。 但这种基于社会关系而取得的优势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 对
张立军而言， 只有在小禾洞村， 其社会关系的优势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而在其他地方譬如深
圳、 广州， 其社会关系的优势则不明显， 不利于其治理能力的发挥。 基于此， 张立军选择投资小禾
洞村、 建设小禾洞村、 发展小禾洞村并参与小禾洞村的治理具有现实合理性。

就结果而言， 张立军在小禾洞村进行大量投资的结果是其从情感在乡的单一状态， 转变为情感
在乡、 产业在乡的双重状态。 在情感在乡的单一状态下， 新乡贤更有可能会选择成为 “驻外乡贤”，
通过为乡村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牵线搭桥、 提供信息、 进行公益捐赠等方式浅表化、 部分化地参与
乡村治理。 而在情感在乡、 产业在乡的双重状态下， 新乡贤极有可能会全方位地返回乡村， 成为
“在场乡贤”， 在乡村中发展产业并深度参与乡村治理。 张立军之所以选择全方位返乡、 深度参与乡
村治理， 在小禾洞村进行深耕， 在根本上即在于其进入了情感在乡、 产业在乡的双重状态， 全方位
返乡能够更好地照顾生意、 发展产业。 就此而言， 资本的扩张天性和实力的增量渴盼是新乡贤回归
乡村并参与乡村治理的长久动力和根本动力， 奠定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基础。

（二） 实力要素提升乡村治理实效

不同于政治型新乡贤、 文化型新乡贤、 道德型新乡贤等其他类型的新乡贤， 经济型新乡贤的核
心特征在于其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 能够通过直接投入资金的方式带动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了实现帮助村庄脱贫致富的目标， 政治型新乡贤、 文化型新乡贤、 道德型新乡贤等其他类型的新
乡贤不得不积极寻求外部资源的注入， 通过争取资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而经济型新乡贤则可直
接动用其雄厚的实力， 将乡村治理的理念与构想塑造为乡村治理的结果与现实， 运用自身实力改变
乡村现状、 推动乡村转型。 以张立军为例， 实力要素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捐赠资金， 回报桑梓。 在封闭静止的传统中国， 乡贤治村的主基调是贤人治村， 乡贤首
先是作为道德权威出场的； 在快速变迁的现代中国， 新乡贤往往呈多元化倾向， 能人治村成为主基
调， 尤其是经济型新乡贤首先是作为经济能人出场的。 作为实力雄厚的经济能人， 张立军乐于为家
乡建设慷慨解囊， 乐于捐赠资金在村内开展修桥铺路、 修建公园、 翻修祠堂、 奖教助学、 救助贫
困、 慰问老人等公益活动。 例如， 2014 年重修张氏宗祠， 张立军捐资 28880 元； 2017 年修建大水
龙环村南路 （平安路）， 张立军捐款 9999 元； 2020 年面对疫情期间梁化镇青枣滞销的困境， 为帮助
农户寻销路， 张立军和其他乡贤收购 6 万斤青枣并赠送给市县定点医院、 相关职能部门及疫情防控
工作任务较重的沿海乡镇；輧輷訛 为了帮助母校小禾洞小学， 自 2003 年以来张立军为小禾洞村捐赠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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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輮訛 2021年 10月 17日， 小禾洞村吾乡别院张立军访谈记录， 资料编号 GDHZXHDZLJ2021101701。
輨輯訛 刘婷婷： 《新乡贤治村： 动力机理、 阶段进程及实现路径》， 载 《乡村论丛》 2021年第 4期。
輨輰訛 参见前引譾訛， 付翠莲、 张慧文。
輨輱訛 李传喜、 赵丹晨：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回归与乡村治理格局重构》， 载 《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2020年第 5期。

金已达 90 多万元； 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期间， 张立军几乎每年都会往村里贴钱十余万元。 截至
2021 年年初， 小禾洞村的新农村建设已投入资金 800 万～1000 万元， 以张立军为代表的乡贤也投了
两三百万元。 多年来， 张立军捐赠资金回报桑梓的事例在不断增加。

其二， 投入资金， 谋求长远发展。 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除了进行 “输血” 式的公益捐款
活动， 张立军还将小禾洞村的发展与自身事业发展相结合， 充分发挥其实力雄厚的优势， 在小禾洞
村投入大量资金， 运用小禾的土地资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激发小禾洞村的发展潜力， 实现从 “输
血” 到 “造血” 的转变。 所谓 “造血”， 也即前文所言的建设吾乡别院民宿群， 发展乡村旅游， 实
现多方共赢。 在建设吾乡别院民宿群的过程中， 张立军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而这需要强大的实力保
障。 据张立军介绍， 吾乡别院 36 号院全部建设完成后需用工 150 人左右， 每年将为村民发放的工
资约 900 万元。 这些资金注入小禾洞村， 将会增加村民的收入， 在根本上壮大村庄的经济实力， 改
变村庄的面貌。輨輮訛 若无强大的实力支撑， 在小禾洞村快速建立起民宿群并发展乡村旅游事业显然是
不可想象的。 就结果而言， 吾乡别院的开发建设和开张运行为村民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可观的
收入。 所有这一切， 都以雄厚的实力为保障。

五、 权力要素： 乡贤回归参与乡村治理的保障

新乡贤回归乡村不能只是返回乡村， 而是要回到乡村治理的中心， 成为乡村治理的支柱。 但学
界既有研究表明， 由于新乡贤是体制外的治理主体， 与村 “两委” 关系模糊， 缺乏正式的权力和官
方权威去处理乡村公共事务， 导致新乡贤的参与诉求与参与结果呈现较大的反差， 自身的追求与理
想无法付诸实践。 而且由于新乡贤不具有官方身份， 缺少体制赋权， 导致部分村民对其治理身份存
疑，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輨輯訛 张立军
的行为则表明， 新乡贤通过合法途径担任村 “两委” 负责人、 掌握村庄公权力是避免此种问题产生
的重要方法。 由新乡贤担任村党组织和村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人， 不仅能够解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
理的政治合法性、 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问题， 增加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和接纳， 而且还使得
新乡贤能够运用权力资源与制度力量引导乡村发展方向、 消除治理障碍、 促进人才回流， 保障决策
的顺利推进， 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效果。

（一） 运用权力引导乡村发展方向

既有研究和实践现状表明， “由于基层政权组织主导着村级公共资源供给与分配， 村 ‘两委’
作为村庄的正式代理人， 在政策动员逻辑下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目的会引起村 ‘两委’ 的关注，
使新乡贤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更有甚者二者会产生矛盾与对立”。輨輰訛 此外还有研究认为， 新
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应当 “主要是以 ‘辅助者、 输入者、 指导者、 驱动者’ 的身份定位参加乡村治
理， 发挥 ‘补位、 辅治’ 作用”。輨輱訛 既有研究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是， 村 “两委” 掌握村庄公共权
力、 主导村庄发展， 而新乡贤则在体制外独立发挥作用。 张立军的独特之处在于， 其全身心投入乡
村治理， 实际掌握了村庄事务决策权， 融合了两种治理权威， 能够以一体化而非双规掣肘的方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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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治理理念， 主导村庄的治理和发展。
在张立军担任小禾洞村党总支部书记之前， 该村较为贫困， 村 “两委” 的运行效率、 工作成效

都相对一般。 在其担任书记之前， 村 “两委” 甚至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办公场所， 连基本的日常运行
保障都存在问题。 据张立军介绍， 若继续由工作效果相对一般的 “他人” 担任书记， 其乡村治理理
念必然难以得到高效执行和实施。 张立军认为， “要改变整个村的现状， 还得有一些好的理念、 好
的规划， 甚至以后发展起来要有一些业态， 也就是说有一些项目进去， 这个村才能变亮。 我就决定
了， 要回来担任村书记”。輨輲訛 为了更好地将自己的乡村治理理念和设想贯彻、 实施下去， 真正建立起
能够引领村庄发展的干部队伍， 2014 年， 张立军在与镇党委沟通后报名参加了小禾洞村党总支部书
记选举， 并且以得票第一的结果成功当选。

张立军既是经济能力， 也是政治能人、 社会能人， 其熟知乡村权力资源及其运作方式， 善于适
当运用权力引领村庄发展方向， 通过政治公关为村庄发展谋求有益资源。 在担任小禾洞村党总支部
书记之后， 张立军倾力投入， 并发挥退伍军人的本色， 实干果敢， 调整好村 “两委” 班子， 提高村
干部工作效率， 建设乡村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此基础上， 张立军和村 “两委” 成员带领小禾洞
村开展了诸多变革， 使之逐渐走出贫困状态。 如在张立军和村 “两委” 的推动下， 小禾洞村完善了
道路、 路灯等基础设施， 为资源走进来、 产品走出去打下了基础。 2014 年， 小禾洞村引进了特石农
场有限公司。 特石农场拥有土壤检测与改良、 水系改良、 废弃物循环利用、 有机养殖、 有机种植、
病虫防控、 产品深加工等八大技术模块， 为小禾洞村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助力。 而且特石农场的
进驻为小禾洞村农民在农业生产、 产品加工、 项目建设方面提供了四十多个就业岗位， 带动了村民
就业， 缓解了农村留守人口问题。 此外， 最为重要的是， 在张立军的推动下， 小禾洞村以村企合作
的形式建立了前文所述的吾乡别院民宿群， 带领小禾洞村走上了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 破解了乡村
振兴发展难题， 实现了让土地生金、 让农民增收的目标。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张立军还通过制定村庄发展规划的方法， 将小禾洞村的发展路径和未来
走向确定下来， 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指引村庄发展。 目前， 小禾洞村的发展蓝图、 路线、 三年计划、
五年计划均已经基本明确。 譬如， 在张立军的牵头下， 2019 年 5 月由广州地理研究所承制了 《惠州
市惠东县梁化镇小禾洞村美丽乡村村庄规划》， 2019 年 4 月小禾洞村村委会和上海特石生态科技有
限公司承制了 《小禾洞村生态循环有机农业产业化社区项目规划》， 2019 年 4 月由惠州市吾乡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制定了 《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小禾洞村互助乡村生活社区规划方案》。 2020 年 5 月，
张立军在已实质上掌握村庄决策权且小禾洞村的发展步入了既定轨道之后， 张立军主动卸任村党总
支部书记， 开始担任副书记， 将主要精力投入小禾洞村的长远发展事业。

从修建村庄基础设施， 到引进有机蔬菜种植基地项目， 再到制定村庄发展规划、 发展民宿旅
游、 走上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 权力要素都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通过掌握村庄决策权， 张立军在
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 有机蔬菜种植基地的引进、 发展规划的制定、 民宿旅游的开发等事项过程中
所得到的不是来自村 “两委” 的审查、 阻碍和影响， 而是来自村 “两委” 的帮助、 执行和贯彻。 通
过妥善运用村庄公权力， 村民自治与乡贤之治、 自治力量与社会力量得到了有机结合并形成了同向
合力， 以一体化的方式引领村庄向前发展。 “权力体现的是实际的能动力量， 是现实存在， 属于实

輨輲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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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领域。”輨輳訛 若不掌握村庄公权力， 则张立军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游说村 “两委” 以获
得支持， 势必影响其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通过掌握村庄公权力， 新乡贤由处于被支配地位的
从属者、 服从者和参与者转变为处于支配地位的主导者、 引领者与组织者， 不仅获得了反支配的能
力而且获得了支配他人的能力， 有能力动员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

（二） 运用权力排除乡村治理障碍

做好乡村工作的困难在于很多时候各类层出不穷的问题会阻碍乡村治理的顺利开展。 为了更好
地实现回馈乡村、 推进乡村发展的目标， 新乡贤必须要掌握村庄权力。 只有掌握村庄权力， 成为乡
村治理的主心骨， 利用制度力量解决乡村治理的困难、 排除阻碍乡村治理的障碍， 为乡村治理和乡
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 恰如马克斯·韦伯所言： “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
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 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輨輴訛

小禾洞村要发展民宿走乡村旅游的路线， 必须要有良好的环境。 为此， 在张立军的推动下， 小
禾洞村对 “脏乱差” 的环境进行整治， 积极开展 “三清三拆三整治” 工作，輨輵訛 因地制宜进行拆旧复
绿， 对庙宇、 祠堂、 传统民居均进行翻修及保护， 为古树名木建立特色树池、 围栏， 在村内配置了
休憩座椅， 保留并保护了 6 口古井， 大幅改善了小禾洞村人居环境。 此外， 张立军还推动小禾洞村
将道路两旁的民房进行墙体外立面改造、 美化， 打造特色景观， 美化小禾洞村的形象， 以更美促
更富。

在进行村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 张立军还妥善运用权力推动制定了 《小禾洞村保洁质量标准》
《小禾洞村农村保洁员考核办法》 《小禾洞村污水设施日常排查管护工作机制》 等规范制度， 将 “村
道两旁不能种果树”輨輶訛 等规定写入村规民约， 为建设美丽乡村建章立制。 由于村居环境整治效果显
著， 2017 年， 小禾洞村被惠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 “惠州市卫生村”， 2018 年被广东省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 “广东省卫生村”。 如此结果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掌握权力是实现权利的手段。 张立军之所以运用权力整治环境、 排除发展障碍， 既是建设美丽
乡村深化乡村治理实践、 实现村民权益的理性行动， 也是张立军自身在小禾洞村经营民宿旅游生
意、 保障自身权利的现实所需。 正如有论者所言， “在政治、 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力主体， 不
仅有动力寻求或者建构权力的价值支持， 而且往往也有能力获得这种支持”。輨輷訛 理论上， “‘权利’ 的
实质就是一种合理的、 可以被国家强制力保证的 ‘利益’”，輩輮訛 掌握权力则能够保障自身权利在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使得自身合理诉求更好地得到关注和满足， 促成权利从应然状
态转化到实然状态。

輨輳訛 孙国华、 孟强： 《权力与权利辨析》， 载 《法学杂志》 2016年第 7期。
輨輴訛 [德]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上）， 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 81页。
輨輵訛 “为全面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小禾洞村委会持续加温鼓励坚持不解， 迅速行动， 真抓实干， 充分利用好时间扎实

推进 ‘三清三拆三整治’ 工作。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份， 在小禾洞村委会联星村、 光辉村、 四新村、 横坡村、 水仙布
村、 下排村、 下新屋小组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钩机、 运输车在紧张而又井然有序作业中， 镇、 村干部正在指挥拆除危旧楼
房、 废弃猪栏及乱搭乱建违法建筑等。 据了解， 小禾洞村驻村干部、 村 ‘两委’ 干部自愿放弃周末休息时间， 以环境综合
整治为切入点， 扎实推进 ‘三清三拆三整治’ 工作。 现场拆除危旧房屋 29 间， 面积超过 4500 平方米。” 以上张贴于小禾洞
村委会宣传栏， 宣传主题： 《梁化镇小禾洞村委会扎实推进 “三清三拆三整治”》。

輨輶訛 之所以禁止在村道两旁种果树， 一是因为果树会导致小孩爬树摘果摔伤， 二是村道旁种风景树有利于美化乡村环境。
輨輷訛 王莉君、 孙国华：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载 《法学家》 2003年第 5期。
輩輮訛 汪习根、 周刚志： 《论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关系的理性定位》， 载 《政治与法律》 200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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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运用权力促进人才流入乡村

推动乡村振兴必须让更多的资源、 人才进入乡村。 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 张立军善于运用
权力促进本村人才回流和外部人才流入， 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
体， 形成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张立军运用权力促进人才回流的最直接体现是运用权力解决 “一户一宅” 问题， 吸引外嫁女返
乡。 随着小禾洞村的本村环境、 经济、 生活日渐向好， 近年来不少外嫁女申请返回小禾洞村建房。
小禾洞村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为外嫁女返乡提供方便， 吸引外嫁女返乡。 其一， 为外嫁女户口回迁提
供服务。 由于担任市人大代表以及在外考察等原因， 张立军对 “一户一宅” 政策较为了解， 为此在
小禾洞村开会时其向村民强调： 有意返乡建房的外嫁女应在政策宽松时尽快将户口迁回本村， 从而
取得建房资格。 对于有意迁回户口的外嫁女， 张立军会组织村小组进行签名盖章， 帮助外嫁女完成
户口回迁程序。 其二， 对于户口不迁回但有意在小禾洞村建房的外嫁女， 允许其投靠娘家父辈， 与
娘家父辈协商在其宅基地上建房。輩輯訛 第三， 在土地确权时做到不完整确权， 为村民自治留下更多空
间。 在行政机关要求对土地进行确权登记时， 村里实行自愿的办法， 对于上级行政机关未要求硬性
确权的土地不予确权。 “例如生产队有 500 亩地， 确权上报 400 亩， 剩下的 100 亩就可以运作了。
如果全部都确权了， 就没有流动性了。”輩輰訛 通过不完全确权， 小禾洞村能够为人才回流预留更多土
地。輩輱訛 由于小禾洞村的做法能够帮助解决外嫁女返乡的土地问题， 近两年该村主动返乡的外嫁女已
超 20 户。 这些返乡外嫁女对小禾洞村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 村内不少道路、 桥梁、 庙宇由返乡
外嫁女主要建设和参与建设。 此外， 张立军还通过为乡贤建房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 通过筑巢引
凤的方式凝聚人心、 留住乡贤、 汇聚人才， 促进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除了对内适当运用村庄公共决策权为村庄发展扫除障碍、 明确方向， 张立军还担任惠州市人大
代表， 对外积极运用政治话语权为村庄发展谋求有益资源。 在 2017 年市 “两会” 上， 张立军领衔
提出 《建议市政府要加大修通自然村公路的建设》， 并很快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回应并实施， 全市
的通自然村道路硬底化工程在 2017 和 2018 年期间集中启动， 实现了村民多年来的愿望。 以张立军
所在的小禾洞村为例， 2018 年有 6.1 公里通自然村道路实现硬底化。輩輲訛

总体而言， 在基本符合法治框架和政治大局的前提下， 通过处理好与社会环境、 制度环境、 基
层政府的关系， 正确引导和妥善运用公共权力， 张立军有效实现了国家法律要求、 党委政府期待、
基层群众期盼的三向互动， 改变了资源单向流动的格局， 实现了人才、 资金的流入， 初步呈现了乡
村善治的局面。

思考

由于张立军给小禾洞村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 提升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让小禾洞村

輩輯訛 在小禾洞村， 外嫁女娘家父辈一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或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按政策可享有两处宅基地。 参见前引輦輱訛。
輩輰訛 参见前引輦輱訛。
輩輱訛 按照惠东县人民政府的相关通知， 确权登记范围是： “全县集体土地范围内符合登记发证条件的农村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

及地上永久性存续的、 结构完整的农村主要房屋， 不包括简易房、 棚房、 宗祠堂、 独栋厨房、 农具房、 圈舍、 厕所等临时
性建筑物和构筑物。” 参见 《惠东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房地一体”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总登记的通告》
（惠东府告 〔2020〕 38号）， 惠东县人民政 2020年 9月 30日发布。

輩輲訛 黄晓娜、 陈瑞凤： 《降低门槛建成 “组组通” 硬化路》， 载 《惠州日报》 2019年 12月 30日第 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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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小禾洞村村民就会对张立军予以认同， 就会认可张立军的乡村治理思
路和发展规划， 并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和村庄建设中来， 为村庄发展出力， 形成人人有责、 人人尽
责、 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如小禾洞村的村道修建成本比周边村的村道修建成本低不少。 之
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在修路的过程中， 不少村民主动出钱出力， 自觉提供挖掘机等机械，
帮助修建村道。 实际上， 作为全方位回归的在场乡贤， 张立军不仅改变了乡村外貌和经济水平， 还
“在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方面给普通乡民以示范效应”，輩輳訛 通过言谈举止感化了乡村社会风气、 更新
了乡村社会认知、 改变了乡村社会习惯、 引导了乡村社会发展， 形成和凝聚了发展共识， 汇聚了乡
村振兴的合力， 推进了乡村治理， 塑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在前文所分析的四类要素中， 情感要素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自觉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能力
要素是保障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 实力要素奠定了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的根基和依
靠， 权力要素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引领方向、 消除障碍提供了正当性证明、 合法性保障以及可资
利用的制度工具。

为了强化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我们认为可按照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
要素依托， 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机制， 为新乡贤回归乡村、 投资乡村、 建设乡村、 治理
乡村创造必要条件、 提供政策空间、 搭建制度平台， 将张立军的个人行为拓展为可复制、 可持续、
可推广的制度性行为， 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具体而言， 一方面， 尊重和保障回归新乡贤在乡村的主体地位。 对于已经回归乡村的新乡贤，
可通过赋予宅基地使用权、 授予村民资格等方式， 使得乡村能够真正地留住人才。 例如对于长期在
村内居住但没有宅基地的新乡贤， 可通过立法引导和村规保障的方式尝试授予新乡贤宅基地使用
权， 使得其能够长期使用宅基地， 解决其居住问题。 对于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和本村村民资格的
新乡贤， 可以给予村或村集体经济组织 “特别成员” 待遇， 回乡稳定居住的新乡贤如果符合条件则
可将户口迁回农村， 获得正式村民身份， 不符合条件的可以给予特殊村民资格， 赋予其出席参加村
民代表大会的资格， 对乡村事务具有一定的投票表决权， 更可在现场就乡村事务发表意见建议。 通
过赋予新乡贤必要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村民资格， 不仅能够强化新乡贤的生存保障、 消除其后顾之
忧， 使其能够 “留得住”， 还能够增强新乡贤的情感归属和心理认同， 强化情感要素支撑和主体意
识， 保护和提升新乡贤干事创业和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使其能够 “干得好”。

