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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安定性研究
张淑芳

政府规章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和行政法

治体系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定意义

上讲，政府规章安定则行政法治安定，政府规

章安定则法治国家安定。实现规章的安定性是

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之必然。　　 

一、我国目前规章安定性不足之表现　　 

第一，规章膨胀。所谓规章膨胀就是指规

章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已经在行政法体系中

处于较高的指数，以我国中央层面上的行政法

规范分布为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行

政法律仅占 3%，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仅占

15%，其余 82% 都是由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

制定的政府规章。这个数字就非常生动的证明

了规章严重超越其他行政法文件的状态，仅就

这个形式上讲它就是膨胀的。而在地方立法层

面，政府规章远远多于地方性法规。这个数据

是在将规章与其他行政法法源相比较的情况

下得出的。规章膨胀除了从规章的典则数量来

考量以外，规章自身的长度或者规范容量也能

够表明这个问题。诸多政府规章的条文容量、

规范容量等等都可与其他上位法相比拟。在规

章内容与其他上位法相同的情形下，它又包括

了那么多的数量，这种膨胀性便是无需进一步

证明的。规章膨胀无论从规章对行政法体系的

冲击来看，还是对行政管理过程的冲击来看，

都是不安定性的表现。因为行政法对行政管理

关系的设计主要不应当是政府行政系统的行

为而应当是立法系统的行为，当行政系统的行

为取代了立法系统的行为之后，行政对公众生

活的干预也就不可避免，规章的不安定性也就

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换言之，我们绝对不

可以认为规章膨胀或者规章爆炸是行政管理

规范化的表现，而应该认为他是行政对社会较

多干预的表现。

第二，规章碾压社会。社会系统有着自己

的运作逻辑，它与行政系统虽然交织在一起，

但二者是不同的事物。当然，行政系统在一定

条件下要对社会系统的运作提供规范，设定关

系，甚至作出行为方式上的调控，但绝大多数

属于社会系统的事情要按照社会系统的逻辑

和机制运行，否则，行政法治则会超越公权力

的范围。然而，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现在

属于社会系统自身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社会

系统中的每一个范畴、每一个行为方式、每一

个关系等等都已经受到规章的规范和调整。尽

管完全将规章调控社会关系的状态视为负面

并不科学的，但从行政系统和社会系统二者的

逻辑关系看，规章对社会生活的设计、对社会

关系的调整、对社会过程的控制都应当是有限

度的，如果超过了这种限度，它便处于碾压社

会的状态。社会秩序的形成和运作有着自身的

规律性，行政系统只有对这种规律予以确认，

才是一种正当化的表现。反之，行政系统不是

按照社会系统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确认相应的

规则，而是人为的设计规则，那就必然会影响

社会秩序的构造。这样的规章即便有完整的形

式要件，它实质上也是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第三，规章深度干预私权。规章的制定行

为以及规章本身是公权的运行结果，是公法的

有机构成。在通常情况下，规章只能够对公权

关系作出设定，例如，政府行政系统通过规章

对公共交通行政管理秩序的设计，对其他行政

管理秩序的设计。而私权范畴的东西，规章

则基本上没有进行调整和干预的必要。例如，

平等主体之间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就是通

过私法予以调整的。而在我国政府规章的立法

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规章对私权进行规范的情

形，存在着规章干预私权的情形。例如，行政

系统通过规章确立有关征收的事项，确立有关

征用的事项，确立有关行政收费的事项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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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章对私权的一种干预。规章干预私权使政