另一方面， 对于具有雄厚实力、 超常能力但尚未回归的 “场外” 乡贤， 可借力 “第一书记” 制
度， 由德才兼备的新乡贤到农村基层党组织担任 “第一书记”， 解决新乡贤权力要素缺失的问题。
通过借力 “第一书记” 制度， 吸纳德才兼备的外来投资者和 “场外” 乡贤驻村担任 “第一书记”，
有效壮大乡贤队伍， 提升乡贤作用， 发挥乡贤价值， 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实现乡村振兴。 此
外， 对于未返乡的新乡贤， 还可通过培育新乡贤组织、 开展乡贤定期交流等方式加强新乡贤与乡村
的情感维系， 吸引其全方位地返回乡村、 投资乡村、 建设乡村， 促进新乡贤的项目回流、 资金回
流、 技术回流和信息回流。 采取上述举措， 将有利于更好地把新乡贤的个人行为转化为可复制、 可
推广的制度性行为， 进一步推进乡村善治。

同时， 还应注重对回归乡贤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监督。 现代化治理的根本要求和根本基础是法
治， 具有长久影响力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必然是法治。 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乡贤利用

輩輳訛 参见前引譽訛， 胡鹏辉、 高继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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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分析

自身权威、 能力和资源进行乡村治理， 更多的表现为人治色彩。 如张立军对乡村治理和法治的某些
看法、 对村 “两委” 的控制都具有较浓厚的人治意味， 使得自治与法治、 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张力。輩輴訛 既有的治理经验表明， 人治下的乡村治理有可能会导致权力寻租、 民主萎缩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民主法治。 为此， 既要提升乡贤回归的主体自觉， 完善乡贤回归的制度支撑， 依
法尊重回归乡贤的法律权利， 在法治下发挥回归乡贤的治理作用， 也应注重在村内外对回归乡贤进
行必要的法律、 制度规制和监督， 保障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发挥正向作用， 避免消极作用的
出现。

輩輴訛 在张立军看来， 法治有时缺少灵活性、 针对性， 不符合现实所需， 因而乡村不能靠法治， 乡村应当靠乡治。 参见前引輦輱訛。

（责任编辑： 李广德）

Abstract: The�new�rural�sages�who�return�to� their�hometown�are� the�main�force�of�rural�gover-
nance.�To�play�a�role�in�rural�governance,�new�rural�sages�need�to�rely�on�emotional�elements,�a-
bility�elements,�strength�elements�and�power�elements.�Among�them,�the�emotional�elements�com-
posed�of�provincialism,�family�affection�and�teacher-student�affection�are�the�important�prerequi-
site�for�the�return�of�new�rural�sages.�The�ability�elements,�including�the�ability�to�find�the�right�
governance�direction,�the�ability�to�arrange�the�governance�space,�the�ability�to�strive�for�the�gov-
ernance�resources,� the�ability� to�break� through� the�governance�bottleneck,�and� the�ability� to� im-
prove�the�governance�of�soft�environment,�are�the�key�of�effective�governance.�The�strength�ele-
ments�with�economic�strength�as�the�main�component�is�the�basis�for�new�rural�sages�to�actively�
participate�in�rural�governance.�The�power�elements�with�the�village�public�decision-making�pow-
er�as�the�main�content�provides�the�legitimacy�guarantee�for�new�rural�sages�to�play�their�role.�To�
promote�the�role�of�new�rural�sages,�we�are�supposed�to�make�up�the�missing�elements�under�the�
framework�of�the�rule�of�law�and�create�better�conditions�for�new�rural�sages�to�return�to�the�rural�
areas,� invest� in� rural� areas,� build� rural� areas,� lead� rural� development,�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
nance�and�achieve�rural�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New� Rural� Sages;� Rural� Governance;� Emotional� Elements;� Ability� Elements;�
Strength�Elements;�Power�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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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厘清个体赋权路径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才能合理界定个人权利范围和效能。
算法决策治理具有双重目标， 即尊重人的主体性和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题。 个体赋权
存在个体能力不足、 解释意义不足、 个体权利绝对化等限制， 不宜将其作为解决算法决策
功能性问题的主要路径。 个体赋权的定位主要在于尊重人的主体性， 通过构建算法 “正当
程序” 为使用算法提供正当性基础。 个体赋权的内容应当体现为通过透明权利适度提高算
法透明度， 以便于个人了解自动化决策并提出观点和质疑。 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重心
应当转向以 “风险预防规则” 和协同治理模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影响评估， 形成全过程治理。
关键词： 自动化决策 算法治理 个体赋权 协同治理 个人信息保护法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7

*谢琳，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曾俊森， 中山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大数据
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 ‘场景风险监管’ 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 17CFX069） 的阶段性成果。

譹訛 参见张欣： 《算法解释权与算法治理路径研究》， 载 《中外法学》 2019年第 6期； 沈伟伟： 《算法透明原则的迷思———算法规
制理论的批判》， 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19年第 6期。

譺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第七十三条。

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

谢 琳 曾俊森 *

引言

随着算法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 算法权力扩张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算法决策可能对个人
产生约束效果并严重影响个人权利与自由， 因此算法决策从最初的计算机概念转变为社会治理的对
象。 个体赋权路径是算法决策治理中的重要路径， 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 《个保法》）
与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都规定了与算法决策有关的个体权利， 但是相关研究对个体赋权路径
的权利范围与效能争议较大。譹訛 如何理解和构建算法决策治理中的个体权利需要综合考量个体赋权
路径的定位与限度， 本文通过反思针对算法决策的个体权利的规定， 厘清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
中的定位， 为我国未来算法治理提供借鉴。

一、 算法决策治理的双重目标

算法决策， 又称自动化决策， 是指 “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分析、 评估个人的行为习惯、 兴趣爱
好或者经济、 健康、 信用状况等， 并进行决策的活动”。譺訛 在算法决策应用于社会的过程中， 算法妨
害与算法黑箱问题成为算法决策治理的重要动因， 其反映了算法治理的双重目标， 即解决算法决策
的功能性问题与尊重个体的主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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譻訛 Tarleton Gillespie, The Relevance of Algorithms, in Tarleton Gillespie et al., Media Technologies: Essays on Communication,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4, p.167.

譼訛 See Danielle Keats Citron & Frank Pasquale, The Scored Society: Due Process for Automated Predictions, 89 Washington Law Review
1 (2014).

譽訛 See Frank Pasquale, The Black Box Society: The Secret Algorithm That Control Money and In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0-11 (2015).

譾訛 这类信息是关乎特定个人的 “预测个人信息”， 个人对其有被他人操控的疑虑和恐慌， 参见邢会强： 《大数据交易背景下个
人信息财产权的分配与实现机制》， 载 《法学评论》 2019年第 6期。

譿訛 See Adam Hadhazy, Biased Bots: Artificial-Intelligence Systems Echo Human Prejudi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April 18, 2017, https:
//www.princeton.edu/news/2017/04/18/biased-bots-artificial-intelligence-systems-echo-human-prejudices, December 15, 2021.

讀訛 See James， Vincent， Amazon Reportedly Scraps Internal AI Recruiting Tool That Was Biased against Women， The Verge， October
10， 2018. https： //www.theverge. com/2018/10/10/17958784/ai-recruiting-tool-bias-amazon-report， December 15， 2021.

讁訛 [美] 罗伯特·考特、 托马斯·尤伦： 《法和经济学》（第 6版）， 史晋川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56页。
輥輮訛 技术中立的含义主要包含了： 功能中立、 问责中立与价值中立。 价值中立是技术中立原则的核心部分。 参见郑玉双： 《破解

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年第 1期。
輥輯訛 See Cathy O’Neil,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6, p.21.

（一） 算法妨害

在数学意义上， 算法是指 “通过特定计算将输入数据转换为输出结果的编码过程”。譻訛 然而， 当
算法广泛应用于社会时， 就成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技术， 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可能受其影响。 算法
决策的普及化使我们生活在一个 “评分社会” （Scored society）譼訛 或者 “黑箱社会” （Black box
society）。譽訛 通过收集并分析我们的数据， 算法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价， 如人们买了什么、
做了什么， 人们如何思考、 如何工作， 人们的关系网如何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个人的关系。譾訛 这类评
价涉及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 如市场营销、 保险、 教育、 就业、 行政、 司法等， 一旦自动化决策过
程存在歧视、 偏见、 错误甚至操纵行为， 其将对个体甚至某个群体带来巨大的外部成本。 举例来
说， 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现有的算法 AI 软件系统分析了 220 万个单词， 发现欧洲人的名
字比非洲裔美国人的名字评分更高， “女人” 和 “女孩” 这两个词更有可能与艺术联系在一起， 而
不是与科学和数学有关， 科学和数学与男性的相关程度更高。譿訛 如果算法基于以上的发现决定就业
机会或者教育机会， 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将受到不公平对待。 实际上， 亚马逊平台的在线招聘算法
系统曾被发现存在性别歧视。讀訛 更有甚者， 算法决策可能成为操纵特定个体或群体评价的手段。 如
果算法评价成为了社会活动的重要评价标准甚至唯一标准， 人的弱点与缺陷将在算法面前暴露无
遗， 掌握技术优势的人很可能会改变人们的特性， 如改变其消费态度甚至是观点立场。 人的主体性
将在算法技术中消失殆尽。 随着算法评价的增加与深入， 社会上的人将形成属于自己的数字画像，
每个数字画像对应着特定的评分、 特征甚至是弱点。 基于画像评分不断增加的歧视、 排斥与操纵将
会加深人的脆弱性。 在使用算法的过程中， 算法歧视、 算法错误与算法操纵形成了对社会中的个体
或群体的妨害。 这类妨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 如同污染一般是一个程度问题，
算法针对的可能不是特定的主体或者群体， 而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讁訛

算法妨害源自其无法自洽的功能逻辑。 算法广泛应用基于一种功能的逻辑， 传统的人类决策充
满着歧视、 认知偏差、 错误、 效率低等缺陷， 自动化决策被寄予解决人类决策缺陷的厚望。 算法作
为一种技术仿佛是中立、 客观且不存在任何偏见的。輥輮訛 然而， 算法并非如其所宣称般中立。 相反，
算法可以使现有的刻板印象和社会隔阂永久存在。 正如 Cathy O’Neil 所言， “算法模型只是镶嵌在
数学中的观点”， 算法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数学模型。輥輯訛 在算法设计上， 算法的对象、 输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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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輰訛 参见谢琳：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边界的界定》， 载 《学术研究》 2019年第 3期。
輥輱訛 郑智航教授归纳了算法歧视的三种基本类型， 包括： 偏见代理的算法歧视 （“关联歧视”）、 特征选择的算法歧视、 大数据

（算法） “杀熟”。 参见郑智航、 徐昭曦： 《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 载 《比较
法研究》 2019 年第 4期。

輥輲訛 See Jonathan Fox, 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17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663 （2007）.
輥輳訛 参见张凌寒： 《权力之治：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规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27—50页。
輥輴訛 Jenna Burrell, How the Machine “Thinks”: Understanding Opacity i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3 Big Data & Society 1 （2016）.
輥輵訛 Celine Castets -Renard, Accountability of Algorithms in the GDPR and Beyond: A European Legal Framework on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30 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91, 101 （2019）.

数据的加权比重、 算法的类型等方面无不由人类来决定。 在数据输入上， 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现实
社会， 这些数据本身就可能带有偏见与刻板印象， 例如： 性别、 肤色、 种族等原生敏感数据， 在深
度分析下， 邮政编码、 IP 地址等关联数据有可能成为带有歧视的敏感数据。輥輰訛 即使在复杂甚至能够
产生 “意识” 的算法模型中， 如机器自主学习、 人工智能等， 人类的观点与选择都贯穿于算法建
构、 训练、 监管的全过程。輥輱訛 在 “技术中立” 原则的庇护下， 算法决策掩盖了其所存在与人类决策
一样的问题。 算法决策并非价值中立， 其不能摆脱存在歧视、 错误与偏差的问题。 算法模型不仅仅
是由数据训练的， 还需要人类进行设计并有选择性地对数据进行分类和筛选， 这些选择不只是关于
功能、 利润和效率， 它们本质上是关乎道德的。

算法妨害实际上是一种不公正的算法技术使用， 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歧视、 错误、 操纵对
无辜的主体施加了过高的成本， 在没有法律的介入下受到算法影响的主体难以通过协商排除算法妨
害。 因此， 解决算法妨害问题的核心是通过问责制将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题所带来的外部成本内部
化。 问责制关键在于建立明确的责任链， 个人或组织需要对法律和道德义务承担责任， 并以透明的
方式披露结果。輥輲訛 算法问责为算法外部成本设定相应的责任， 成为相关主体在使用算法决策时必须
考虑的成本， 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其采取措施减少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二） 算法黑箱

算法黑箱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算法决策问责的难度加大。 通过对知识形成排他性占有甚至
自主生产知识， 算法制造了信息不对称以获得信息优势， 形成强大的算法权力， 引发社会的不安与
担忧。輥輳訛

算法黑箱是指人类无法理解算法作出的结果和决策， 其指向算法的不透明特性。 算法黑箱能够
减少外界对算法决策过程的影响， 但是算法黑箱使得算法过程难以得到解释。 学者 Bruell 指出， 算
法不透明的原因主要有三种， 包括： 故意不透明、 外行的不透明 （Illiterate opacity）、 内在的不透
明。輥輴訛 故意不透明是指人类的算法系统的内部运作被故意隐藏起来。 故意不透明可能基于商业秘密
保护而存在， 也可能是为了通过系统操纵他人。 外行的不透明是指由于只有那些拥有专业技术知识
的人才能理解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 因此， 对外行而言， 该体系的内部运作是不透明的。 外行不透
明性意味着对于许多普通民众来说算法决策难以被知晓和预测。 内在的不透明是指由于人类和算法
对世界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不匹配， 算法自我运作的内部是不透明的。 以往人类对算法的干预和解
释主要在特定任务型的算法， 但是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算法解释发展使得人类干预和解释捉
襟见肘， 甚至专业人员也越来越难以解释算法的运作过程。輥輵訛 这种技术允许算法搜索和分析大量的
数据， 以发掘算法模式和相关性并成为决策的基础。 算法难以解释使得相关性和推论取代了因果关
系， 算法问责可能会举步维艰。 此外， 在算法决策过程当中， 不透明度使得个人无法知晓算法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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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輶訛 Loomis v. Wisconsin, 881 N.W.2d 749 （Wis. 2016）, cert. denied, 137 S.Ct. 2290 （2017）.
輥輷訛 Brennan Ctr. for Justice at N.Y. Univ. v. N.Y.C. Police Dep’t, 2017 N.Y. Misc. LEXIS 5138, at *5 （N.Y. Sup. Ct. Dec. 22, 2017）.
輦輮訛 See Margot E. Kaminski, Binary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GDPR’s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92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1529, 1553-1557 （2019）.

己的影响， 人在算法决策下可能会被物化， 丧失其主体性和人格尊严。
算法权力扩张本质上是算法通过不透明特性制造信息不对称形成优势地位。 算法权力扩张可能

会导致算法问责的困难和社会担忧的加重。 近年来， 对自动化决策不透明性危机的担忧逐渐凸显，
如 2017 年， “美国大数据审判第一案” ———卢米斯上诉美国威斯康星州案 （又称 “Compas 案”）輥輶訛、
“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司法中心与纽约州警察部门案”。輥輷訛 算法透明成为了解决算法信息不对称的
重要途径。 透明与问责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 在实践中， 透明与问责经常被视为良好治理的基础
与支柱。 提高透明度有助于确认责任链条以实现有效的问责制。 此外， 提高透明度有助于个人与组
织参与算法治理以增强社会对算法决策的信任。 明智地使用透明度能够创造一个良性循环， 合法
性、 公民参与和信任将导致一场动态的算法治理变革。

综上， 解决算法的功能性问题与尊重人的主体性 （人格尊严） 是算法决策治理的核心目标。 首
先， 算法决策如人类决策一般可能存在歧视、 错误、 操纵等功能性问题， “算法黑箱” 进一步掩盖
了这些问题并加大了算法问责的难度。 其次， 算法决策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使其被 “物
化”， “算法黑箱” 导致个体难以发现算法的问题并参与到对算法的质疑当中， 加深了个体的担忧与
不安。 算法决策治理的两个目标实际上与行政法领域中对政府决策的监管目的相似。 过去， 政府决
策也曾被视为 “黑箱” 决策， 法律一方面需要监管政府决策中的功能性问题， 如决策错误、 不公平
对待、 对民众的操纵，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提高透明度以实现有效的问责制， 同时增强个体对政府决
策的理解和质疑能力， 以尊重个体的主体性， 为政府决策提供正当性基础。 当然， 技术的深入发展
使算法决策的问题可能比传统的政府决策问题更为突出。 但是， 算法决策治理的核心目标同样在于
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以及个体主体性问题。 为应对算法决策风险， 我国 《个保法》 赋予了个体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知情权与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解释说明权， 并规定了个人信息影响评估制度。

二、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定位

《个保法》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赋予了个体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个人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
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通过行使该项积极权利， 个体成为了算
法决策治理中的主体。 个体赋权强化个体应对和控制技术风险的能力， 增强个体在技术威胁中的主
体性， 有助于解决个体主体性问题。輦輮訛 但是，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 个体存在感知风险能
力与算法问责能力不足的问题。 同时，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面临权利绝对化的问题， 可能会阻碍信息
的合理流通。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核心定位在于通过赋予个体控制权利解决尊重个体主体性问题，
而非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一） “赋权条款” 抑或 “禁止条款”

纵观 《个保法》 第二十四条， 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被加以保证透明度和结果公
平公正的义务， 这意味着处理者需要告知个人其正在使用自动化决策。 当自动化决策对个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时， 个人有权要求说明以及拒绝仅基于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的决定 （以下简称 “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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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輯訛 Regulation （EU） 2016/679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April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t.22.

輦輰訛 例外情形包括： （1） 该决策为订立合同或履行合同所必需； （2） 获得欧盟或成员国法律授权， 且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措施；
（3） 决策基于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 在前述第一和第三项例外情形下， 数据控制者至少保障数据主体有权获得人为干预，
表达其观点与质疑该决定。 在使用个人敏感信息的情形下， 还需要符合第 9 条第 2 款 （a） 项或 （g） 项的相关规定并辅以
适当的保障措施。

輦輱訛 张建文、 李锦华： 《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法上的反自动化决策权研究》， 载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唐林垚： 《“脱离算法自动化决策权” 的虚幻承诺》， 载 《东方法学》 2020年第 9期。

輦輲訛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Automate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 and Profiling for the purposes of
Regulation 2016/679, WP251. rev.01, pp.19-23.

輦輳訛 European Community, Amended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COM （92） 422 Final - SYN 287, p.26.

輦輴訛 Alan F.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 Atheneum, 1968.
輦輵訛 谢琳、 曾俊森： 《数据可携权之审视》， 载 《电子知识产权》 2019年第 1期。

决策”）。 在个体没有行使拒绝权时， 《个保法》 并未赋予个体其他质疑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或者要求
信息控制者实施保障个体提出质疑的措施。 因此， 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
平、 公正并保障个人的提供解释说明权而个体没有行使拒绝权的情形下， 即可对个体作出有重大影
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GDPR”） 第 22条第 1款同样针对自动化
决策作出类似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的规定， 基于全自动化过程进行决策且对数据主体产生法律效力
或类似的重大影响时， 数据主体有权不受该决定约束。輦輯訛 只有符合第 22 条第 2~4 款的例外情形时，
数据控制者才能使用上述的自动化决策。輦輰訛 我国有学者称其为 “反自动化决策权” 或 “脱离自动化
决策权”。輦輱訛 然而， 欧盟第 29 条数据保护工作组制定的 《自动化个人决策与识别指南》 （以下简称
《自动化决策指南》） 明确指出， 该款中的 “权利” 一词并不意味着在数据主体主动援引时才适用。 第
22条第 1款规定了基于全自动处理进行决策的一般禁止原则， 无论数据主体是否就其个人数据的处
理采取行动， 此禁止条款都普遍适用。輦輲訛 早在欧盟通过 1995 年 《数据保护指令》 （以下简称 “95 指
令”） 进行规制时， 欧盟委员会就对全自动决策过程的质量表示担忧， 担心这样的过程会使人们认为
所达成的决策是理所当然的， 从而降低控制者调查和确定所涉事项的责任。輦輳訛 全自动化决策具有较大
的潜在风险， 因此 GDPR普遍禁止对数据主体产生法律效力或类似的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个保法》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关于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规定与 GDPR 第 22 条第 1 款在字面上具
有相似性， 两部法律都赋予了信息主体相关的 “权利”， 同时设置了一定的义务， 但是 《个保法》
的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属于赋权条款， GDPR 的 “权利” 属于禁止条款。 两种不同的条款代表两
种不同运行逻辑的治理模式———“个体赋权” 模式与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模式。 自动化决策拒绝
权的治理逻辑是一般情况下允许使用自动化决策， 在个体积极行使拒绝权时， 处理者才被禁止进行
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换言之，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赋予了个体积极的控制性信
息权利， 这项权利与威斯丁将隐私权界定为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輦輴訛 以及 “信息自决权理论”
———“个人主体具有控制、 发布、 适用个人数据的权利” 一脉相承。輦輵訛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模式的
治理逻辑是原则上禁止进行对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在满足例外情形时处理者方
可使用。 因此， 在使用自动化决策时， 处理者必须证明其不符合禁止条款的规定或者满足例外条款
的要求。 GDPR 第 22 条第 1 款的 “权利” 并不像 “信息获取权” （第 15 条）、 “删除权” （第17 条）
或“数据可携权” （第 20 条） 一般赋予个体可以积极行使支配和控制个人信息的权利， 第22 条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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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輶訛 参见 [美] 霍菲尔德： 《基本法律概念》， 张书友编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26-78页。
輦輷訛 See Samuel D. Warren & Louis 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ard Law Review 193, 195-196 （1890）.
輧輮訛 丁晓东： 《个人信息保护： 原理与实践》， 法律出版社 2021年版， 第 90页。
輧輯訛 See Jakub Mí觢ek, Consent to Personal Data Processing - The Panacea or the Dead End?, 8 Masary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69 （2014）.

款只是赋予个体不受自动化决策约束的消极权利 （Right not to be subject）。 这项 “权利” 类似于霍菲
尔德权利理论中的 “豁免” （Immunity）， 自动化决策的处理者因此没有 “权力” （Power/Ability） 将
“责任” （Liability/Subjection） 施加于个人， 而不是赋予个体一种狭义的 “权利” （Right/Claim）。輦輶訛

“禁止条款+例外允许” 模式通过处理者义务映射出个体的权利， 属于一种消极的防御型信息权利，
与沃伦和布兰代斯将隐私权界定为 “独处权利” 有异曲同工之妙。輦輷訛 当然，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模式不仅仅包含消极的防御型信息权利， 例如 GDPR 第 22 条要求处理者提供保障措施， 最起码保
障主体有权获得人为干预， 表达其观点与质疑该决定。 因此， 赋权条款实际上是通过赋予个体积极
权利， 让个体自我决定和控制自动化决策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禁止条款则通过对处理者施加相应的义
务映射出个体的权利， 无论个体是否行使权利， 处理者都必须设置具体的保障措施， 履行保障义务。

（二）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限度

“个体赋权” 与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对应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 将会带来差异的治理效果。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与 “原则禁止+例外情形” 模式同样保护了个体的人格尊严、 体现人的主体性以
及防止人的 “物化”。 但是，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 “个体赋权” 模式的限度较大。 此外，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面临权利绝对化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利用。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给个体配置了一种积极的控制性权利， 这项权利类似消费者保护法和劳动法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纠正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但是， 与传统的消费者保护法和劳
动法不同， 自动化决策的复杂性与不透明性加剧了个人的弱势地位， 通过个体行使控制性权利进行
算法规制的效果有限。 首先， 一般个体对风险的认知往往局限于熟悉的领域和风险较大的领域， 个
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感知往往比较迟钝。輧輮訛 这种风险感知一方面源于个体的能力， 另一方面源
于算法的黑箱特性。 这可能导致个体难以感知自动化决策是否对其有重大影响。 其次， 即使处理者
主动告知个体其仅通过自动化决策作出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 个体也没有能力实现有意义的控
制和问责。 如前文所述， 自动化决策从设计、 输入数据、 算法运行到最终产生决策的每个阶段都可
能导致算法歧视和算法操纵等问题的出现， 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 个体无法控制自动化决策的
全过程。 当然， GDPR 第 22 条为处理者规定的 “知情同意” 例外条款以及 “主体有权获得人为干
预， 表达其观点与质疑该决定” 的保障措施面临与个体赋权相似的困境。輧輯訛 但是， “原则禁止+例外
允许” 模式是通过处理者义务映射个体的权利， 并非赋予个体积极权利， 个体的积极行权不是自动
化决策规制的唯一方式。 处理者需要主动证明决策不属于对个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或
者证明决策符合例外情形并提供适当的保障措施， 这实际上是通过提高处理者的合规成本将算法外
部成本内部化。 因此，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模式在解决功能性问题上比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更有
效。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规定了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背景下，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 应当理解为
信息处理者在使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时应当提供的保障措施。 例如， 信息处理者应当主
动向个体提供拒绝的机制， 即使个体没有行使拒绝权， 也应当为个体提供质疑自动化决策的途径，
并保证决策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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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輰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丁晓东书， 第 109页。
輧輱訛 基于第 22条的定义进行自动化决策时， 控制者必须告知数据主体他们正在从事此类活动、 提供涉及自动化决策逻辑的有意

义的信息以及解释处理的重要性和设想的后果。
輧輲訛 See Bryce Goodman & Seth Flaxman, European Union Regulations on Algorithmic Decision Making and a “Right to Explanation”, 3

AI Magazine 50, 50-57 （2017）; Wachter et al., Why a Right to Explanation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Does Not Exist in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7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76, 76-99 （2017）.

輧輳訛 参见汪庆华： 《算法透明的多重维度和算法问责》， 载 《比较法研究》 2020年第 6期。
輧輴訛 《自动化决策指南》 规定控制者只需要向数据主体提供一般性信息 （特别是有关决策过程中考虑的因素， 以及它们各自在总

体上的 “权重”）， 并不需要进行特定解释。

在促进信息合理流通方面， 由于缺乏其他的例外情形，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可能面临权利绝对化
的问题。 个人信息的流通价值指向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 无论是企业合理使用信息所形成的聚合效
益， 还是个人信息作为言论自由对象的价值， 都应当受到保护。輧輰訛 个体赋权如果走向绝对化， 将会
影响信息的合理流通从而影响公共利益。 《个保法》 第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相应的例外情形， 这意味
着只要个体行使拒绝权， 处理者无法基于其他理由进行对个体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GDPR 第 22条第 2款为 “禁止条款” 提供了例外情形， 例外情况包括： （1） 该决策为订立合同或履
行合同所必需； （2） 获得欧盟或成员国法律授权， 且提供了适当的保障措施； （3） 决策基于数据主
体的明确同意。 在使用个人敏感信息的情形下， 还需要符合第 9 条第 2 款 （a） 项或 （g） 项的相关
规定并辅以适当的保障措施。 这意味着 “禁止条款” 并不必然导致过于严格的规制。 使用自动化决
策有益于提高商业效率和促进公众利益。 如果个体行使拒绝权即可禁止使用对个体权益产生重要影
响的全自动化决策， 将会导致更为严格的自动化决策规制。 尽管 GDPR 第 22 条的例外情形条款也
存在不足与争议， 但是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可能更能促进信息的合理利用和流通。

综上所述，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赋予了个体积极的控制性权利， 通过增强个体参与算法决策治理
的能力， 纠正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有助于解决个体主体性问
题。 但是，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无法有效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甚至会阻碍信息的合理利用与流
通， 其治理效能不如以信息控制者义务为中心的 “原则禁止+例外允许” 模式。

三、 个人透明权利的定位

为了应对算法黑箱导致的权力扩张， 算法解释成为了重要的治理手段。 基于对权利话语路径的
依赖， 《个保法》 赋予了个体知情权、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解释说明权， GDPR 则赋予了数据主体知
情权 （Right to be informed） 与数据访问权 （Right of access）。輧輱訛 众多学者争论欧盟是否存在算法解
释权并基于 GDPR 的相关规定建构起不同版本的算法解释权。 然而， 在没有确定算法解释权的实质
内涵之前， 对于欧盟是否存在算法解释权的争论以及是否应当将我国的相关权利解释为算法解释权
并没有意义。 算法解释权的关键在于如何建构与算法决策治理目标相适应的透明权利， 如何建构需
要思考透明权利的定位。

（一） 算法解释权争议的实质

主流观点中的算法解释权是指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对特定决策进行具体且有意义的解释。輧輲訛

算法解释权被认为是实现算法透明的高度体现。輧輳訛 不同于知情权与访问权要求事前提供系统的一般
性信息，輧輴訛 算法解释权属于事后解释， 个人有权要求控制者对特定决策提供更为具体的信息， 如特
定决策中的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 考量因素与因素的比重等等。 许多学者在提及欧盟规制路径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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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算法解释权 （Right to explanation） 作为路径的核心， 算法解释权仿佛成了自动化决策规制的关
键。 然而， 欧盟并未阐明 GDPR 是否存在算法解释权， GDPR 规定的知情权 （第 13~14 条） 与数据
访问权 （第 15 条） 中的 “为数据主体提供涉及自动化决策逻辑的有意义的信息” 与绪言第 71 条中
的 “为数据主体提供在相关评估后获得对该决定的解释并质疑该决定的权利” 成为了众多学者建构
算法解释权的基础。輧輵訛

这场论战最早由学者 Bryce Goodman 与 Seth Flaxman 引发， 他们将 “提供涉及自动化决策逻辑
的有意义的信息” 扩张解释为算法解释权。輧輶訛 这种主张被 Wachter 教授等学者所批判， 他们认为
GDPR 仅要求对系统的功能 （系统如何运行） 进行事前解释 （Ex ante explanation）， 而无需对决定背
后的原因进行事后解释 （Ex post explanation）。輧輷訛 Edwards 教授与 Veale 博士则从机器学习算法的角度
指出了行使算法解释权的实际困难， 不同的是， 他们接受算法解释权的可能性。輨輮訛 尽管相关的批驳
观点获得了大量的追随， 但是支持算法解释权的学者并不在少数。 Powles 教授与 Selbst 助理教授明
确反对 Wachter 教授等学者的观点， 他们认为对系统的事后解释是可行且应当的， 算法解释权应源
自 GDPR 第 13~15 条。輨輯訛 Bygrave 教授与 Mendoza 研究员认为 GDPR 条款中关于访问权 （第 15 条）
的规定并未排除事后解释的可能性， 这种权利可以视为 GDPR 第 22 条第 3 款的 “质疑自动化决策
权” （Right to contest） 的默示条款。輨輰訛 Casey 等学者从 GDPR 的执法层面进行分析， 声称 GDPR 引入
了明确的算法解释权。輨輱訛 Brkan教授则认为， 上述所有的支持与批驳观点都桎梏于名义上的算法解释
权， 算法解释权的内容远比其名称更为重要， 在肯定需要算法解释权的基础上， 她综合 GDPR 相关
条文分析算法解释权的必要性与内容。輨輲訛 Kaminski 教授则从 GDPR 的治理模式和 《自动化决策指南》
对算法解释权的隐喻进行分析， 她认为 GDPR 属于协作治理模式 （即监管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互动），
随着法律的发展， 绪言第 71 条作为重要的资源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信息。 而 《自动化决策指南》
多次直接引用绪言第 71 条的内容， 足见算法解释权的重要性。輨輳訛

可见， 算法解释权只是学者建立在欧盟透明权利之上的扩张解释， 如前文所述， GDPR 并没有
明确规定算法解释权。輨輴訛 无论学者们通过什么进路论证算法解释权， 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自动化决

輧輵訛 GDPR在绪言第 71 条中为算法解释权留下了适用空间： “适当的保障措施……应包括提供给数据主体具体的信息、 （数据主
体） 获得人为干预并表达其观点的权利， 在相关评估后获得对该决定的解释并质疑该决定的权利。” 但是绪言在欧盟法律中
并无法律效力， 绪言作为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本身不能构成规则 。 See Casa Fleischhandels -GmbH v Bundesanstalt für
landwirtschaftliche Marktordnung, Case215/88, ECLI:EU:C:1989:33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
3A61988CJ0215, December 15, 2021.

輧輶訛 See Bryce Goodman & Seth Flaxman, supra note 輧輲訛.
輧輷訛 See Wachter et al., supra note 輧輲訛.
輨輮訛 See Lilian Edwards & Michael Veale, Slave to the Algorithm: Why a Right to an Explanation Is Probably Not the Remedy You Are

Looking For, 16 Duke Law & Technology Review 18 （2017-2018）.
輨輯訛 See Andrew D. Selbst & Julia Powles,Meaningful Information and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 7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233 （2017）.
輨輰訛 See Isak Mendoza & Lee A. Bygrave, The Right Not to be Subject to Automated Decisions Based on Profiling, EU Internet Law （2017）.
輨輱訛 See Bryan Casey, Ashkon Farhangi & Roland Vogl, Rethinking Explainable Machines: The GDPR’s “Right to Explanation” Debate

and the Rise of Algorithmic Audits in Enterprise, 34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43 （2019）.
輨輲訛 See Maja Brkan, Do Algorithms Rule the World?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and Data Protec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DPR

and Beyond, 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1 （2019）.
輨輳訛 Margot E. Kaminski, The Right to Explanation, Explained, 34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43, 189 （2019）.
輨輴訛 虽然英国没有在法律中规定类似的算法解释权， 但是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 （ICO） 发布的 《人工智能决策解释指南》 却肯认

了算法解释权的存在以及其必要性。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 The Alan Turning Institute, Explaining decisions made
with AI, 20 May 2020, https://ico.org.uk/for -organisations/guide -to -data -protection/key -data -protection -themes/explaining -
decisions-made-with-ai/, December 1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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輨輵訛 See Wachter et al., supra note 輧輲訛.
輨輶訛 See Maja Brkan, supra note 輨輲訛. at 114.
輨輷訛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transparency under Regulation 2016/679, WP260.
輩輮訛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Opinion 7/2015.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big data. A call for transparency, user control, data

protection by design and accountability, https://edps.europa.eu/sites/edp/files/publication/15-11-19_big_data_en.pdf, December 15, 2021.
輩輯訛 参见前引譹訛， 沈伟伟文。
輩輰訛 See Lilian Edwards & Michael Veale, supra note 輨輮訛.
輩輱訛 Tal Zarsky, Transparency in Data Min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Discrimination and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01, 310

（2013）.
輩輲訛 自由进行商业活动是欧盟的一项基本权利， 参见 Art. 15,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CFEU） 2012/C

326/02。
輩輳訛 Directive （EU） 2016/94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know-how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trade secrets） against their unlawful acquisition, use and disclosure.
輩輴訛 See Gianclaudio Malgieri & Giovanni Comande, Why a Right to Legibility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Exists in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7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243, 262-265 （2017）.

策的高度透明。 但是算法解释权在 GDPR 中是否存在并不重要， 关键是算法解释权的实质内容， 即
实现何种程度的算法解释。 算法解释权内涵受到多种要素影响， 包括： 算法解释的标准、 算法解释
的时机、 算法解释可理解性， 以及解释的详细程度。輨輵訛 对于算法解释权内涵要素的不同选择将构成
内涵迥异的算法解释权， 这些内涵要素可能与现行法律规定的透明权利相一致， 也可能相去甚远。
实际上， 绪言第 71 条所指的解释并非建立高度透明的算法解释权。 《自动化决策指南》 指出， 数据
控制者应当采取简单的方式向数据主体解释， 只有数据主体了解决策的依据， 他们才能对决策提出
异议或发表意见。 仅当数据主体可以理解特定决策所基于的因素和考虑时， 自动化决策所涉及的逻
辑才是 “有意义的”。 解释的重点在于为数据主体质疑和发表意见提供信息。

《个保法》 与 GDPR 都没有明确规定饱受争议的算法解释权， 但是应当看到算法解释权的核心
定位实际上是通过提高自动化决策的透明度， 为数据主体质疑和发表意见提供解释。 因此， 适当的
算法解释具有必要性。 对我国而言， 阐明 《个保法》 中的知情权与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解释说明权
的内涵和算法解释的范围具有必要性。 为了数据主体能实质地提出观点并质疑自动化决策， 处理者
至少需要提供自动化决策的输入数据、 输出结果并对决策依据进行合理的解释。輨輶訛

（二） 透明权利建构的限度

透明权利体现了通过透明原则对自动化决策进行规制。 欧盟 《条例透明原则指南》輨輷訛 与 《个保
法》 都阐明了透明原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要求。 欧盟数据保护监管机构 （EDPS） 进一步指出，
不是由个人来寻求自动化决策逻辑的公开， 而是各组织与机构必须主动寻求这种透明性。輩輮訛 透明原
则并非自动化决策规制的唯一原则， 却是备受关注与推崇的 “金科玉律”。輩輯訛 诚然， 提高透明度有助
于自动化决策规制， 但是过度依赖于透明权利无法实现有效规制。

首先， 个体赋权容易导致私益之间的冲突， 透明权利受制于其他合法权利。 “阳光是最好的消
毒剂”， 透明原则被视为建设透明法治政府、 问责制和限制滥用权力的堡垒之一。 对公共机构的透
明权利使公众可以进行可视化的辩论， 为政府赢得信任和合法性。輩輰訛 如 Zarsky 教授强调： “所有政府
行动都默认应当是透明的。”輩輱訛 然而， 私人行为却恰恰相反， 在私人行为中， 包括对个人隐私、 商业
秘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已成为准则。輩輲訛 透明权利的适用必然会受到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
的冲击。 有学者通过对比 GDPR 与 《欧盟商业秘密指令》 輩輳訛 的相关条款认为欧盟倾向于保护个人信
息，輩輴訛 且 《自动化决策指南》 也明确提出： “控制者不能以保护其商业秘密为借口来拒绝访问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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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輵訛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FCRA）， https://www.ecfr.gov/current/title-16/chapter-I/subchapter-F, December
15, 2021.

輩輶訛 举例说明， 当 AI 模型使用关于消费者的数据形成报告或者评分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时， 例如将评分或者报告作为拒绝
用户贷款或向租客收取更高租金的基础， 使用算法决策的机构必须向该消费者提供不利行动通知。 不利行动通知告诉消费
者他们有权查看有关他们的信息并纠正不准确的信息。

輩輷訛 Representative Doris O. Matsui, Algorithmic Justice and Online Platform Transparency Act.
輪輮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霍菲尔德书。
輪輯訛 See Celine Castets-Renard, supra note 輥輵訛， at 101.
輪輰訛 See Deven R. Desai & Joshua A. Kroll, Trust but Verify: A Guide to Algorithms and the Law, 3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 5-6 （2017）.
輪輱訛 See Frank Pasquale, supra note 譽訛.
輪輲訛 See Lilian Edwards & Michael Veale, supra note 輨輮訛， at 75-76.

向数据主体提供信息”， 但是透明原则与商业秘密、 知识产权保护间的利益冲突仍是不容忽视的。
GDPR 绪言第 63 条也明确指出， 数据访问权 “不应不利地影响他人的权利或自由， 包括商业秘密或
知识产权， 尤其是保护软件的版权”。 不同于欧盟 GDPR 直接赋予个体透明权利， 美国 《公平信用
报告法》輩輵訛 为算法决策使用者规定了一系列的透明义务， 包括 “不利行动通知” （Adverse action
notice）、 为消费者提供访问和机会来更正用于作出有关他们的决策的信息、 调查消费者和报告机构
对信息准确性的质疑。輩輶訛 美国 《算法正义和在线平台透明度法案》輩輷訛 则提出， 在线平台在使用算法时
应以显著的、 通俗易懂的、 不具有误导性的语言向在线平台的用户披露相关信息。 尽管美国没有通
过法律直接赋予个体权利， 但是为使用算法的相关主体设置透明义务让个体参与到算法决策治理当
中， 同样具有尊重个体主体性的效果。 实际上， 这类似于将透明义务作为霍菲尔德权利理论中的
“责任” （Liability/Subjection） 来理解， 部分映射了个体支配和控制某项法律关系的权力 （Power/
Ability）。 相较于赋予个体积极行使的 “权利” （Right/Claim） 而要求处理者履行 “义务” （Duty），
可能更有助于减少个体赋权导致不同私权之间的冲突。輪輮訛

其次， 从算法解释对个体的意义来看， 透明权利同样存在较大局限。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与机
器学习等技术发展使得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解释， 算法的解释更多是一种相关
性或者推论。輪輯訛 个体难以感知或者证明算法决策存在歧视等问题。 此外， 发现歧视等系统功能性问
题需要关注系统的整体行为， 个体赋权与算法决策监管时机不适应。 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的场景
下， 个人对特定决定的挑战并不如在算法设计阶段建立良好的标准或在算法运作过程中持续监测算
法对规则的遵从有效。輪輰訛 人类创造机器学习算法的工作主要在设计和训练阶段， 评估和纠正运行中
的机器学习算法将会非常困难。 某些算法甚至会随着时间而发展， 通过个体挑战这些系统几乎是不
可能的。 只有当算法不当行为易于观察且惩罚易于执行， 即解决算法系统性功能的成本小于发现几
率乘以处罚成本执行时， 算法设计者才会选择纠正算法系统错误。 这意味着透明权利无法有效解决
算法决策系统的功能性问题。

最后， 从救济效果来看， 透明权利同样存在较大局限。 Pasquale 教授指出， 面对制度化的权力
或金钱， 仅凭透明度并不总会产生补救或公众信任。輪輱訛 过度依赖透明处理原则使我们陷入一种“透明
陷阱” （Transparency fallacy）， 个体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有意义地行使这些个人权利。輪輲訛 大部分
的个体在时间和资源上都过于贫乏， 无论是在技术、 行为、 法律还是经济实力等层面， 个人都处于
弱势地位。 归根结底， 数据主体需要的不是获得相关信息与解释， 而是确保不利结果永远不会发
生。 有学者对近年相关案例进行分析， 发现被侵权人根本没有寻求获取相关信息与解释的救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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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輳訛 See Lilian Edwards & Michael Veale, supra note 輨輮訛.
輪輴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丁晓东书， 第 113页。

輪輵訛 参见前引輧輳訛， 汪庆华文。
輪輶訛 See Celine Castets-Renard, supra note 輥輵訛， at 101.