府行政系统和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扭

曲，这种造成公权与私权关系扭曲的规章当然

处于不安定状态。

第四，规章打架。规章在行政法治体系中

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有着分层和分类，这样

的分层和分类在于支持这个统一体，而不是破

坏这个统一体。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却存在着这

样的情形，那就是不同主体制定的规章之间就

同一事项的规定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情形。两个

不同的规章对此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就

必然会出现规章之间的冲突。一方面，规章内

部的冲突是法形式的问题，它使得行政法体系

本身就处于不和谐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相

互冲突的规章与社会关系的调整难以有效契

合，因为就我国行政管理而论，同一个事物需

要同一个秩序，同一种社会关系需要同一种权

利义务分配。如果同一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不同

的调控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这

个规章就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进而也使

得这个规章处于不安定的状态。　　 

二、规章安定性不足的原因　　 

表面上，规章安定性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宪

法和法律关于规章制定的表述不尽周延，立法

监控效能不足，司法监控缺失以及行政自我监

控低效等。但从深层次来考察，规章安定性不

足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第一，行政高权惯性化。所谓高权状态，

就是如果把行政法和行政权放在一起，那么，

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关键词，行政法则是行政权

的副词，行政权在这个关系形式中，可以有行

政上的造法行为，可以有对行政秩序进行设计

的行为，更可以在行政法关系中分配社会角

色。我国政府行政系统获得较大的规章制定权

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行政系统

通过行政高权可以对规章的内容进行这样和

那样的演绎，这种过度的演绎便是规章不安定

的基因之一。我们注意到，我国政府行政系统

哪怕是地方行政系统制定规章的行为几乎是

不受内外在因素约束的，从规章动议到规章内

容的形成到规章的颁布实施，行政高权都起着

主导作用，行政上的诸多不当性往往与规章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二，“管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我国行

政法和前苏联行政法是以管理论作为理论基

础的。该论认为行政法是政府行政系统在政府

管理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规范，行政法的

基本功能所体现的是政府行政管理。有学者对

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力和行为

方式作过这样的描述 ：“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

范畴就是管理法，更为准确一点说，就是国家

管理法。国家管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社会管理

的一种形式。管理主体对管理对象的这种影响

是借助于行政法规范 ( 与其他手段一起 ) 来实

现的。”我们说规章碾压社会是规章不安定性

的表现之一，而在管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行

政规章的制定当然以对社会的管制为导向，这

种管制所带来的结果便是规章对社会的碾压。

第三，规章制定作为形象工程。行政法的

总体水平是通过这些复杂的规范形式共同形

成的，作为核心部分，并不应当是政府规章。

即是说，如果要对我国行政法的总体水平作出

衡量的话，规章也不应当作为核心的测评指

标。它应当是在上位法的原则规定下制定的，

它的内容也应当是在上位法留有空隙的情况

下予以补充的。令人遗憾的是，诸多行政系统

没有能够正确认识行政法体系中诸渊源形式

的关系，没有认识到规章在行政法体系中的从

属性和具体性。诸多行政系统也许是出于良好

动机，常常在规章制定的选择上不去考虑上位

法的情形，不去考虑政府规章与上位法之间的

关系，更不去考虑自己制定的政府规章与其他

规章之间的关系。我国诸多地方政府都有一

系列制定规章的规划，这些规划突出了规章

的法形式方面，而且诸多政府行政首长将规章

制定行为看得非常之重，甚至与本届政府的政

绩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规章的制定缺失实

践基础，缺失理论基础，而且当一个地方政府

在制定某一或者某些规章时，与其他地方进行

攀比，这就形成了在我国规章制定中的规章抄

袭问题，就是此一地方的政府规章照抄彼一地

方政府规章。规章抄袭在我国地方政府规章制

定中非常泛滥，有时就某一事项的政府规章至

少有十个以上的地方政府采取了相同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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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毫无疑问，这是比较典型的将规章的制