们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如冈萨雷斯诉谷歌案， 原告要求谷歌删除其姓名搜索中的顶部链接（数据），
他对 Google 的搜索算法为何继续将过时的结果继续放在其排名的首位并没有兴趣。輪輳訛 单纯提高透明
度不能提供足够的救济。

综上所述， 透明权利的核心定位在于为数据主体质疑和发表意见提供有意义的解释， 赋予个体
透明权利有助于缓解个体与处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让处理者充分了解自动化决策并行使质疑和
问责的权利。 因此， 在构建算法解释权时， 应当首先考虑算法解释的标准、 算法解释的时机、 算法
解释可理解性， 以及解释的详细程度能否为数据主体质疑和发表意见提供有意义的解释。 例如， 在
一般情况下， 信息主体有权要求控制者以可理解的方式解释系统的通用信息； 面对复杂系统时， 数
据主体有权要求进一步公开特定决策的处理过程信息和结果信息， 以便数据主体提出质疑和观点。
但是， 囿于个体赋权和透明度救济效果的限制， 仅依赖透明权利无法实现有效的算法问责。 建构适
当的透明权利还应当综合考量手段的合目的性、 成本和有效性， 平衡自动化决策的风险与效率。 过
宽的透明权利将无法实现制度成本与算法决策治理效率的平衡。

四、 算法决策治理的进路选择

基于权利路径依赖和尊重个体主体性的需要， 个体赋权成了算法决策治理的重要手段。 然而，
在技术深入发展、 利益保护多元化的背景下， 个体赋权无法有效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题， 这体
现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与透明权利的治理效能不足。 个体赋权的定位仅在于建立算法的正当程序，
体现对个体主体性与人格尊严的保护。 相关研究对于个体赋权的权利范围与效能的争议忽视了算法
决策治理具有双重目标， 在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题上， 个体赋权路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但是
个体赋权在尊重个体主体性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理解和建构关于算法决策治理的个体权利应当
着眼于算法的正当程序。 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重心应当置于信息控制者的责任， 强化信息控
制者的风险预防规则。輪輴訛

（一） 个体赋权的定位： 构建算法的正当程序

如前文所述， 透明权利与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其核心原因都与个体赋权模式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有效性相关。 由于个体行权能力有限、 算法解释对个体的意义不足，
包括： （1） 私权的冲突导致算法解释范围狭窄；輪輵訛（2）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等技术发展使
得输入数据与输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解释， 算法的解释更多是一种相关性或者推论；輪輶訛 （3）
发现系统功能问题需要关注系统的整体行为， 个体赋权与算法决策监管时机不适应， 个体赋权无法
有效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此外， 仅通过个体赋权进行算法决策治理而忽略了算法的合理利用
将面临权利绝对化的风险， 可能会阻碍信息的合理流通。

因此， 个体赋权路径并非治理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核心手段， 其定位在于对个体主体性和人
格尊严的尊重， 为算法决策的合理使用提供正当性基础。 个体获取算法决策相关信息与解释的权
利、 要求人工干预决策权、 发表观点和质疑等一系列权利被称为算法决策的 “正当程序”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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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輷訛 See Danielle Keats Citron & Frank Pasquale, supra note 譼訛； Kate Crawford & Jason Schultz, Big Data and Due Process: Toward a
Framework to Redress Predictive Privacy Harms, 55 Boston College Review 93 （2014）.

輫輮訛 [美] 玛丽·安·格伦顿： 《权利话语： 政治言辞的穷途末路》， 周威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14页。
輫輯訛 例如， 2004年的 《APEC隐私框架》 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公平信息实践的首要原则。 欧盟第 29 条工作组认为风险路径值得

提倡且已体现于 GDPR的立法中， 《个保法》 第五十一条与 GDPR第 32条规定了与风险相称的措施； 《个保法》 第五十六条与
GDPR第 35条规定了风险评估； 《个保法》 第六十四条与 GDPR第 36条规定了风险监管责任。 参见前引輧輮訛， 丁晓东书， 第113-
114页。

Process）。輪輷訛 算法正当程序的概念并非新鲜事物。 在传统的行政决策方面， 程序正当要求向被剥夺重
大利益的个人提供获取通知、 相关信息和解释， 以及在中立裁决者前提出观点和质疑的机会。 算法
正当程序将类似的要求移植到算法决策的场景中。 我国 《个保法》 为个人规定了知情权、 要求说明
解释权， 以及自动化决策的拒绝权， 这些应当被理解为算法的 “正当程序”。 如前文所言， 算法黑
箱制造的信息不对称扩张了算法权力， 个体如果无法知悉决策、 获得决策的解释并提出自己的质
疑， 个体的主体性将在算法权力面前消失殆尽， 从而彻底被物化。 人的权利实际上代表了—种反对
权力滥用和权力专横的立场， 是对个人尊严以及对人们自由、 自决能力进行认同。輫輮訛 此外， 个体赋
权在解决算法歧视与决策错误等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也有一定的作用， 它有助于数据主体发现和
纠正系统错误、 偏见和歧视。 算法设计者集 “运动员” 与 “裁判员” 于一身， 其既是使用算法决策
的人， 又是创设算法规则的人， 这将导致没有任何制衡制度来确保系统中不存在偏见。 算法正当程
序的一个核心功能是将编写规则的人与使用该法律法规的裁决人员分开。 个人对算法决策的挑战与
纠正使得算法规则接触到符合法律原则和社会规范的外部评价， 从而减少偏见和歧视。 因此， 为个
体设定透明权利， 要求数据控制者披露信息， 并允许个人参与和纠正分析和决策， 尊重了人的尊严
与主体性。 算法正当程序为算法决策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 有助于缓解社会对算法黑箱的担忧。

在建构个体权利时应当认识到个体赋权的定位。 如前文所述， 透明权利的核心定位在于为数据
主体质疑和发表意见提供有意义的解释，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核心定位在于赋予个体积极的控制性
权利， 增强个体参与算法决策治理的能力。 然而，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 个体赋权的效果
不佳。 因此， 只要涉及通过个体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无论是要求提高算法透明度以实现个体
问责， 如通过高度透明的算法解释权实现算法问责， 还是通过个体赋权直接对算法进行问责和控
制， 如通过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来实现算法决策治理， 都会受到治理效能不足的质疑与挑战。 但是，
个体赋权有助于构建算法 “正当程序” 以解决人格尊严保护问题。 适度使用透明度工具并提高个体
的参与度， 能够缓解个体的不安， 增强个体对算法决策的信任。 因此， 个体赋权的构建应当着眼于
建立算法 “正当程序”， 而非个体对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的问责与控制。 在构建算法正当程序上，
个体赋权的内容应当体现为通过透明权利适度提高算法透明度， 以便于个人在参与算法问责中了解
自动化决策， 并提出观点和质疑。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 算法决策治理的重点应当从个体
赋权转移到对信息控制者施加义务。

（二） 解决功能性问题的重心： “风险预防规则” 与 “协同治理”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起源———“公平信息实践” 的发展历程来看， 个人信息保护早期主要依
赖个体赋权与个人信息的控制者责任， 囿于个体赋权的局限性， 后期版本的公平信息实践对信息控
制者施加了更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义务。輫輯訛 个体能力不足意味着算法决策治理需要从个体赋权转向
信息控制者的 “风险预防规则”。 此外， 由于算法的深入发展带来监管和问责困难， 算法决策治理
已经不能局限于某一阶段， 需要建立事前、 事中、 事后的全过程监管。 在治理过程中， 政府、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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輫輰訛 《个保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 处理方式等是否合法、 正当、
必要， 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安全风险， 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合法、 有效并与风险程度相适应。 GDPR 要求评估的内容包
括： （1） 系统描述处理的具体流程和处理目的， 以及控制人所追求的合法利益； （2） 处理过程的必要性和相称性； （3） 为
数据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带来的风险； （4） 为处理风险而设想的措施， 并在考虑到数据主体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权利和合法利
益的情况下， 证明遵守本条例； （5） 行为准则。

輫輱訛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南》， GB/T 39335-2020， 2020
年 11月 19日发布， 2021年 6月 1日实施。

輫輲訛 GDPR 仅要求对具有高风险的自动化决策进行事前评估。 在进行数据评估时， 控制者必须咨询相关的数据保护机构， 数据
保护机构必须向控制者提供书面建议， 并可以行使其权力暂时或永久禁止使用该系统。 控制者如果无法合规而投入使用该
系统， 其将面临相应的惩罚 （罚款最高可达全球营业额的 4％）。

輫輳訛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DPIA）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processing is “ likely to result in a high risk “ for the purposes of Regulation 2016/679, WP 248.

輫輴訛 参见 ［美］ 约叔华·Ａ. 克鲁尔、 乔安娜·休伊、 索伦·巴洛卡斯、 爱德华·Ｗ. 菲尔顿、 乔尔·Ｒ．瑞登伯格、 大卫·Ｇ．罗宾逊、 哈
兰·余： 《可问责的算法》， 沈伟伟、 薛迪译， 载 《地方立法研究》 2019年第 4期。

场、 社会和个人等单一主体治理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算法治理需要由单一主体监管转向协同治理
路径。 风险评估既属于 “风险预防规则”， 又体现了协同治理。

首先， 风险评估类似软性的市场准入机制。 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协同控制算法风险的合理范围
体现了协同治理模式。 风险评估的时机在进行自动化决策之前， 体现了风险防范的原则。 在使用算
法系统之前， 信息处理者必须针对风险评估履行一系列的合规义务， 确保自动化决策的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輫輰訛 此举有助于在事前控制算法风险， 防止算法风险的扩散。 欧盟 《自动化决策指南》 就曾
建议企业经常对其处理的数据集进行评估， 以检查是否存在任何偏见， 并开发解决任何偏见因素的
方法以防止数据处理中的错误或歧视。 事前数据影响评估的要求同样体现了协同治理： 在评估的过
程中， 监管机构负责指引和监管， 而信息控制者可以根据评估结果部署与风险相适应的保障措施，
并证明其履行了合规义务。 我国 《个保法》 严格规定所有类型的自动化决策都需要进行个人信息安
全评估。 信息控制者根据 《个保法》 和工信部制定的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指
南》輫輱訛 （以下简称 《评估指南》） 落实风险评估。 《评估指南》 规定， 组织需要根据评估结果部署相应
的保障措施并持续跟踪风险处置的落实情况。 在组织自行进行算法影响评估时， 主管的监管部门可
以要求独立审计来核证评估报告的合理性与完备性。 通过对信息控制主体施加事前进行风险评估的
义务， 并由个人信息保护机构进行监管和指引， 解决了个体赋权路径中个体风险感知和风险控制能
力不足的问题。輫輲訛

其次， 风险评估是提高透明度和增强问责制的重要工具， 既有助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对算法进
行事后问责， 也能激励信息控制者参与算法的事中治理与监督。 风险评估中的透明度与问责制不同
于个体赋权， 参与协同治理的主体比个人更具有理解和监管算法决策以及进行事后问责的能力。 在
提高透明度方面， 算法影响评估允许公共机构和第三方的介入， 有助于相关主体了解并监管算法的
运作过程， 提高相关主体的问责能力。 此外， 风险评估还是集存档、 监测和审查于一体的问责工
具。 《个保法》 第五十六条与欧盟 《数据影响评估指南》輫輳訛 均规定了评估报告和处理情况记录需要存
档的要求， 以便于相关机构进行监测、 审查和问责。 公共机构无法在事前提供精确的法律规范， 需
要私营机构发挥其专业能力参与到算法的协同治理中。 为了保证私营主体的治理不偏离公共治理目
标， 公共机构需要进行事后问责与监督， 要求算法设计者或使用者设置可溯源的措施有助于保证事
后的追责。輫輴訛 这实际上建立起了风险评估的 “双重问责制”， 即基于信息控制者合规义务的问责， 如
要求控制者设置与风险相对应的措施和可溯源的措施， 以及基于算法决策不利后果的问责， 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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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翔）

Abstract: Only� by� clarifying�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pproach� in�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governance� can� we� reasonably� define� the� scope� and�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rights.� Solving� the� human� subjectivity� concern� and� functional� problems�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re� the� dual� goals� in�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governanc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pproach� has� limitation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dividual� ability� to� understand�
algorithms,� insufficient� meaning� of� explana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the� absoluteiz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functional� problems� of� the�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The� position� of� th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pproach� is� only� to� respect� the�
dignity�of�people,� and� to�provide� a� justification�basis� for� the�use�of� algorithms�by� constructing�
algorithmic “due�process”.�The� content�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 should�be� reflected� in� the�
appropriate�increase�of�algorithm�transparency�through�transparent�rights,�so�that�individuals�can�
understand�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express� their� points� of� view,� and� contest� the� decision.�
The� focus� of� solving� functional� problems� of�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should� be� shifted�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impact�assessment� centered�on “ risk�prevention� rules” and�collaborative�
governance�path,�forming�a�full-process�governance.

Key Words: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lgorithm� Governance;� Individual� Empowerment;�
Collaborative�Governanc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Law

于激励控制者在算法运行过程中持续监测和控制算法的风险， 形成算法治理的事中规制。
最后， 风险评估有助于促进规则的形成。 虽然风险评估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 然

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共机构反复评估将形成一定的经验而影响一般的合规标准。 例如， 形成需
要进行风险评估的负面清单、 相应风险所需的保障措施等。 这正是协同治理路径的核心， 在公私合
作规制的过程中形成动态、 有效、 与风险相匹配的自动化决策规制。

结语

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是实现算法正当程序， 相当于个体权利建构的最低阈值， 但
是由于个体赋权在解决功能性问题上的效能不足， 治理效能限制了个体权利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最
高阈值。 因此， 未来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权利建构与适用应当着眼于如何构建算法正当程序， 不应
苛求通过构建过于宽泛的个体权利来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 在解决算法决策功能性问题上， 以
风险评估为核心的协同治理路径为实现有效的算法治理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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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如一场风暴， 源起行政领域， 后席卷立法、 司法领域。
立法上带来的后果是 《公司法》 及三个司法解释的相应修改。 司法上带来的影响则体现为
法院对投资者意思自治的格外尊重与对投资者利益的倾斜性保护。 立法只卸下了先前套在
投资者身上的枷锁， 却未革新相应监管规范。 司法更是视维护投资者意思自治、 保障投资
者利益为政治正确， 对投资者过分 “溺爱”。 “宽进严管” 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 其
“宽进” 精神无疑得到了立法、 司法的贯彻， 但 “严管” 的态度却付之阙如。 依法律行为
理论， 出资自治行为应受到公司利益、 第三人利益等因素的约束。 投资者意思自治不应成
为损害公司、 第三人利益的借口。 司法应当改变 “重宽进， 轻严管” 的立场， 以理性约束
出资自治、 宽进和严管并行的逻辑处理相关纠纷。 面对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
期问题， 司法应持肯定立场。
关键词： 法律行为 认缴制改革 出资自治 出资义务 加速到期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8

*中山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譹訛 “深圳和珠海自改革实施以来， 新登记注册企业分别同比增长 106.3%及 57%。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设企业户数

呈现爆发式增长。 2013年 10—12月， 自贸区新设各类企业 3633户， 是上年同期的 5.1倍； 注册资本 （金） 745.3亿元， 是上
年同期的 7.8 倍。” 见 2014 年 2 月 20 日， 时任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所作的 《依法实施 全面推进 确保注册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取得实效———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全文载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14年第 3期。

譺訛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
gov.cn/ldhd/2013-10/27/content_2516227.htm， 2020年 5月 3日访问。

法律行为视角下对出资自治的理性约束

廖艳嫔 *

一、 问题的源起———认缴制改革与出资自治

（一） 认缴制改革的沿革概览

2012 年， 深圳、 珠海两地人大先后通过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 《珠海经济特区商
事登记条例》 两部地方性法规， 两部法规均规定对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登记
机关仅登记股东的认缴资本为注册资本， 而不登记实收资本、 不要求验资证明， 授权股东自行约定
出资额、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非货币出资比例。 立足于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譹訛 中共中央、 国务
院随后加速推进认缴制改革步伐。 2013年 10月 25日，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
部署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强调要按 “便捷高效、 规范统一、 宽进严管” 三项原则创新公司
登记制度， 以 “降低创业成本， 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譺訛 该会议明确指出将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及

100· ·



首次出资比例与出资期限限制且不再登记实收资本， 改由股东自行约定认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
资期限， 并强调 “要抓紧依照法定程序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 2013 年 11 月 12 日， 中国
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要 “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譻訛

从修法内容来看， 此次修法是立法层面对于由行政机关提出并经过一定实践检验的改革举措的
一种确认。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决定， 2014 年初， 国务院印发了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
案》， 再次强调了 “便捷高效、 规范统一、 宽进严管” 三项基本原则， 提出了放松准入管制、 提高
监管效能、 促进市场主体发展、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多个改革目标。譼訛 其后，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对三个司法
解释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以配合 《公司法》 修改。 此次对三个司法解释的调整幅度极其有限， 主要
是根据 《公司法》 修改情况对司法解释的相应条文序号的变更和对应条文的删减， 而未就解释的实
体内容进行实质性变更。譽訛 至此， 除部分行业和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外， 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
度进入了完全的认缴制阶段。

（二） 出资自治的成效与争议

认缴制改革后， 我国进入注册资本完全认缴阶段。 对于普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不再受最低资本限额、 首次出资比例、 实缴金额、 缴资期限、 验资程序等限
制， 可自行约定注册资本的认缴金额、 认缴期限且无需实缴。 这种投资者出资自治， 与修法前被不
断强调的 “降低创业门槛、 激发投资活力” 的改革目标不无关系。 完全的认缴制实施后， 确实也取
得了助推大众创业的积极效果。 在实施完全认缴制后的第一个月， 我国新登记企业达 30.95 万户，
同比增长 45.8%， 注册资本 1.47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3 倍； 其中私营企业增长明显， 新登记达
29.18 万户， 增长 57.6%， 注册资本同比增长 1.38 倍。譾訛 与此同时， 其也带来了许多新现象， 首月即
出现了 59 户 “一元企业” 的注册， 还发生了认缴期限约定过长、 肆意扩大注资规模等譿訛 情况。

认缴注册资本过低、 认缴期限过长、 非理性提高注资等新问题， 引发了针对认缴制改革的讨
论。 在主流舆论和许多学者对此次改革予以肯定讀訛 的同时， 不少学者提出了对认缴制改革和 《公司

譻訛 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 “三、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部分的第 （9） 项 “建立公平开放
透明的市场规则” 内容。

譼訛 见国务院于 2014 年 2 月 7 日印发的国发 〔2014〕 7 号文件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的 “一、
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部分的第 （二） （三） 项。

譽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共十三条， 除去第十三条是对于解释
修改后适用案件的规定外， 其余十二条中有十条是依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修改情况对原有三个公司法司法解释所用的
条文序号、 条文顺序的修改， 并不涉及实体内容变更； 其余两条涉及对实体内容的删减， 删去了 “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
户验资后又转出” 认定为抽逃出资的规定以及发起人和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垫资后又抽回情况下须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相关条文的删除完全是为了与公司法不再要求实缴和验资程序的修改内容相协调。 详情见 2014 年 2 月 17 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规定的决定的决定》 （法释 〔2014〕 2号）。

譾訛 国家工商总局： 《总局发布第一季度工商行政管理市场主体、 市场监管和消费维权有关情况》， 载 《工商行政管理》 2014 年
第 9期。

譿訛 蒋大兴： 《“合同法” 的局限： 资本认缴制下的责任约束———股东私人出资承诺之公开履行》， 载 《现代法学》 2015年第 5期。
讀訛 朱隽、 顾仲阳： 《新常态下看改革》， 载 《人民日报》 2014 年 12 月 10 日第 1 版； 施天涛：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解读与辨

析》， 载 《清华法学》 2014 年第 5 期； 刘燕: 《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 载 《法学
研究》 2014 年第 5 期。

法律行为视角下对出资自治的理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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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修改的质疑。讁訛 在司法实务界， 修法引发的理解适用争议亦不遑多让。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面对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期， 不同法官给出了迥异的答案， 例如南通市中院同时段出具的
两份判决就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回答。輥輮訛 最高法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多次以会议
发言、 会议纪要的形式对股东出资在非破产情形下能否加速到期给出了倾向性意见，輥輯訛 总体而言持
否定立场。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 来
看， 其仍坚持非破产情形下原则上不允许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但给出了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
请破产和债务发生后延长出资期限两个例外。 此外， 《九民纪要》 还就认缴未实缴股东的表决权、
股东实际出资过低且与经营风险不匹配等与完全认缴制相关的问题亮明了态度， 认为章程无约定情
况下原则上按股东认缴出资确定表决权、 需尊重公司经营策略谨慎适用资本显著不足这一理由。 最
高法院的相关表态反映了对股东出资自治相当高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力度。

二、 司法对出资自治的态度及背后逻辑

最高法院的立场， 对法官审理相关案件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以典型的涉及投资者出资自治和
利益保护的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为例。 笔者曾以 “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为关键词于
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案例， 共得到中院以上层级法院作出的判决书 117 份， 其中仅有 12 份判决支持
了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輥輰訛 而在持支持态度的 12 份判决书中， 有半数是 《九民纪要》 出
台后作出的且案情符合 《九民纪要》 明确规定的加速到期的两种例外情形， 可以说相当比例地支持
判决是法官按照 《九民纪要》 依样画葫芦。輥輱訛 以上述 117 份判决书观之， 除满足 《九民纪要》 规定
的例外情形外， 支持加速到期的判决几乎凤毛麟角。 在支持判决中， 法官或称 “在法律制度框架内
存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制度”，輥輲訛 或称 “公司内部章程约定 （的认缴期限） 与法律规定相悖”，輥輳訛 多

讁訛 蒋大兴： 《质疑法定资本制之改革》， 载 《中国法学》 2015年第 6期； 甘培忠： 《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性改革的环境与逻辑缺
陷及制度补救》， 载 《科技与法律》 2014年第 3期。

輥輮訛 两份判决时间相差不足一月， 但对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期问题却给出了迥异的回答。 其中一份认为， “在法律
制度框架内存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制度， 其目的就是公平处理公司对外债务， 避免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 因而允许了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另一份则指出， “现代公司资本制度将出资期限安排交由股东自行决定， 属于股东的权
利， 目前相关法律只规定该权利在破产程序中才被限制”， 要求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缺乏请求权基础”。 详情
参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6民终 755号民事判决书、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苏 06民终 4681号民事判决书。

輥輯訛 杨临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载 《人民司法》 2016年第 4期。
輥輰訛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6 民终 775 号民事判决书、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冀 06 民终 7148 号民事判决书、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琼 01 民终 2498 号民事判决书、 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辽 08 民终 2561 号民事判决书、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湘 02 民终 2621 号民事判决书、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鲁 03 民终 4269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20） 京 03 民终 2292 号民事判决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皖民终 1100 号民事判决
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京民终 531 号民事判决书、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鲁 01 民终 10829 号民事判决
书、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3 民终 18031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9） 京 03 民终 9641 号民
事判决书。

輥輱訛 上述 12份判决中， 符合九民纪要规定的 “已具备破产原因， 但不申请破产的” 例外情形的判决书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 （2020） 京 03民终 2292号民事判决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皖民终 1100 号民事判决书、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18） 粤 03民终 18031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9） 京 03 民终 9641 号民事判决书。 符合九民纪
要规定的 “债务产生后……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例外情形的判决书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9） 京民终 531 号民事
判决书、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鲁 01 民终 10829 号民事判决书。 这六份判决均于 《九民纪要》 颁布后作出， 判决理
由均体现了 《九民纪要》 的相关精神。

輥輲訛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苏 06民终 775号民事判决书。
輥輳訛 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辽 08民终 256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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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对理由的阐述语焉不详。 相反地， 占绝对主流的否定判决大部分说理相对充分， 多从没有现行法
律法规作为依据、 股东出资自治应受保护、 公司债权人应受已公示的出资信息约束、 存在 《破产
法》 第三十五条等其他救济途径这四方面论证。輥輴訛 无独有偶， 江苏省高院民二庭课题组在相关研究
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们亦否定非破产情形下要求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所据理由包括： 无
法可依、 可能损害股东利益、 公司债权人应自行承受已进行信息公示下的风险、 有其他制度足堪可
用等几方面。輥輵訛 在论证加速到期可能损害股东利益时， 江苏高院课题组提出 “资本制度改革通过给
予投资者期限利益来激发投资热情， 鼓励万众创业。 如果这种利好动辄被消除， 将使立法目的落
空” “会削减投资者的创业积极性， 降低资本制度改革的效用”輥輶訛 等理由。 而最高法院在 《九民纪
要》 中阐述加速到期问题时， 也明确指出不支持加速到期是要保护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
的期限利益。

综合上述法院判决及说理情况、 江苏高院调研报告的表态和最高法院的倾向性意见， 我们不难
看出司法对于股东利益及其出资自治的保障是相当充分且高标准的。 在司法机关极其重视股东出资
自治背后， 显现的是对投资者意思自治的尊重， 是尽可能降低创业成本和风险的考量。 司法应为
“降低创业成本， 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目标服务的理念也体现在了江苏高院调研报告中。 调研组提
出， 对于资本制改革引发的适用难题， “司法必须贯彻资本改革的立法本意， 树立鼓励投资理念，
否则， 过于考虑债权人利益保护， 可能会将资本认缴制客观上变回实缴制， 导致立法目的落空”。輥輷訛

纵观上述情况， 应当说， 特别重视股东利益保护和股东意思自治从而为鼓励创业、 刺激投资等改革
目标服务， 已成为司法工作中的一种政治正确。

出资问题上， 充分保障股东利益和其意思自治本是理所应当， 但仅基于鼓励投资创业这一立场
考虑问题， 难免给人一种慷他人之慨的印象。 毕竟公司资本制度事关投资者、 公司、 债权人等多方
利益，輦輮訛 如果仅从投资者角度出发， 未免显得厚此薄彼。 诚然， “降低创业成本， 激发社会投资活
力” 为此次资本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但 “宽进严管” “提高监管效能” 同样也是此次改革的依据原
则和追求目标。 在投资者出资问题上， 强调保障股东出资自治体现的是 “宽进” 的精神， 而 “严
管” 则应体现在对出资义务履行的监管上。輦輯訛 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务对于 “宽进” 的重视和保障力
度应当说是相当充分的， 然而在 “严管” 层面却表现得相对不足。 基于此， 部分学者从契约相对
性、 诚实信用原则、 禁止权力滥用原则、 情势变更等民法、 合同法角度切入否定股东出资自治的过
分扩张， 并给予债权人以救济路径；輦輰訛 还有部分学者从公司契约的涉外性、 资本真实、 资本维持、
禁止滥用法人人格等公司法角度切入， 主张通过解释现有条文乃至修法来适当限制股东出资自治，
以维护债权人权益。輦輱訛 本文则欲从法律行为角度， 论证认缴制下对股东出资自治进行约束的必要性

輥輴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 民终 14383 号民事判决书、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 民终 16213 号民事判决
书、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民终 16212号民事判决书等。

輥輵訛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 《公司设立、 治理及终止相关疑难法律问题研究》， 载 《法律适用》 2016年第 12期。
輥輶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文。
輥輷訛 参见前引輥輵訛，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文。
輦輮訛 赵旭东： 《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 载 《法学研究》 2014年第 5期。
輦輯訛 张磊： 《认缴制下公司存续中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责任研究》， 载 《政治与法律》 2018年第 5期。
輦輰訛 李志刚： 《公司资本制度的三维视角及其法律意义———注册资本制的修改与股东的出资责任》， 载 《法律适用》 2014 年第 7

期； 蒋大兴： 《论股东出资义务之 “加速到期”》， 载 《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2 期； 郭富青： 《资本认缴登记制下出资缴纳约
束机制研究》， 载 《法律科学》 2017年第 6期、 《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的求偿权》， 载 《北方法学》 2016
年第 4期； 王建文、 刘凤杰： 《认缴制下诚实信用原则在股东出资义务中的适用》， 载 《行政与法》 2017年第 3期。

輦輱訛 章恒筑等： 《认缴资本制度下的债权人诉讼救济》， 载 《人民司法 （应用）》 2016年第 16期； 参见前引輦輯訛， 张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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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当性， 并与司法中普遍存在的 “重宽进， 轻严管” 的立场进行商榷。

三、 法律行为视角下的出资自治行为

《公司法》 修改后， 投资者在设立公司时， 除仍需认缴出资以确定公司注册资本外， 在出资数
额、 出资期限、 实缴比例等方面再无枷锁， 可谓取得了法定资本制下最大程度的出资自治。 《公司
法》 给予股东充分的出资自治， 在刺激投资创业方面的积极效应显而易见。 但是， 设立数量的增加
和注册资本额的提高， 并不意味着全然是积极影响。 如果不能保证新设企业的成活率和规范经营，
那么， 量的提高不仅带不来质的增长， 反而会导致无意义的社会成本浪费和经济秩序紊乱。輦輲訛 《公司
法》 及其司法解释此次修改的内容只注重卸下此前压在投资者身上的枷锁， 而丝毫未涉及监管规范
的配套革新。 与此同时， 司法机关又特别倾向于保护股东自治和股东利益。 我国立法和司法对于股
东出资自治的调整呈现出 “宽进” 有余而 “严管” 不足的态势。 在修法已为既成事实下， 于法律解
释和适用中适度限制股东自治， 将利益的天平向公司及债权人回拨极具必要性。 而其正当性为何？
本文以为可从法律行为理论中找到依据。

（一） 出资自治行为的法律行为类型界分

依照法律行为理论， 法律行为乃指民事主体依自身意思而实施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设立、 变
更、 消灭的行为； 按意思表示数量的差异， 法律行为一般可区分为单方行为、 双方行为、 共同行为
及决议行为。輦輳訛 双方行为和共同行为间的区别在于， 双方行为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是相互对立
的， 此方的权利对应于对方的义务， 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一致指的是内容对立且对称； 而共同行为
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内容是相互重合的，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大体一致， 因而此处意思表示一致的意涵
为内容相同且相向。輦輴訛 共同行为和决议行为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共同行为的作出需要参与的全部民
事主体一致同意， 而决议行为实行的是多数决， 因而只需要参与表决的部分民事主体同意即可。輦輵訛

在公司设立过程中， 投资者欲实现出资自治， 多采取事先签署股东协议约定好出资事宜， 再将
协议约定内容写入公司章程， 最后报送登记机关的方式。輦輶訛 当然， 也有投资者直接在公司章程中约
定出资事宜， 这实际上是将股东协议的订立和公司章程的拟定融为了一个行为。 上述行为模式实际
上能够被划分为两个行为， 其一是投资者就出资事宜达成一致而形成的股东协议行为， 其二是投资
者将有关出资的约定写入公司章程的行为。 两个行为虽有联系但仍各自独立， 因而应分别从法律行
为视角探讨其性质和意义。

1. 订立股东协议的法律行为意义
投资者在设立公司过程中签署股东协议、 拟定公司章程均属于出资自治行为， 但以法律行为类

型的视角观察， 二者有所区别。 订立股东协议的行为， 是投资者就包括出资事项在内的与设立公司
相关事宜在投资者间进行的权利义务安排。輦輷訛 订立股东协议的过程中， 投资者间的总体利益目标是

輦輲訛 参见前引讁訛， 蒋大兴文。
輦輳訛 也有学者主张将法律行为划分为单方法律行为、 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 或是划分为单独行为、 契约行为和共同行

为， 其实质都是将决议行为划入多方法律行为共同行为中。 参见梁慧星： 《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07版， 第 160-161页。
輦輴訛 王雷：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团体法思维》， 载 《当代法学》 2015年第 4期； 韩长印： 《共同法律行为理论的初步构建———以

公司设立为分析对象》， 载 《中国法学》 2009年第 3期。
輦輵訛 龙卫球： 《民法总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489-490页。
輦輶訛 陈界融： 《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若干法律问题比较研究》， 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3期。
輦輷訛 参见前引譿訛， 蒋大兴文； 前引輦輶訛， 陈界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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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 都是使公司能顺利开设从而共同获利。 尽管各个投资者间可能存在利益之争， 如认缴金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大小之争，輧輮訛 但是这种利益博弈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而是在利益共同体下
的获利多少之争。 投资者有着共同愿景和目标， 最终签署股东协议则表明投资者对设立公司的各项
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可见， 股东协议的参与者为多个民事主体， 协议内容为投资者就设立公司进
行的统一权利义务分配， 投资者间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利益冲突。 应当说， 股东协议是根据投资者内
容相同且相向的意思表示一致而订立的， 符合法律行为理论中对共同行为的定义。輧輯訛

2. 拟定公司章程的法律行为意义
投资者拟定公司章程的行为， 虽与股东协议有所联系， 但亦有其独立性和区别。輧輰訛 《公司法》 第

二十五条、 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公司章程记载内容包括： 公司名称、 住所、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股
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出资时间、 公司机构、 议事规则、 法定代表人、 利润分配、 解
散与清算等。 《公司法》 第三十七条、 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公司章程的修改由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
决定。 从内容上看， 公司章程除涉及股东身份和出资的内容外， 多是关于公司本身以及公司与股东
间权利义务的规定， 这与股东协议多涉及股东间利益安排明显不同。 从主体上看， 公司章程内容涉
及公司、 公司管理人员、 股东等多方主体， 与股东协议多仅涉及投资者有所差异。 从公司章程订
立、 修改来看， 除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外， 公司设立过程中章程的拟定由股东决定， 公司运营
过程中章程的变更却需要公司意思机关形成的公司意思来决定， 与股东协议仅依投资者意思订立、
变更存在区别。 公司章程的拟定关涉公司运营、 利润分配、 组织机构等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
事项。

公司作为独立法人而有别于股东个人， 具有独立于组成人员个人意志、 利益的法人意志和利
益。 从法人独立性角度考量， 这种由投资者拟定的章程更像是投资者给出的一份不容公司拒绝的格
式合同。 虽然学界主流观点多将公司章程的拟定视为投资者的共同行为， 但不容忽视的是， 该行为
虽由投资者共同作出却发生约束公司运营、 调整公司与投资者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效果。 仅强调公
司章程制定行为作为投资者间的共同行为， 又允许章程主要对于公司自身以及公司与投资者间的关
系进行约束， 这与主体对基于意思自治而为的行为担责的法理有所矛盾。 事实上， 英国公司法第33
条輧輱訛 就在一定程度上将公司章程视作公司和投资者间的合同， 亦有公司法学者视之为公司与股东间
的法定合同。輧輲訛 将公司章程的订立行为视为投资者共同行为的观点輧輳訛 显然具有合理性， 但公司法人地
位的独立性亦不应被忽视， 视公司章程为公司和投资者间契约的观点亦有所据。 诸多与公司运营相
关的事项由章程规定， 诸如利润分配、 出资责任等涉及公司和股东间权利义务关系事宜亦由章程调
整， 如仅强调章程制定属于投资者的共同行为， 公司的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无从体现。 与股东协议仅
约束投资者不同， 公司章程内容更像是规范投资者和公司关系的协议。 公司成立后要受到投资者制
定章程的约束， 一方面当然是基于 《公司法》 的规定， 另一方面其正当性也在于， 投资者在公司成

輧輮訛 参见朱慈蕴：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向谁承担违约责任》， 载 《北方法学》 2014年第 1期。
輧輯訛 参见前引輦輴訛， 王雷文； 韩长印文。
輧輰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陈界融文。
輧輱訛 Companies Act 2006： 33 Effect of company’s constitution， （1） The provisions of a company’s constitution bind the company and

its members to the same extent as if there were covenant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and of each member to observe those
provisions.

輧輲訛 See L.C.B.Gower，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fif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2， p.283.
輧輳訛 刘文科： 《公司决议的法律性质与效力》， 载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8年第 3期； 参见前引輦輴訛， 王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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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即成为公司意思机关组成人员， 其拟定内容可被推知与成立后的公司意思机关可形成的意思不
相矛盾。 鉴于拟定公司章程时公司尚不存在， 公司章程的制定行为被认定为共同行为自属合理， 但
其呈现出类似双方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 自不应与订立股东协议行为等而视之。

（二） 章程制定行为的特殊性与限制出资自治之正当性

投资者实现出资自治需依靠签订股东协议和拟定公司章程这两个行为。 前者属投资者的共同行
为， 后者虽可归属于投资者的共同行为， 但呈现出类似双方行为的法律效果。 就法律行为而言， 只
要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真实、 没有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 法律通常将认可当事人个人意思从而承认
相关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 这背后是法律对于个人意思的尊重， 因而允许民事主体依自身意思进行
利益安排。 但此种尊重并非无条件， 一方面， 当事人意思表示需自由且真实， 另一方面， 意思表示
内容不能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 第一百四十六条至第一百五十四
条明确规定法律行为有效以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要件， 并将意思表示虚
假， 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或欺诈、 胁迫及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行为可撤销化或无效化。 意思自
治的实现和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要受到表达自由、 意思真实、 他人利益、 公共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是
故， 投资者为实现出资自治而为的签订股东协议、 拟定公司章程之法律行为， 仍要受到上述因素的
限制， 不能放任投资者天马行空。 而章程制定行为的特殊性， 更决定了对出资自治加以限制的必要
和正当。

1. 拟定章程行为之意思表示的单方性和法律效果的多方性
拟定章程行为的特殊性， 首先体现在相关意思表示内容形成过程的单方性和法律效果约束主体

的多方性。 如前所述， 拟定公司章程行为虽仍属投资者共同行为， 但呈现出类似双方行为的法律效
果， 章程调整的主要不是参与共同行为的投资者， 而是尚未成立的公司及公司与投资者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 由于投资者初次拟定公司章程的过程中公司尚不存在， 对于设立过程中形成的公司章程内
容， 公司无法以独立主体身份参与拟定。 公司章程的内容， 或为照搬股东协议内容， 或由投资者另
行拟定， 均属投资者依自身意思而构建。輧輴訛 投资者制定的章程能够约束公司的正当性在于， 章程是
由公司成立后其意思机关的组成人员即投资者拟定的， 可推知不会与公司成立后其意思机关作出的
意思相矛盾。 因而法秩序有理由期待诚实信用的投资者在拟定公司章程时不仅仅以个人立场去思
考， 还应以待成立的公司意思机关组成人员的立场去思考， 亦即应兼顾个人和公司团体的利益来确
定章程内容。 然而， 这显然是理想化的， 现实中许多情况下是投资者的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
性， 使得公司章程过分偏向投资者个人。 与此同时， 双方行为的法律效果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当事人
依各自利益需要进行相互博弈的内部制衡机制， 因而大致能够达到双方利益平衡， 而拟定公司章程
行为虽呈现出类似双方行为所生之法律效果， 却属投资者的共同行为， 因而缺乏上述内部制衡机
制， 这也可能导致章程内容过分忽视公司利益。 在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的不一致性、 投资者的个人
理性、 内部制衡机制的缺乏等因素的作用下， 对投资者在拟定章程时会兼顾公司立场的期待极易落
空， 现实中 “一元公司” “百年认缴期限” 等现象的屡屡出现就是例证。 出资自治行为中可能出现
的对于公司团体利益的忽视， 将动摇投资者制定的章程能够产生约束公司和其他主体的法律效果的
正当性基础， 这需要通过对出资自治的限制予以纠正。

2. 拟定章程行为的外部性
拟定章程行为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其外部性， 即该行为影响投资者、 公司以外的其他主体。 表面

輧輴訛 参见前引輧輮訛， 朱慈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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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輵訛 参见前引輦輶訛， 陈界融文。
輧輶訛 石一峰： 《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 载 《法商研究》 2018年第 6期。

来看， 股东协议主要约束投资者， 而公司章程主要约束投资者和公司， 但从实质内容上看， 与公司
章程相关的利益主体远非仅此二者。 投资者签订的股东协议主要涉及投资者间的权利义务安排， 而
拟定的公司章程的内容却涉及公司的内部机构、 运营等事项， 而经营公司事关投资者、 公司、 债权
人、 雇员、 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利益。 公司章程中对股东出资的规定， 更是与其他利益主体休戚相
关。 认缴制下， 股东认缴金额的大小决定着公司注册资本的多寡、 公司对股东享有的债权额高低；
股东实缴金额的多少事关公司的原始启动资金几何； 认缴期限的长短则影响着公司获取股东实缴资
金的效率高低和难易。 注册资本的大小、 公司享有债权额高低、 启动资金的数额、 获取实缴资金的
难易等因素， 又会直接影响公司经营和偿债能力、 债权人受偿概率、 雇员的报酬支付及消费者权益
保障。 由是可见， 拟定公司章程这一行为的法律效果， 形式上主要约束投资者、 公司， 但实质上却
影响着诸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輧輵訛 当行为内容对第三人利益产生影响时， 对意思自治进行约束更显必
要。 因为当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仅涉及当事人时， 只要其自身愿意达成一致， 就属于对自身利益的
正当处分， 法律只有在极端不合理的情况下予以干涉才属正当， 如格式条款免除合同提供方责任
时。 当行为的法律效果涉及当事人以外的人时， 其利益和意思难以被当事人充分考虑， 为维护其利
益， 自然须有效约束当事人意思自治。 申言之， 依法律行为涉及利益主体的不同， 法律对于意思自
治的态度应当是 “内外有别” 的。 在法律行为仅涉及当事人自身利益时， 法律对于意思自治的干涉
应更为谨慎， 充分尊重行为当事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而当法律行为涉及第三人利益时， 法律对于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干预应更为积极， 以保障无辜第三人的正当权益。 这种内外有别， 也体现在了
《民法典》 对于法律行为的相关规定中， 其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五十四条对于法律行为当事人
受欺诈、 胁迫、 存在重大误解等情况和第三人利益受损的情形进行了分别处理。 对于前者， 法律赋
予当事人以撤销权， 最大限度地将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身； 而对于后者， 法律则直接规定行为无
效， 不再给予自治空间。 鉴于第三人利益乃限制法律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重要因素， 而拟定公司
章程这一出资自治行为事关投资者以外的多个利益主体， 对当事人意思自治进行适当限制以维护相
关主体的正当利益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

3. 拟定章程行为的对抗性
拟定章程行为的特殊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其对于第三人的对抗性。 通常而言， 法律行为内容仅

能约束当事人， 而不能限制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 第三人非法律行为的参与者， 不能知悉乃至影响
法律行为的内容， 以依当事人意思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约束不知情的第三人有悖公平。 是故， 当法
律行为的法律效果能够限制第三人时，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第三人对法律行为的内容知情。 签订股东
协议行为， 只是投资者之间约束各自权利义务的共同行为， 第三人无从得知其内容， 因而并不涉及
对第三人进行约束。 但拟定公司章程的行为却非如此。 我国 《公司法》 第二十九条、 第八十三条明
确规定， 公司章程应报送登记机关登记， 而我国 《民法典》 第六十五条规定了法人登记事项具有对
抗效力， 这说明拟定公司章程的行为不仅内容涉及投资者、 公司之外的第三人利益， 更可能在效力
上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果。輧輶訛 当法律行为涉及第三方利益时， 应注重第三人的利益维护， 约束当事
人的意思自治。 鉴于投资者拟定的公司章程经登记公开而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对出资自
治行为进行约束以保障第三人利益更属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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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资自治行为二分法下理解 “宽进严管” 原则的应然逻辑

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中， 国务院一再强调 “宽进严管” 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 从司法目前
对于出资自治行为的立场来看， 部分法官似乎较狭隘地理解了该原则， 呈现出重 “宽进” 而轻 “严
管”， 乃至为了 “宽进” 而不敢 “严管” 的态度。 基于将出资自治行为划分为订立股东协议和拟定
公司章程的二分法， 本文认为应依照 “立协议” 和 “定章程” 两个行为间的差异， 对 “宽进严管”
原则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和阐释， 以期能够改变司法对出资自治过于宽纵的立场。

1. 出资自治行为二分法下对意思自治限制程度的区分
投资者实现出资自治行为可分为订立股东协议和拟定公司章程两个法律行为， 二者的法律属性

有所不同。 订立股东协议的行为为投资者所为的共同行为， 约束的是投资者自身， 内容关于投资者
间的权利义务安排。 作为投资者内部约定， 股东协议对公司、 第三人影响有限， 故只要意思表示真
实自由， 外界应谨慎介入投资者意思自治。 拟定公司章程行为， 虽亦为投资者所为之共同行为， 却
能导致类似双方行为下的法律效果， 并且具有外部性、 对抗性。 一方面， 章程内容为投资者们所拟
定， 缺乏利益相对方的相互博弈、 互为限制之内部制约机制； 另一方面， 章程制定行为可以产生约
束投资者与公司乃至其他相关主体的法律效果， 章程内容涉及多方主体利益， 章程经登记公开足以
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当现行法律赋予章程以登记对抗效力时， 建立在集体非理性上的章程内容
不仅能约束投资者和公司， 更可能影响公司债权人、 交易相对方、 消费者等第三人。 公司及其他主
体受投资者拟定的公司章程约束的正当性在于对诚实信用的投资者会以尚未成立公司的意思机关组
成人员的立场、 以兼顾公司团体利益的态度来拟定公司章程的期待和推定； 与此同时， 根据法律行
为理论，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是以法律行为不损害第三人、 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的。 拟定公司章
程行为中， 投资者拟定章程内容时易偏重个人利益而忽视公司团体利益， 同时行为的法律效果不仅
事关第三人利益， 而且具有对抗效力， 这都决定了需要对投资者施以比订立股东协议行为时更高程
度的意思自治限制。

2. 出资自治行为二分法下对 “宽进严管” 原则的阐释
基于对订立股东协议行为和拟定公司章程行为的甄别，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出资自治行为， 有所

区分地理解 “宽进严管” 原则。 对于签订股东协议行为， 由于涉及的是投资者间的权利义务分配，
不具有影响乃至约束设立后的公司和第三人的效力， 应尽量不干预投资者基于自身意思对出资事项
的约定， 以充分体现 “宽进” 原则。 对于拟定公司章程行为， 由于涉及投资者与公司间的权利义务
安排， 影响第三人利益且具有对抗效力， 在章程的解释和适用上应有所体现 “严管” 原则， 使公
司、 第三人利益有所保障。 “宽进” 和 “严管”， 在规制投资者出资自治上应当是一体两面、 并行不
悖的。

“宽进” 主要是针对登记机关而言的， 意味着登记机关应依法允许投资者自行约定出资事宜，
不能以注册资本高低、 实缴金额多少、 认缴期限长短等事项来限制投资者依自我意思设定出资义
务。 “严管” 则主要基于公司及第三人利益保护考量， 意味着在章程的解释和适用中， 应对公司章
程中关于出资事宜的约定有所限制， 不能唯投资者意思是瞻。 “宽进” 指引我们尊重投资者在设立
公司过程中的出资自治， 不将出资事宜作为阻碍投资者投资创业的障碍。 “严管” 要求我们给予投
资者以出资自治的同时， 在章程解释和适用中将利益的钟摆向公司及第三人等适当回调。 这种回调
不是要直接否定公司章程中有关出资规定的效力， 而是仅当出资规定已经实际上有损公司、 第三人
正当利益时， 允许突破尊重意思自治的藩篱， 通过限制投资者意思以达到维护公司和第三人利益的
目标。 因而 “宽进” 和 “严管” 并不冲突， 在出资约定已有损公司、 第三人利益时对投资者意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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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有所限制， 并不妨碍投资者在设立公司时依自身情况设定出资责任。 尊重作为法律行为当事人的
投资者的意思自治， 不能以忽视作为行为法律效果承受者的公司的团体利益以及其他第三人利益为
代价， 否则就不具正当性。

3. 司法应坚持 “宽进” 和 “严管” 并行
回望最高法院的历次表态与司法主流观点及 《九民纪要》， 不难发现， 宽进的精神被一以贯之

而严管的态度却难觅其踪。 保障投资者出资自治、 维护投资者利益、 鼓励投资创业似乎已成司法中
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 然而， 只片面强调宽进而不予严管， 不仅在法理上存在瑕疵， 其是否真的有
利于投资创业， 是否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也值得商榷。 短期来看， 司法政策和审判实践倾向保
护投资者意思自治、 侧重投资者利益维护， 确实能够鼓励投资者投资创业。 长远来看， 如果不通过
“严管” 适当限制意思自治， 可能会助长非理性投机者利用司法的这种 “偏爱” 从事空手套白狼般
的创业行为， 而这不仅可能破坏市场秩序， 更可能导致劣币逐良币。 部分投机分子的非理性出资、
非诚信经营行为， 可能导致其他市场主体对那些注册资本低、 认缴时间长的初创公司的天然排斥，
使得真正具有实干热情的创业者难以享受完全认缴制所带来的创业红利。

通过严管， 在章程的出资内容已损及公司、 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对意思自治有所限制， 不仅可
以倒逼投资者理性规划出资义务， 而且能够使得其他市场主体、 消费者等第三人的利益有所保障，
缓解真正诚信经营的初创企业可能面临的信用质疑。 如果说 “宽进” 是量的保障， 那么 “严管” 就
是质的保障。 在修改前的 《公司法》 过于限制投资者出资自由的大背景下， 笔者赞成司法严守认缴
制改革初衷、 充分保障投资者意思自治的立场， 但是这种价值考量不能矫枉过正， “宽进” 的精神
不应统治公司准入至经营的全过程。 既然准入上不再以出资事项限制投资者意思自治， 则公司设立
后应贯彻 “严管” 精神， 对投资者意思自治进行适当突破。 司法应理性约束出资自治， 宽进和严
管并行。

四、 突破期限利益———兼议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

对于完全认缴制实施后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许多法官、 学者秉持着投资者意思自治优先这
一前提作为阐释情况、 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 典型的例子如， 《九民纪要》 和诸多判决中均以股东
期限利益为由否定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这种对期限利益的尊重， 实质上是对投资者出
资自治的尊重。 基于前文对于出资自治进行理性约束的逻辑， 本文欲同上述观点商榷。 依法律行为
理论和宽进与严管并行的立场， 对拟定章程行为中投资者意思的尊重， 应建立在其兼顾了公司的团
体利益， 并且不损及公司、 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 否则可突破投资者意思自治。 本文将从对投资者
的合理期待、 公司利益的保障、 第三人利益维护三个方面讨论限制投资者意思自治及期限利益的正
当性， 肯定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一） 期限利益的享有以不违背法秩序对投资者的合理期待为前提

股东享有之期限利益乃投资者拟定公司章程这一共同行为所生之法律效果。 如前文所述， 投资
者的共同行为能产生约束公司的法律效果， 其正当性在于投资者属公司成立后的意思机关组成人
员， 因而可推定其制定的章程内容不会与公司意思机关的意思相矛盾。 这种推定要求投资者在拟定
章程时， 不仅基于个人利益， 也要站在公司意思机关组成人员的立场考虑问题。 法秩序有理由期待
诚实信用的投资者会兼顾公司团体利益而制定、 履行章程。 如果这种合理期待落空， 那么投资者拟
定章程的共同行为产生能够约束公司法律效果的正当性就不复存在。 投资者基于公司章程而享有出
资期限利益， 依法对公司具有约束力， 原则上应当尊重。 但是， 投资者在出资期限上的意思自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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輧輷訛 参见前引輦輰訛， 郭富青文。
輨輮訛 袁碧华： 《“认” 与 “缴” 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 载 《中国法学》 2019年第 2期。
輨輯訛 贾兴平、 刘益： 《外部环境、 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 载 《南开管理评论》 2014年第 6期。

得违反法秩序的合理期待， 否则要求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予以尊重便不具正当性。 这种合理期待具
体包括： 在拟定公司章程时， 投资者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公司经营范围合理设定出资期限， 保障
公司能够正常经营运作； 在依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过程中， 当发生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其他
急需生产经营资金的事由， 投资者会在认缴期限内积极实缴出资以助公司纾困。 吊诡的现实是， 认
缴期限高达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公司章程屡见报端， 若均认为需尊重投资者意思自治及期限利益而
不能提前追缴， 显然不符合正义理念。 法律允许投资者在出资期限上意思自治并对成立后的公司有
约束力， 是基于投资者能够诚实信用地拟定、 履行公司章程的良善预期， 不应让法律的良善成为投
资者借以推卸出资责任的借口。 当投资者行为有违法秩序的合理期待， 应突破其意思自治、 否定其
期限利益进而允许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二） 公司的存续利益比投资者的期限利益更值得保护

从公司利益角度看，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发生其他急需经营资金的事由时， 公司能够正常
存续的利益较之投资者期限利益更值得保护。

1. 存续利益是公司的核心利益， 而期限利益并非投资者实体利益
当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发生其他急需经营资金的事由时， 公司通常在面临经营危机， 能否获得

股东的实缴出资关系到公司能否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对于公司而言， 没有哪一种利益比自身的生
存利益更为核心和基础。 质言之， 对于公司而言， 能否适当限制投资者期限利益可能事关其存续与
否， 影响的是其核心利益； 而就投资者而言， 是否享有期限利益， 仅事关履行义务的时间先后， 不
影响其实质利益。 故而， 基于利益平衡考量， 应当认为公司存续利益比投资者享有的期限利益更值
得保护， “股东的出资应当在公司丧失清偿能力之前实缴到公司”。輧輷訛 与此同时， 在现行法律体系内，
对期限利益的保护从来都不是绝对的， 期限利益和对方当事人的实质利益相冲突， 现行法也倾向于
保护当事人实质利益。 典型例子如： 依 《民法典》 第四百零八条规定， 当债务人提供的抵押财产价
值减损， 又拒绝恢复财产价值或提供新的担保的， 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提前清偿； 又如依 《民法
典》 第六百三十四条规定，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达全部价款五分之一， 出卖
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提前支付全部价款。 由此可见， 现行法秩序下， 对期限利益的保护不得有损对方
当事人实质利益； 为保障公司的存续利益而约束投资者意思自治、 期限利益符合体系协调。

2. 公司的存续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
针对公司存续利益较之投资者意思自治、 期限利益优先的观点， 也有学者批评道： “归根到底

公司是股东的……连股东自己都不想公司存续了， 外界又何必强制公司生存和发展下去呢？”輨輮訛 本文
对此不甚赞同。 公司虽为投资者出资设立， 但于登记设立时公司即拥有了独立于投资者个人的法人
人格、 有别于投资者利益的法人利益， 其不再是投资者个人之私产， 而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团体。 公
司的设立和存续过程不仅有投资者的资金投入， 更有整个社会为之成本付出。 公司的存续不仅对于
投资者个人获益有意义， 而且对公司自身、 雇员、 消费者乃至社会均有其存在意义。 公司的生存发
展不是只关系到投资者个人利益多少， 更关系到公司的团体利益、 雇员生存、 消费者权益、 公共产
品供应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 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愈发被认可的重要原因。輨輯訛 法律应当以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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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导向鼓励主体诚实信用行事， 应当是 “一个秩序的建构者和良好互动的引导者”。輨輰訛 当公司难
以偿债之时， 法律应当引导投资者提前履行本无法逃避的出资义务而非支持投资者坐视公司危机。
对此， 亦有德国立法例支持。輨輱訛 根据从商自由原则， 投资者当然有放弃继续经营之自由， 但这种自由
应通过申请破产、 决议解散公司等方式实现， 而不应允许投资者以期限利益为借口， 一边不通过正
当渠道终止经营而继续坐享股东权益， 一边对尚在存续中的公司视而不救。

（三） 登记公示不应成为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障碍

对第三人正当利益的保护是限制投资者意思自治和期限利益的一个重要理由。輨輲訛 如前文所述， 投
资者拟定公司章程的行为除了具有外部性， 还具有对抗性。 《民法典》 第六十五条规定： “法人的实
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六十六条规定： “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及时
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 说明现行法律认定在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存在一种对登记公示事项的信
赖。 由于公司章程属于公司登记公示内容， 根据外观主义和信赖保护法理， 第三人应被推知对公司
章程中的出资期限是明知且信赖的。 正是公司章程内容所表现出的对抗性， 使得以第三人利益保护
为由限制投资者意思自治及期限利益的路径受到了质疑。 有观点认为， 出资期限被登记公示后， 第
三人应被认为对此是明知的， 故第三人应尊重被公示之出资期限， 即使第三人权益因此受到损害亦
属应当承受之交易风险。輨輳訛 在承认公司章程对出资期限的规定可能损及第三人利益的基础上， 支持保
护投资者期限利益的观点认为， 出资期限的公示对抗效力构成了投资者意思优于第三人正当利益
的合理理由。

笔者以为， 出资期限的公示可以成为对抗第三人无端要求投资者在出资期限内缴资的理由， 但
不能被视为第三人利益受损时仍须受投资者单方面意思决定的出资期限约束之理由。 其一， 公示可
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果， 但这不意味着经公示的权益可以不受约束； 相反， 任何具有对抗效力的权
益更须受到限制， 否则具有对抗性的权益可能被滥用而贻害无穷。 典型的例子如物权经公示后具有
对抗效力， 但物权的种类、 内容须限于法律规定， 不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 又如， 不动产预告登记
制度虽给予当事人间的不动产买卖合同以对抗效力， 但同时规定当事人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
起三个月内不登记的对抗效力失效。 出资期限作为登记公示事项， 要求第三人予以尊重无可厚非，
但是当其已危及第三人利益时， 仍然坚持其能够对抗第三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则值得商榷。 如果说在
《公司法》 修改前， 在法律对投资者出资期限的上限有所限制的背景下， 强调第三人须尊重公示的
出资期限尚属合理， 那么在 《公司法》 修改后， 在法律已经完全放开对出资期限的限制的背景下，
仍然推崇公示的出资期限对第三人的高程度约束， 就有鼓励投资者滥权之嫌。 其二， 公示制度本为
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保护而设， 其存在使得第三人能够获取必要交易信息并基于信赖为交易行

輨輰訛 张剑源： 《寻求接纳： 法律与信任关系的另一种诠释》， 载 《法律科学》 2012年第 2期。
輨輱訛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 第 32a 条第 1 款规定： “如果股东在一个凡作为正派商人之股东均应向公司输入自有资本 （认缴资

本） 的时刻 （公司危机）， 以向公司提供贷款取代输入自有资本， 则在对公司财产的破产程序中或在为避免破产而进行的和
解程序中, 该股东不得主张归还贷款的请求权。 强制和解或在和解程序中达成的和解, 无论利弊均对该股东的债权有效。” 参
见赵万一、 侯东德： 《德国公司法上的替代自有资本股东借贷制度研究》， 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8 年
第 6期。

輨輲訛 参见丁勇： 《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 载 《法学研究》 2018年第 2期。
輨輳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 民终 14383 号民事判决书、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 粤 01 民终 16212 号民事判决

书； 参见前引輥輵訛，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课题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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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輨輴訛 不应使得公示制度成为限制第三人正当权益实现的障碍。 如果认为出资期限经公示后， 即便
第三人正当利益会因公示的出资期限条文受损， 亦须受到公司章程规定的约束， 那么， 公示将会变
成投资者非理性出资的护身符， 这明显背离公示制度保护第三人、 维护交易安全的目标， 无疑是对
公示制度存在意义的讽刺。 经公示的出资期限， 应被解读为投资者对第三人作出的将于规定期限内
提供相应资金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的一份承诺， 而不应被视为投资者作出的在出资期限的
最后一日前均有权无视公司经营状况不予实缴的一份免责声明。 公示制度不能从保护交易安全、 第
三人权益之盾， 变为投资者阻碍第三人的正当权益实现之矛。 其三， 第三人基于对公示信息的信赖
而为相应行为， 确应承担相应风险， 但投资者不愿在出资期限内实缴资金挽救公司并不在正常的风
险范围内。 不能因为出资期限进行了公示， 就认为第三人理应预料到投资者会一边坐享股东权益，
一边不顾及公司存亡而拖延实缴时间至出资期限的最后一日。 与之相反， 正是出资期限的公示， 给
予了第三人一种对投资者的合理信赖， 他有理由期待投资者会在期限内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投
入资金。 司法应当允许第三人对投资者存在一个相对正当合理的期待， 并引导投资者积极履责。

（四） 小结：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之肯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
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 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 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因
而在公司破产的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惟在公司尚未破产又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情形下， 方生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于出资期限届满前缴纳出资之问题， 即所谓 “非破产情形下股
东出资加速到期问题”。 《九民纪要》 以保护股东期限利益为由， 不支持债权人让股东在出资期限
届满前以未缴出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诉求， 可谓明确否定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
速到期”， 对此本文不能认同。 如前文所言， 在股东出资事宜上， 司法不能只强调 “宽进” 而忽视
“严管”。 特别尊重投资者意思自治和特别关注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态度， 在最高法院的倾向性意见和
司法政策以及地方法院的相关判决书与调研报告中屡屡出现， 体现了司法机关对投资者出资自治的
极度推崇和对促进投资创业的极端重视。 司法对投资者意思自治的尊重、 对股东期限利益的保护、
对促进投资创业的重视等， 固属正当， 但不能以忽视法秩序对投资者诚实信用行事的合理期待、 公
司存续利益、 第三人正当利益为代价。 当公司能够正常经营、 公司债权人之债权有所保障时， 自然
应尊重投资者意思自治、 保障股东期限利益， 任何人不可无端要求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缴交未缴
出资。 当公司有不能正常存续之虞、 公司不清偿到期债务危及债权人利益之时， 仍坚持投资者意思
自治、 股东期限利益优先， 显然有失公允， 亦无益于股东、 公司、 债权人等相关各方； 此时司法应
允许公司或公司债权人要求股东于出资期限届满前在已认缴尚未实缴的出资范围内缴纳出资， 亦即
应肯定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

輨輴訛 孙青山： 《资本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探究》， 载 《社会科学战线》 2018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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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form�of� registered�capital� registration�system�is� like�a�storm,�which�originated�
from�the�administrative�field,�and�then�swept�the�legislative�and�judicial�fields.�The�consequence�
of� legislation� is�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 of� the� Company� Law� and� the� thre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The�judicial�influence�is�reflected�in�the�court's�special�respect�for�the�autonomy�
of�investors�and�the�inclined�protection�of�the�interests�of�investors.�The�legislation�only�removes�
the�shackles�previously�placed�on� investors,�but�does�not� innovate� the�corresponding�regulatory�
norms.�Judicature�regards�safeguarding�the�autonomy�of�investors�and�protecting�the�interests�of�
investors�as�political�correctness,�and�excessively “dotes�on” investors.�According�to�the�theory�
of� legal� act,� the� autonomy�of� capital� contribution� should� be� constrain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Investor� autonomy� should� not� be� an� excuse� to�
damage� the� interests�of� the� company�and� the� third�party.� Justice� should� change� the� position� of�
“emphasizing�leniency�and�neglecting�strict�management”,�and�deal�with�relevant�disputes�with�
the�logic�of�rational�constraints�of�capital�contribution�autonomy,�leniency�and�strict�management.�
In�the�face�of�whether�the�shareholder's�capital�contribution�can�accelerate�the�maturity�under�the�
condition�of�non-bankruptcy,�the�judiciary�should�hold�a�positive�position.

Key Words: Legal� Act;� Subscribed� System� Reform;� Autonomy�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Obligation�of�Capital�Contribution;�Acceleration�of�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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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国刑法中抢劫致人死亡的刑罚规定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认定研究

王若思 *

内容提要：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立法者规定为较重的刑罚。 尽管学界诟病
结果加重犯违背责任主义， 但是结果加重犯仍然客观大量存在于各国刑事立法。 可以从规
范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的角度来减少结果加重犯的适用。 以危险性本质说为背景，
客观层面以先前行为理论限制共同犯罪人的作为义务来源， 主观层面以共谋射程理论判断
行为是否过限。 通过在司法实务案例中的运用， 上述理论对于规范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司
法认定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抢劫罪 结果加重犯 共同犯罪 先前行为 共谋射程
DOI： 10.19350/j.cnki.fzsh.2022.01.009

*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一、 问题的提出

（一） 学理对结果加重犯存在本身有质疑

抢劫罪是既针对人身法益也针对财产法益的暴力型侵财犯罪。 在抢劫罪实施过程中致人重伤和
死亡的情形大量相伴发生。 因而在很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规定了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且抢劫罪
的结果加重犯的刑罚高于基本犯和加重结果的刑罚之和， 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以抢劫致人
死亡为例， 如表 1：

国家 抢劫罪基本犯的刑罚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 抢劫致人死亡的刑罚

中国 3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一般情节， 3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
死刑

德国 情节较轻的 6 个月以上 5 年以下， 一
般情节的处 1年以上 15年以下自由刑

3 年以上自由刑； 情节较
轻的 1 年以上 10 年以下
自由刑

终身自由刑或 10年以上 15 年以下自由
刑

日本 3年以上 20 年以下有期惩役 50万日元以下罚金 死刑或者无期惩役

俄罗斯
3 年以上 8 年以下剥夺自由， 并处或
不并处数额为 50 万卢布以下或被判
刑人 3 年以下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

处 2 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
剥夺自由

8 年以上 15 年以下剥夺自由， 并处或
不并处数额为 100万卢布以下或被判刑
人 5年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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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最高刑为 15 年有期徒刑 最高刑为 2 年有期徒刑 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丹麦 不超过 6 年的监禁 处以罚金或者不超过 4 个
月之监禁

不超过 10 年之监禁

挪威 5 年以下监禁 3 年以下监禁 21 年以下监禁

奥地利 1 年以上 10 年以下自由刑 1 年以下自由刑 10 年以上 20 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终身自
由刑

从表 1 中我们能看出， 第一， 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的刑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重刑， 并且存在
突破刑种， 由有期自由刑向无期徒刑和死刑转化的趋势。 上述九个国家中， 保留死刑的国家分别是
中国、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除了俄罗斯以外， 其余三个国家的最高刑均为死刑。 第二， 大多数国
家抢劫致人死亡的刑罚要高于抢劫的基本犯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刑罚之和， 具体来说， 并不是结果加
重犯的量刑一定就在基本犯和加重结果刑罚之和之上， 而是结果加重犯的量刑范围能够超出基本犯
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刑罚之和。 因此可以说，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刑罚设置充分体现了结果加重犯刑
罚之严苛。 学理上诟病结果加重犯的关注点在于： 一方面， 立法为结果加重犯配置了较高的法定
刑： 而另一方面， 多数刑事立法并未对行为人要对加重结果持有什么程度的罪责有规定， 这就意味
着无罪责的情形也有可能认定成立结果加重犯。 此外， 即便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的罪责， 为
什么行为人要承担高于 “基本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两罪或数罪并罚的刑罚？ 基于上述原因， 结果
加重犯一直被学界所诟病， 例如有学者称结果加重犯为 “这个时代令人愤怒的污点”，譹訛 “天真得无
以复加， 是最不幸的理论之一”，譺訛 “单看条文的本身， 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应属违宪”。譻訛

（二） 司法对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无标准

即便学理上对结果加重犯本身正当性存在严重怀疑， 然而我们需要正视的立法现实是， 结果加
重犯在法典中仍然客观存在， 并且在司法中也被活跃适用。 积极的刑法教义学研究理念应当是尊重
刑法立法规范的前提下， 探讨如何统一结果加重犯的认定标准， 严格限定对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认
定。 笔者关注到在司法实践中，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不明， 例如在以下案例中：

【案例一·江某喜、 王某四抢劫案】譼訛 被告人江某喜、 王某四经预谋抢劫后， 于 2013 年 9 月 3 日
21 时窜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一工业区寻找抢劫作案目标， 在选定驾驶某某牌摩托车的被害人吴某某
作为作案目标后， 以去广东省中山市、 江门市等地找朋友为由让被害人吴某某搭载他们。 2013 年 9
月 4 日凌晨 30 分许， 被害人吴某某搭载被告人江某喜、 王某四行至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某某电器
厂门口空地时二被告人让被害人停车， 车停后被告人江某喜立即用刀持续刺向被害人吴某某的腹、
胸部等部位， 后被告人王某四也持刀划割被害人的颈部及以上部位， 被害人吴某某倒地无法反抗

（续上表）

譹訛 L觟ffler观点， 转引自许玉秀： 《前行为保证人类型的生存权？ ———与结果加重犯比较》， 载 《台湾政法大学评论第 50 期》 第
150页， 注释 89。

譺訛 Binding观点， 参见前引譹訛， 许玉秀文。
譻訛 黄荣坚： 《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04页。
譼訛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江中法刑二初字第 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载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2017年 10月 3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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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訛 马克昌主编： 《犯罪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05页。
譾訛 参见张明楷： 《刑法学》 （第五版）， 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 第 400页。
譿訛 参见周光权： 《刑法总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24页； 陈家林：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浅论》， 载 《河北

法学》 2006年第 12期； 陈家林： 《外国刑法通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560页。
讀訛 参见陈兴良： 《共同犯罪论》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 第 381页。
讁訛 我国通说认为， 教唆和帮助是在故意心理支配下的行为， 指有意识指使或协助他人实施犯罪。 教唆犯和帮助犯不可能由过

失构成。 参见王世洲： 《现代刑法学 （总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62 页； 陈兴良： 《规范刑法学》 （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25 页； 高铭暄、 马克昌主编： 《刑法学》 （第九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19年版， 第 162页。

后， 被告人王某四从被害人身上搜出一部黑色手机并伙同被告人江某喜推着被害人的摩托车逃离现
场。 经鉴定， 被害人吴某某符合被他人用锐器袭击胸、 腹部造成内脏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江某喜、 王某四经事先预谋结伙抢劫他人财物， 致一人死亡， 其行为
共同构成抢劫罪， 二被告人共同分别持刀刺伤被害人致其死亡， 均是犯罪行为的积极实施者， 故本
案不应区分主从犯。 被告人江某喜是是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被告人
王某四亦是抢劫杀人的积极实施者， 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案例一中， 法院在基本犯罪抢劫罪的范围内明确认定被告人江某喜、 王某四成立共同正犯， 然
而对于抢劫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 则采用分别表述的方式， 没有明确认定二人成立抢劫罪结果加重
犯的共犯。 司法实务中的暧昧不明、 欲语还休， 根源在于学理上对于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能否成
立还缺乏共同认识。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的讨论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将研究方向集中在结
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问题， 而对于狭义共犯问题研究甚少。 有学者将结果加重犯的狭义共犯问题作
为结果加重犯的认识错误问题讨论， 以教唆者或者帮助者对加重结果是否具有过失来判定是否是狭
义共犯。譽訛 第二， 对结果加重犯共同正犯理论的研究也是以能否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为讨论基点， 若肯
定过失共同犯罪， 则肯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正犯，譾訛 若否定过失共同犯罪， 则否定结果加重犯的共同
正犯， 对于各个行为人按照结果加重犯分别定罪， 这也就是同时犯消解说。譿訛 不过也有少数学者从结
果加重犯的特殊犯罪构造出发， 认识到了结果加重犯与普通结果犯的不同， 在否认过失共同犯罪的
基调下， 却全面肯定结果加重犯共同正犯的成立。讀訛 由此可见， 我国理论界对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
认定莫衷一是， 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厘清， 更何况认定标准的构建。

为了解决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的认定， 上述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而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
也能够为我们解决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提供指引。 具体来说， 上述第一个问题， 指引我
们首先要理清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成立模式， 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意义的讨论模型。 上述第二个问题，
需要我们思考过失共同正犯理论与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关系。 以下， 本文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之后尝试构建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规则， 并在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认定中予以适用。

二、 基本理论问题的厘清

（一） 讨论模型的框定

当前对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研究还缺少对狭义共犯的研究。 笔者认为， 应当区分行为人参与正
犯的犯罪行为是全程参与还是半程参与， 以及参与的形式是实行犯还是狭义共犯 （以狭义共犯必须故意
实施为前提讁訛）， 将上述元素进行不同组合， 便衍生出多种可能构成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类型， 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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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类型

表 2 中行为人 A 系完整实行结果加重犯的正犯， 其对加重结果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的责
任， 行为人 B 是全程参与或者部分参与了行为人 A 的犯罪的人。 其中类型 1/2/3/4， 是行为人 B 作
为实行犯全程参与了行为人 A 的犯罪活动。 类型 5/6/7/8 是行为人 B 作为实行犯部分参与了行为人
A 的犯罪活动， 类型 9 是行为人 B 作为教唆犯或者帮助犯全程参与了行为人 A 的犯罪活动， 类型
10/11/12 是行为人 B 以不同形态全程参与了行为人 A 的犯罪活动， 类型 13/14， 是行为人 B 作为狭
义共犯分别只参与了行为人 A 犯罪的基本行为部分或者加重结果部分。 此表中 14 个组合形态的罗
列， 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构成， 未必在现实中能有实际案例发生与之对应， 但是作为一种逻辑上的范
围设定是周全的。輥輮訛 不过在对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进行讨论时， 上述 14 种类型未必全部都具有讨论
的必要， 应当对这个范围予以缩小， 以便于切中问题的要害。

笔者认为， 第一， 目前通说观点认为， 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在于基本行为创设的类型性危险， 所
以， 结果加重犯的核心在于考察基本行为。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至少是行为人共同参与了基本行

輥輮訛 德国学者 Oehler 在讨论结果加重犯的狭义共犯时， 列出了这样一组供讨论模型， 即行为人 C 只实施了基本犯罪， 行为人 D
以狭义共犯的形式参与了行为人 C 的基本犯罪， 但是由于行为人 D 的过失引发了加重结果。 对于这种类型， Oehler 认为 C
非结果加重犯， 而 D 单独成立结果加重犯。 并且由于 D 在基本犯罪当中属于从犯， 故应当减轻处罚。 Oehler， Das
erfolgsqualizierte Delikt und Die Teilnahme an ihm， GS1954,37.转引自蔡蕙芳： 《结果加重犯之共犯问题》， 载 《月旦法学杂志》
第 118 期。 对于这种结果加重犯的狭义共犯的讨论， 笔者认为可将其按照本文上述表格的类型 5 来处理， 其与类型 5 的区
别就在于， 行为人 D 不是基本犯罪的实行犯， 而是基本犯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 如果根据单一的共犯体系， 那么 Oehler
和本文所举的类型 5 是一致的， 如果按照二元的共犯体系， 区分实行犯和狭义共犯， 本文同样认为， 无论 C 是直接参与实
行， 还是提供了教唆和帮助， 都是参与了基本犯罪， 这一点不能否认， 故对此案例的讨论方式将与本文表中所列的类型 5
一致， 不做另外讨论。 并且， 本文的结论也与上述学者观点不一致， 留待后文展开。

行为人 A 基本犯： 故意 加重结果： 故意、 过失

行为人 B

参与程度 序号 基本犯罪责 加重结果罪责

全程实行犯

1 故意 （实行） 过失 （实行）

2 故意 （实行） 故意 （实行）

3 过失 （实行） 过失 （实行）

4 过失 （实行） 故意 （实行）

半程实行犯

5 故意 （实行） 0

6 0 故意 （实行）

7 过失 （实行） 0

8 0 过失 （实行）

全程狭义共犯 9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教唆、 帮助）

全程广义共犯

10 故意 （教唆、 帮助） 过失 （实行）

11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实行）

12 故意 （实行） 故意 （教唆、 帮助）

半程狭义共犯
13 故意 （教唆、 帮助） 0

14 0 故意 （教唆、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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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举轻以明重” 的讨论逻辑， 第 5 组半程实行犯， 行为人 B 只在基本行为部分参与了实
行， 对于加重结果主观上没有预见， 客观上并未参与实施； 而第 1 组、 第 2 组、 第 12 组中行为人
对于加重结果均有具体加功， 相比之下第 5 组中的行为人 B 其犯罪参与程度更为轻微。 同理， 第
13 组中的行为人 B 相对于第 9 组、 第 10组、 第 11 组中的行为人 B， 其只参与了基本犯罪， 故其犯
罪参与程度也最为轻微。 故本文拟以第 5 组和第 13 组为例， 分别讨论行为人 B 作为基本犯罪的共
同正犯， 或者作为基本犯罪的狭义共犯， 在行为人 A 的行为引发加重结果的情况下， 尽管未参与加
重结果的具体引发， 能否进行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归责。 如果得出了肯定结论， 那么上述 8 组组
合形态均能够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 应该说， 对 14 组可能的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成立组合
的 “瘦身”， 能够为接下来的讨论聚焦关键问题。

（二） 过失共同犯罪理论与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理论的关系

1. 过失共同正犯在我国刑法体系中不宜成立
我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 应当负刑事

责任的， 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法条中明文规定不成立过失共同犯罪。 因而， 我国学界通说
反对过失共同正犯成立， “构成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輥輯訛

但是有学者提出肯定过失共同正犯的观点。 理由在于： 第一， 共同过失犯罪是作为客观存在的
犯罪现象， 是现实存在， 不能被刑法的规定所局限， 法条没有规定过失共同犯罪， 是立法的缺陷，
应当通过理论的研究改善这种现象。輥輰訛 第二， 不承认过失共同正犯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表 3： 限缩的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讨论类型

为， 否则， 仅仅在加重结果部分以故意或者过失的形式参与进来， 仅仅就加重结果部分成立共同犯
罪或者单独犯罪， 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 因此需要排除的组合类型是第 6 组、 第 8
组、 第 14 组。 第二， 根据我国通说， 只有故意才能构成共同犯罪， 故意和过失之间因为缺少意思
联络可能性， 不能构成共同犯罪， 因而排除第 3组、 第 4组、 第 7组。 这样还剩下以下 8组， 见表3：

基本犯： 故意 加重结果： 故意、 过失

基本犯罪责 加重结果罪责

故意 （实行） 过失 （实行）

故意 （实行） 故意 （实行）

故意 （实行） 0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教唆、 帮助） 过失 （实行）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实行）

故意 （实行） 故意 （教唆、 帮助）

故意 （教唆、 帮助） 0

行为人 A

行为人 B

参与程度

全程实行犯

半程实行犯

全程狭义共犯

全程广义共犯

半程狭义共犯

序号

1

2

5

9

10

11

12

13

輥輯訛 参见前引讁訛， 高铭暄、 马克昌书， 第 162页。
輥輰訛 参见童德华： 《共同过失犯初论》， 载 《法律科学》 2002年第 2期； 林亚刚： 《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 （上）》， 载

《江西公安专科学报》 200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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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参见高慧： 《一起过失致人重伤案引发的思考》，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1 年第 2 期； 侯国云： 《过失犯罪论》， 人民出版
社 1993年版， 第 164页。

輥輲訛 参见前引譾訛， 张明楷书， 第 400页。
輥輳訛 冯军教授认为， 我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否定的是共同过失犯罪， 而不是过失共同犯罪。 “过失共同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负

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 由于全体行为人共同的不注意， 以致发生结果的一种共同犯罪形态， 且这种犯罪形态仅
限于过失共同正犯； “共同过失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了一个结果， 但是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注意义
务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心情。 参见冯军： 《论过失共同犯罪》， 载 《西原先生古稀祝贺文集》， 中国法律出版社、 成文堂
1997年版， 第 165页。

輥輴訛 参见前引譾訛， 张明楷书， 第 400页。
輥輵訛 张明楷： 《刑法的基本立场》，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页。
輥輶訛 参见前引譾訛， 张明楷书， 第 400页。

例如在生产作业中的责任事故， 职务业务活动中的责任事故， 如果不按照共同过失犯罪认定， 将不
能准确定性。輥輱訛 又如在类似于枪法比赛的场合， 甲和乙同时向丙射击， 客观上无法分辨是谁的子弹射
中了丙， 无法分别按照过失定罪， 只有认定共同过失犯罪才能正确评价二者的行为。輥輲訛 第三， 我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并没有否认过失共同犯罪， 有学者主张区别 “过失共同犯罪” 和 “共同过失犯
罪”輥輳訛， 我国 《刑法》 否定的只是共同过失犯罪， 而非过失共同犯罪； 也有学者认为刑法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的共同犯罪仅仅指狭义共犯， 只是否认了过失的教唆犯和帮助犯， 而第二款说明对过失
共同犯罪采用单一正犯体系， 均按照正犯处罚。輥輴訛

笔者反对上述观点， 认为过失共同正犯在我国的刑法体系内不宜成立。 理由如下： 第一， 我国
《刑法》 规范已经明确否认过失共同正犯。 我国 《刑法》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对于共同过失的犯罪
应当分别定罪处罚。 这实际上是将行为人的共同过失行为按照同时犯分别予以处罚。 日本刑法学之
所以肯定过失共同正犯， 是因为其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并未排斥过失共同正犯。 《日本刑法典》
第 60 条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 都是正犯。 这样的规范规定为成立过失共同犯罪留有可
能性， 然而我国的刑法规范并没有成立过失共同犯罪的余地。 张明楷教授曾正确指出： “因为没有
‘学者之意高出法律之意’ 的道理， 意欲一部法律绝对明确、 绝无疏漏、 绝无争议， 只不过是幻想
而已。 既然如此， 与其动辄批判刑法， 不如反复解释刑法。”輥輵訛 所以， 当刑法典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
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认定， 那么， 对于这种犯罪现象就应该用其他途径来解释。

第二， 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区别 “过失共同犯罪” 和 “共同过失犯罪” 的措辞， 区分标准是是否
具有共同注意义务或者共同注意心情。 笔者认为， 是否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判断过于主观， 是可灵
活掌握的标准， 无法对过失共同犯罪和共同过失犯罪予以区分。 并且更重要的是， 我国 《刑法》 规
范中的习惯就是采取 “共同故意犯罪” 或者 “共同过失犯罪” 的措辞， 即便采用 “故意共同犯罪”
或者 “过失共同犯罪”， “故意” “过失” “共同” 均为 “犯罪” 的定语， 定语之间排列顺序的不同不
能影响整体含义， 因而这种对 “过失共同犯罪” 和 “共同过失犯罪” 措辞的区分， 不符合语言习惯。

第三， 司法实践中否认过失共同犯罪， 不会影响公正审理。 肯定说的学者举例， 枪法比赛案之
中， 甲和乙同时向丙射击， 如果不能确认每个行为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对甲和乙就
无法追责。輥輶訛 对此笔者认为， 既然法条已经明文否定过失共同犯罪， 那么对这种犯罪现象或者是按照
同时犯处理， 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 过失犯罪相较于故意犯罪的主观罪责要轻微， 必须确认各个行
为人的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 才可以对行为人发动刑罚。 例如， 在枪法比赛案中， 能够
确认的是被害人的死与行为人的枪法比赛有因果关系， 并且甲和乙在主观上对于危害后果的发生都
具有预见可能性， 那么， 此时对二者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定罪处罚， 并不会出现处罚不公， 轻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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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问题。 当然如果在其他情形下， 无法证明多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按照
无罪处理。 只要遵循立法的刑事政策选择， 自然就不会存在定性不准的问题。

第四， 犯罪共同说能够更好地解释共同犯罪的共同性， 这种共同是行为构成要件上的共同， 而
不是自然行为之间的共同， 是规范的共同， 而不只是事实的共同。 正如有学者所言， 如果行为人缺
乏对共同犯罪的认识， 就不具有共犯所要求的内在一致性，輥輷訛 就不符合定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
因而在立场上笔者是赞同犯罪共同说的。 而对于共同过失犯罪， 由于各个行为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犯
罪故意， 没有共同的意欲， 即便其行为共同造成了某个结果， 仍然应该对行为人分别定罪， 这就是
共同过失犯罪的分别定罪原则。 在这样的思路下， 对于一方故意犯罪一方过失犯罪， 也自然不能成
立共同犯罪， 并且在教唆、 帮助、 组织犯罪时也只能是故意而为之，輦輮訛 这样的结论在体系上是正确的。

故本文认为， 过失共同正犯在我国 《刑法》 体系中不宜成立。
2. 过失共同正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共犯无连带关系
笔者认为， 过失共同正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共犯并无连带关系。 第一， 如上文所举， 过失共同犯

罪与结果加重犯的共犯成立与否有四种组合关系， 即便认可过失共同犯罪， 也有可能否认结果加重
犯的共犯， 即便不承认过失共同犯罪， 也有可能承认结果加重犯的共犯， 因而过失共同正犯与结果
加重犯的共犯成立与否并无连带关系。 第二， 传统思路是将结果加重犯与过失共同犯罪能否成立予
以 “连带” 考察， 这个观点是从结果加重犯本质论中 “复合形态论” 出发， 将结果加重犯拆分为
“故意+过失” 的结合体， 需要行为人在基本犯和加重结果两个部分均构成结果加重犯才能认定成立
共同犯罪， 在加重结果的部分， 是否成立共犯， 直接受到共同过失犯罪理论的影响。 显然， 复合形
态论不能够准确揭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 德国学者 Oehler 指出， 过失犯能否成立共同正犯与结果加
重犯能否成立共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纯正的结果加重犯的场合， 即故意+过失的情形下， 正犯
最先实施的是故意犯罪行为， 这使得它与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有所区别， 基本行为中的共同正犯关系
延伸到共同过失引起的加重结果上， 所有的基本行为的共同正犯对加重结果负同等责任， 不需要新
的行为出现， 因而不成立过失犯的同时犯。輦輯訛 Oehler 教授的观点更加接近危险性的本质论， 运用危险
性的本质论能够更好理解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 对此的论述将在下面展开。

三、 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认定规则的构建

（一） 向危险性本质说的回归

结果加重犯的本质论经历了从单一形态论到复合形态论到危险性理论的发展过程。 早期德国刑
法理论界和日本的判例中都体现这样的观点。 复合形态论相比于单一形态论更加符合现代责任主义
的要求， 但是复合形态论否认了结果加重犯作为一罪的基本形态， 同时根据复合形态论， 想在存在
论层面为结果加重犯成立共同正犯寻找现实依托是很艰难的。

最为契合结果加重犯本质的是危险性理论， 危险性理论的核心在于， 加重结果是由基本行为所
蕴含的类型性风险所引发。 如果基本行为不蕴含类型性风险， 那么， 即便基本行为引发了加重结
果， 也并非因基本行为蕴含了高概率的引发加重结果的风险， 而是因为其他因素， 这种情况下就不

輥輷訛 马克昌： 《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591页。
輦輮訛 参见前引讁訛， 陈兴良书， 第 225页。
輦輯訛 Vgl. Oehler， Das erfolgsqualifizierte Delikt und Die Teilnahme an ihm， GS1954,37. 参见前引輥輮訛， 蔡惠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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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加重结果归责于基本行为。 故而， 认识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 并不是基本犯罪的共犯和
加重结果共犯的简单相加， 结果加重犯是单一罪名， 是单一的犯罪构成， 而不是二罪的复合。 考察
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问题， 应当考察数行为人是否共同创设了类型性的危险。 基于从危险性本质
论出发的观点， 笔者尝试对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成立设立客观和主观的认定规则。

（二） 客观层面： 以先前行为理论限制义务来源

当行为人 A 与 B 共同实行了基本行为， 或者 B 仅仅参与了 A 的基本行为， 而产生加重结果，
此时， 行为人 B 应否为加重结果， 同 A 一并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 其客观方面应如何确定为
共同犯罪行为， 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根据危险性理论， 行为人 B 参与了基本犯罪， 只要其与行为人 A 共同实施了具有发生类型性危
险的基本行为， 即便对于加重结果， 行为人 B 没有具体作为， 只要行为人 B 具有过失， 也可以认定
其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共犯。 而对于共同客观行为的基础， 危险性理论的学者观点可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要求行为人 B 要和行为人 A 共同实施蕴含有高度危险发生可能性的基本行为。 例如大塚
仁认为， 客观上共同犯罪的行为基础在于，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是现代社会严重损害法益的犯
罪， 并且基本犯罪具有引发加重结果的高度危险性。輦輰訛 第二类是无论共同实行的基本行为是否具有引
发加重结果发生的高度类型性危险性， 只要默认加重结果发生的， 也应当认定为违反了客观注意义
务。 例如丸山雅夫认为， 无论基本行为是否蕴含固有危险， 只要发生了加重结果， 就是共同犯罪。輦輱訛

对于上述是否共同实施具有类型性危险基本行为的争论， 笔者认同第一类观点。 因为根据危险性
说， 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就在于行为人实施了具有引发严重后果危险的基本行为； 当行为人并没有共
同实施具有高度危险的基本行为， 只是其中部分行为人的行为引发了加重结果， 那应当以基本犯罪
的共犯和某个人的过失犯罪来处置。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 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 需要行为人共同实施具有类型性危险的
基本犯罪行为。 接下来需要明确的问题是， 在并未对加重结果予以具体加功的情形下， 为何要将加
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在本文的讨论模型第 5 组和第 13 组中， 行为人 A 实施了基本行为并引发加
重结果， 而行为人 B 在客观上只是共同实行了基本行为， 或者对 A 的基本行为予以了教唆或者帮
助， 其对行为人 A 引发的加重结果并未予以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行为人 B 也要负结果加重
犯的共同责任？ 对于这种类型， 学界尚无探讨。

笔者认为， 可以引入不作为理论来解释行为人 B 的客观实行行为性。 对于加重结果的发生， 是
行为人 B 的不作为与行为人 A 的作为， 共同促成。 也就是说， 行为人 A 与 B， 共同实施了蕴含类
型风险的基本行为， 相对于加重结果， 基本行为已然是先前行为， 只要行为人 B 没有履行避免结果
发生的义务， 就将加重结果以共犯形式归责于他。 而此处追究共犯人的责任必须以其负有作为义务
为前提。

结果加重犯是特殊的犯罪构成， 对于实施基本行为的人， 其是否产生作为义务应另当别论。 这
里可以借用先前行为理论。 先前行为对法益具有危险性， 对于先前行为性质的认定， 有因果关系说
和义务违反说。 因果关系说认为， 只要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对某种法益具有紧迫逼近的危险， 那么，
该行为人就有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 因此对先前行为不应当限定为违法行为。 而义务违反说， 则将
先前行为限定在违法行为， 认为行为人本身行为是合法的情况下， 就不可能基于其合法的防卫行为

輦輰訛 参见 [日] 大塚仁： 《犯罪论的基本问题》， 冯军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54-255页。
輦輱訛 [日] 丸山雅夫： 《结果的加重犯论》， 株式会社成文堂 1990年版， 第 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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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 何荣功： 《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理解与认定》， 载赵秉志主编： 《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 （第 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59页。

輦輳訛 参见王昭武： 《实行过限新论———以共谋射程理论为依据》， 载 《法商研究》 2013年第 3期。

承担保证人义务。 彻底贯彻因果关系理论， 会使得处罚范围过广。 然而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形下， 一
旦共同实施了基本行为， 即具有了违法性， 因而也就不存在关于先前行为性质的争论， 进而基本犯
共犯的行为人， 实施具有类型性风险的基本行为的同时， 也就实施了先前行为。 在实施先前行为之
后， 相对于下一阶段即将引发的加重结果部分， 彼此具有了监督的义务， 实行犯之间以及实行犯和
帮助犯之间是平级的监督义务， 教唆犯和实行犯之间是上下级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

综上， 笔者认为， 对于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客观层面的认定， 根据危险性本质说， 客观判断
需要着眼于行为人是否共同实施了具有类型性危险的基本行为， 如果实施了， 即对后续的加重结果
产生了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 可以认定以不作为的形式参与了共同的结果加重犯。

（三） 主观层面： 以共谋射程理论判断是否实行过限

在普通的共同犯罪中， 实行过限的认定和共同犯罪的成立是一体两面的问题。輦輲訛 如果是实行过限，
自然不是共同犯罪； 如果是共同犯罪， 一定不是实行过限。 共谋射程理论就是为判断行为是否实行
过限而产生。

共谋射程理论判断的是行为是否是共同行为。 该理论认为只有在引起结果的实行行为存在于行
为开始之前的共谋射程范围内， 行为人才对此成立共同犯罪。 根据责任主义， 行为人仅对自己行为
引发的结果承担责任。輦輳訛 共谋射程理论实际上是在判断行为人共谋的犯罪计划与发生结果的匹配程度。
当结果在犯罪计划之内， 则非实行过限， 当结果不在计划之内， 则成立实行过限。 这为判断共犯是
否成立提供了标准。 并且， 运用共谋射程理论讨论行为人是否对未实际参与的加重结果负共犯责任
时， 无需区别共同正犯和狭义共犯， 因为只要在基本行为发生前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商议犯罪计划
和共同预谋的客观事实， 那么共谋的射程便是客观存在的范围， 不因为共犯人是否参与实行而有所
改变。 因而在解决共同正犯和狭义共犯两个问题时， 其对策一致， 没有必要区别处置。

结合共谋射程理论， 笔者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 “线段理论”， 用于结果加重犯共
同犯罪的判断。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 共谋的射程是一个 “射线”， 当非实行者明确为共谋的射线画
下终点， 将共谋的射线变为止于加重结果发生的 “线段”， 才能免去非实行者对加重结果的归责。
这和共犯理论所提倡的共同意思主体说也是契合的， 共同意思主体说要求各共犯人之间要有意思联
络， 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形下， 需要判断的是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是否及于加重结果。 如果及于加
重结果，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在共同的实行意思支配下产生的共同结果， 如果不及于加重结果， 则实
行者构成单独犯。 当行为人共同商议实施具有类型性危险的基本行为时， 只有在共谋的过程中切断
对加重结果方面的意思联络， 才能免去对加重结果的归责。 例如， 共谋的基本犯罪是实施抢劫罪，
那么， 抢劫罪侵犯的法益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 只要行为人共谋抢劫的基本犯罪， 其中
一名行为人引发了致被害人伤亡的加重结果， 未具体实行的行为人也需要对这个结果负责。 然而根
据本文所倡导的 “线段理论”， 如果未实行的参与者在共谋阶段或者实施基本犯罪阶段明确为 “射
程” 设置端点， 明确指出反对其他行为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这就使得共谋范围由开放式的射线变
为了“线段”。 在这种情况下， 应免去未实行者对加重结果发生的责任， 反之， 则要以结果加重犯的
共同犯罪追究责任。

通过上述讨论， 本文认为， 结合危险性理论， 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 需要运用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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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輴訛 陕西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汉中刑二初字第 00006 号刑事判决书， 载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2017年 8月 2日访问。

射程理论来判断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是否及于加重结果。 如果未参与到加重结果部分的行为人明
确表示反对加重结果的发生， 那么就使得共谋的射程范围 “线段化”。 在此时其他行为人如果坚持
引发加重结果， 不能对未实行的行为人予以归责。 除此情况外， 未实行的行为人均应被推定对加重
结果具有过失， 因加重结果在共谋的射程范围内， 应当以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予以归责。

四、 抢劫罪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具体认定

上文中笔者以危险性理论为背景， 指出共同创设危险是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本质， 并分别提
出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限定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成立的判断标准。 以下在抢劫罪的司法实践案例
中予以适用， 以检验本文理论的可操作性。

（一） 共同创设危险是结果加重犯共犯的本质

【案例二·张某贵抢劫案】輦輴訛 1996 年 12 月 11 日， 宋某伦邀约同乡被告人张某贵到汉中做生意，
二人从成都出发于同月 15 日到达汉中。 入住旅社后， 宋某伦清理二人所带钱款已剩不多， 遂产生
抢劫出租车念头。 次日， 二人在吃饭时， 宋某伦提出在汉中抢劫出租车司机财物， 张某贵表示同
意。 饭后二人在汉中城区乘坐了一辆由被害人李某某 （女， 殁年 29 岁） 驾驶的车牌号为陕 FT0816
的红色夏利出租车。 当车行至勉县杭寨村时， 宋某伦以上厕所为由让司机停车。 停车后宋某伦趁李
某某不备， 双手卡住李某某的脖子将其往汽车后排推， 张某贵则抓住李某某的围巾用力将其往后
拉， 二人合力将李某某推到后排座位上， 因李某某反抗激烈， 二人怕被过路人发现， 宋某伦让张某
贵在后排按住李某某的头部， 自己去驾车。 由于宋某伦没有驾车技术， 车辆驶出路外， 将路边行人
汤某某 （女， 殁年 27 岁） 撞死， 汽车掉进路边排洪沟里， 被害人李某某当场死亡， 宋某伦撞成重
伤， 车辆被撞坏。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张某贵爬出车外后从现场逃离。 经鉴定， 李某某系钝性外力致
颅脑损伤死亡， 汤某某系重度脑挫伤而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 二被告人使用暴力实施抢劫行为导致二人死亡， 构成抢劫罪。 指定辩护人提出
被告人张某贵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辩护意见。 经查， 本案的抢劫犯意虽不是被告人张某贵提出，
但其与宋某伦相互配合， 并对被害人李某某实施暴力， 致使被害人在罪犯宋某伦驾车逃逸过程中死
亡， 其应为共同主犯， 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因被告人张某贵具有自首情节， 可从轻处罚。 判处
被告人宋某伦死刑， 被告人张某贵无期徒刑。

本案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是抢劫行为导致非抢劫对象死亡， 能否将结果归于抢劫行为？ 裁判观
点将被害人汤某某的死亡归责于行为人的抢劫行为， 作为结果加重的情形处罚， 对此观点， 本文是
赞同的。 因为本案行为人宋某伦不会开车， 但是为了避免被害人李某某的反抗太过激烈而被路过的
人发现， 而驾车逃跑， 明知自己不会开车却偏要开车的行为对于车上的被害人李某某以及路人的生
命安全都造成了威胁， 而开车逃跑的行为又是为了掩盖罪行， 这是抢劫的基本行为的重要组成部
分， 故可以说宋某伦抢劫的基本行为蕴含了导致他人死亡的类型性危险， 故无论是车上的被害人的
死亡， 还是路人汤某某的死亡结果， 都应当由宋某伦的抢劫行为负责。

本案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 直接导致两名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宋某伦的交通肇事行为， 那么张
某贵是否也要与宋某伦一同承担抢劫的结果加重犯的责任？ 裁判结论对此给予肯定回答， 判定张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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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也要为抢劫致二人死亡负责， 对此结论笔者是赞同的。 不过本案宋某伦是实行肇事行为的人， 张
某贵并不是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出现的人， 据此辩护人提出张某贵在案件中起作用小， 系从犯
的辩护意见。 对此， 裁判理由只以 “张某贵与宋某伦相互配合， 并对被害人李某某实施暴力， 致使
被害人在罪犯宋某伦驾车逃逸过程中死亡， 其应为共同主犯” 一笔带过， 该判决没有充分解释清将
被害人死亡结果归责于张某贵的理论依据。 以下本文试图进行展开说明。

根据笔者对于结果加重犯本质的理解， 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可罚性就在于数行为人共同创设
了类型性的危险， 至于具体实现加重结果的实行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 以及是否共同实行， 不具有
规范上的重要性， 判断的关键点就在于是否共同实施了具有类型性危险的基本行为。 本案中， 抢劫
的基本行为包括预谋和实施， 宋某伦和张某贵共同预谋了抢劫行为，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着手抢劫
之后为了避免路人发现， 二人自动有一个分工， 张某贵在后排控制被害人李某某， 宋某伦在驾驶位
负责开车， 二者是相互协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后排控制被害人和前排开车逃跑， 对于抢劫罪的实
行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宋某伦的驾车行为是在张某贵的行为帮助下才能成功实施， 张某贵在后排
控制被害人的行为也是对宋某伦驾车逃跑行为的维持， 故无论宋某伦的驾车逃跑行为发生交通事故
产生的加重后果， 还是张某贵在后排控制被害人李某某用力过猛导致李某某死亡产生的加重后果，
都应当由张某贵和宋某伦共同承担。 所以， 尽管本案中具体发生加重结果是由于宋某伦的驾驶行
为， 但是宋某伦的驾驶行为是张某贵和宋某伦共同实施的抢劫的基本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且不可
分割， 两名被害人的死亡结果， 是张某贵和宋某伦共同实施的基本行为所创设的类型性风险的具体
实现， 二者具备了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可罚性基础， 故张某贵应和宋某伦共同承当抢劫致人死亡
的责任。

（二） 共同实行先前行为是共犯可罚性的客观基础

【案例三·侯某辉等抢劫案】輦輵訛 2005 年 5 月被告人侯某辉向被告人匡某荣提议至无锡抢劫， 6 月
初二人以打工为名义来到无锡某市场摊位， 经摊位老板周某敏同意后， 与摊位另一打工者被告人何
某权一起在周的租住房内食宿。 期间， 侯某辉、 匡某荣多次与何某权商议共同实施抢劫行为， 但是
何某权并未明确允诺， 且有意躲避侯、 匡二人。 当侯、 匡二人以暴力将被害人周某敏殴打致死后，
匡提出让何参与帮助翻找财物， 何同意并参与。 一审法院判处侯某辉、 匡某荣犯抢劫罪， 判处死
刑， 被告人何某权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一审宣判后， 侯某辉上诉， 二审法院判处侯某辉
死刑缓刑二年执行， 维持匡某荣的死刑判决， 改判何某权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二审审理过程中， 对侯某辉改判的理由在于， 侯某辉案发后有自首行为， 并且并非其暴力行为
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 故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本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 被告
人何某权并未参与抢劫的共同预谋， 是否要对加重结果负责。 本案一审查明事实为何与侯、 匡二人
共同达成了抢劫预谋， 故认定何某权也要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责； 二审审理期间查明， 何某权并
未与侯、 匡二人共同达成抢劫预谋， 只是在侯、 匡二人的暴力行为导致被害人死后帮助翻找财物，
所以二审法院仅认定何某权成立一般的抢劫罪。

笔者赞同该案的二审结论。 一审和二审对何某权行为性质定性的差异来源于审理查明事实的差
异， 当行为人没有参与到其他抢劫罪共犯对于抢劫行为的预谋， 只是在其他共犯实施暴力抢劫行
为、 对被害人已经造成了伤亡的加重结果之后参与到抢劫犯罪中， 不应当将加重结果归责于行为

輦輵訛 参见陈兴良、 张军、 胡云腾主编：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 （下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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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这与本文所提出的以先前行为限定结果加重犯共犯成立基础的理论是相契合的。
本文认为， 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的关系， 可以用先前行为与不作为产生的后果相比照。 若行为

人参与了其他共犯人的具有类型性危险的基本行为， 则等同于实施了先前行为， 具有了阻止加重结
果发生的义务， 若没能避免加重结果的发生， 就应当因共同实施了先前行为而需要对加重结果负
责。 反之， 如果行为人并没有参与先前行为， 那么也就不需要对加重结果负责。 本案二审查明的事
实显示， 何某权并未参与侯某辉与匡某荣的抢劫预谋过程以及最初的抢劫实施过程， 而是在侯与匡
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导致被害人死亡之后， 何某权才参与进来， 故何某权并未实施先前行为， 也就不
具有与侯、 匡共同对加重结果负责的可罚性客观基础。 因而， 二审法院依据查明实施做出的改判是
正确的， 也是符合本文倡导的以先前行为作为义务来源， 限制结果加重犯共犯成立的范围。

（三） 结果在共谋射程范围内是共犯可罚性的主观基础

【案例四·程某平等抢劫案】輦輶訛 2006 年 9 月， 被告人程某平与李某在梧州市密谋抢劫非法传销组
织召开申购会时收集的申购款， 并商定由程某平到重庆市物色人员来梧州市实施抢劫， 由李某打听
和提供申购会的相关信息。 2006 年中秋节期间， 程某平回到重庆， 通过其弟弟程某联系到李某忠、
李某波、 王某洋、 吴某金。 其间， 程某平等六人共同 “踩点”， 并准备水果刀、 菜刀、 电棍等作案
工具。 同月 22日 12时许， 程某平、 程某带领李某忠、 李某波、 王某洋、 吴某金来到作案位置， 14
时许， 当传销人员姚某广、 傅某龙收集完申购款下楼， 经过宏发大厦四层至一层楼梯时， 潜伏在宏
发大厦西座楼梯间伺机作案的李某忠、 李某波、 王某洋、 吴某金四人持电棍、 刀具， 将姚某广捅伤
致死， 将傅某龙捅伤， 并当场劫取现金 8 万元。 四人得逞后逃离现场， 程某平分得赃款现金 2 万
元。 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程某平死刑。 一审宣判后， 程某平提出上诉， 辩称自始至终其始终强调
不得伤人， 故不应承担本案的总体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 程某平自始至终起着组织指挥的作用， 是
主犯， 依法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例四与案例三不同， 案例三中的行为人何某权是在加重结果发生后参与到抢劫犯罪之中， 而
案例四中的被告人程某平是在犯罪预谋阶段的主谋， 但是在犯罪实行阶段并未参与。 那么这里需要
讨论的问题就是， 并未参与基本行为具体实施的组织犯， 对于由基本行为引发的加重结果是否需要
负责。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 组织犯由于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具有功能性支配作用， 因而获
得了正犯品质。 正犯成立的关键就在于其对于共同犯罪具有支配作用，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实
现具有决定作用。 案例中程某平组织程某等五人共同为抢劫犯罪寻找作案时机， 准备工具， 确定方
案， 对于抢劫罪的基本行为的实施具有巨大的决定作用， 故程某平的组织行为， 相对于加重结果的
发生， 可以认定为先前行为。 也正是因为程某平是基本犯罪的组织犯， 进而对于加重结果的发生具
有避免义务， 并且客观上发生了加重结果， 因此程某平作为抢劫致人死亡罪的共犯具有了客观可罚
性基础。

根据本文观点， 还需要加重结果在主观共谋射程范围内， 才能具有作为共犯的主观可罚性基
础。 本案中程某平辩解称其明确表示过不能伤人， 法院判词中未见对此问题的事实调查， 而是依据
“本案是共同犯罪， 程某平自始至终起着组织指挥的作用， 是主犯， 依法应当按照其组织指挥的全
部犯罪处罚法， 其应对全案负最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 如果其他证据能够佐证， 程某平的确说过
不能伤人的话， 并且再三叮嘱不允许伤人， 那么具体实行者实施的伤人行为不能归责于程某平， 因

輦輶訛 参见前引輦輵訛， 陈兴良、 张军、 胡云腾书， 第 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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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ult-aggravated� offence� (RAO)� of� robbery� is� regulated� by� legislators� with� heavier�
penalties�all�over�the�world.�Although�the�academic�circle�criticizes�RAO�for�violating�the�respon-
sibility�doctrine,�RAO�still�exists� in� the�criminal� legislation�of�various�countries�objectively�and�
massively.�The�application�of�RAO�can�be�reduced�from�the�perspective�of�regulating�the�determi-
nation�of�joint�crime�of�RAO.�Under�the�background�of�risk�nature�theory�and�from�the�objective�
aspect,�the�previous�behavior�theory�is�used�to�restrict�the�source�of�obligation�of�the�co-criminal.�
From�the�subjective�aspect,�the�conspiracy�range�theory�is�used�to�judge�whether�the�participants�
perform�excessive� conducts.�The� above-mentioned� theories�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judicial�determination�of�RAO�of�robbery�through�the�application�in�judicial�practice.

Key Words: Robbery;�Result-aggravated�Offense;�Joint�Crime;�Previous�Behavior;�Conspiracy�
Range

为伤人结果并不在共谋的射程范围内。 如果程某平明确地、 强烈地表示反对致人伤亡结果出现， 那
么根据笔者所提出的 “线段理论”， 认定程某平与其余几人的共谋射程不能及于加重结果的发生，
自然对程某平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的共同犯罪。 反之， 如果无其他证据证明程某平曾经跟其他同
伙表示过不许伤人， 那么就认定加重结果属于共谋射程范围内， 程某平在组织实施基本犯罪的时候
并不排斥加重结果的发生， 因而应当对其按照抢劫致人死亡罪的共同犯罪予以归责。

结论

结果加重犯的刑罚规定过高是客观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实然立法现象。 这种立法方式传达出立法
者更加侧重于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导向。 在这种立法现状下， 规范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认定无疑是具
有实用价值的刑法教义学研究方向。

抢劫致人重伤、 死亡作为重要的结果加重犯范例在学理研究中被广泛提及， 然而司法实务当中
裁判者对共同实施抢劫行为并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案例仍然存在司法适用疑难， 根源
上还是在于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理论的研究尚不够精细和深入。 为此， 本文作出了以下努力： 首
先， 回应理论问题， 框定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的讨论模型， 并指出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与过失共同
分犯罪理论无关。 第二， 以危险性本质说为背景， 分别从客观和主观层面提出限定结果加重犯共同
犯罪成立的规则。 第三， 将上述规则运用到抢劫致人重伤、 死亡的共同犯罪案例中， 通过在司法实
务案例中对这些规则的运用， 检验出这些规则具有司法实践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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