定作为政绩工程，这种规章制定当然是不安定

的。

第四，立法体制欠整合。我国目前的立法

体制尚未得到很好的整合。立法体制是形式和

实质的统一，内容和程序的统一。具体讲，我

国行政法体系诸典则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

质和量，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从中央层面

上讲，行政法规与行政法律在规制事项上究竟

如何区分就显得比较模糊，而行政法规与部门

规章之间的规制事项同样比较模糊。在地方立

法层面上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

事项究竟应当如何区分同样比较模糊。这样的

模糊性便为行政立法实践或者说整个行政法

典则形成的实践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由于我

国行政系统有天然的行使行政权的优势，他们

便在这种相对模糊的立法格局中占有一定的

主动性和优势。行政法规多于法律，政府规章

多于地方性法规就生动的说明了行政权在行

政法体系中形成的强势。体制上的这种缺陷是

规章不安定的另一个基因。　　 

三、规章安定性阻滞的弊害　　 

规章安定性阻滞的具体弊害如下 ：

第一，降低行政法规范体系的质量。规章

不安定实质上所反映的是规章存在的不系统

和不一致的问题、规章与社会系统对立的问

题。深而论之，规章的不安定则阻滞了行政法

规范体系的质量，而行政法的规范体系是我国

法治体系中相对独立的要素之一，也是法治体

系中的第一个要素。

第二，制约行政法治。我国建设法治国家

必须有严谨的法律规范体系，如果缺失法律的

规范体系或者说法律的规范体系不够严谨，法

治体系实现的空间则相对较小。行政法治体系

同样适合于上面这些原理。规章不安定是行政

法规范层面上的问题，这是无需争论的，而这

个问题对行政法治的其他问题如行政法治的

实施问题、行政法治的保障问题、行政法治的

监督问题是否有影响呢？我们同样应该作出

肯定的回答。规章的不安定所带来的后续结果

就是制约行政法治的实施、行政法治的保障和

行政法治的监督。近年来，我国法治实践中出

现的诸多不规范的行政法实施行为其中有一

些就与规章的不安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三，影响行政诚信。在行政法治实践中，

不同的行政主体就同一事项所作的处理决定

常常是不同的，同一行政主体在不同环境下所

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常常是不同的。由于我国

行政系统实行任期制，后一任的行政首长所实

施的行政行为是否与前一任保持了一致性等

等，这些都是制约行政诚信的因素。换言之，

宏观上如果行政主体不能够充分保证行政行

为的统一性、行政行为的连贯性、行政行为的

相互支持性，整个行政系统的诚信就处于缺失

状态。规章安定性不足实质上就出现了规章制

定行为的这种不一致性、冲突性、不和谐性等

等。它对于单个行政主体而论可能具有实体上

和程序上的依据，而就整个行政系统而论，则

必然是对行政诚信精神的阻滞。

第四，行政管制泛化。政府管制与规章制

定是相辅相成的，是成正向关系的。即是说政

府规章制定越多，政府管制的色彩就越强烈。

反之，政府制定规章的行为越少，政府管制的

行为也就越弱。在规章相互冲突不安定的情形

下，政府的这种管制色彩则更加突出。我国制

定行政许可法及其他法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弱化行政管制，但是规章安定性的阻滞则使得

政府管制又有新的强化和提升。具体的讲，在

政府规章不安定的情形下，政府管制的程度和

强度也就必然有所凸显。　　 

四、规章安定性的法治进路　　 

我国目前行政法治实践而论，规章安定性

的法治进路应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确立行政良法与行政恶法的概念。

良法与恶法是法理学中对不同性质法律的称

谓。仅从字面意义考量，良法是那些正当的合

乎理性的法律，恶法则是那些不当的违反理性

的法律。在法治实践中，由于法本身的复杂性，

什么是良法，什么是恶法常常并不具有一个标

准答案。而且，法律本身有形式和内容之分。

有些法律典则和规范在形式上是完美的，但是

在实质上则是比较滞后的，而有些法律典则在

实质上是完美的，而在形式上则是滞后的，当

然，也有些法律典则形式和实质都存在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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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对于法的这种复杂现象我们应当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但就大前提而论，我们必须正

当的确立良法与恶法的概念。在依法治国的顶

层设计中提到了良法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恶法

的概念，在本文看来，既然存在良法，那同时

也存在恶法，也就是说恶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

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决定》说明草案中指出：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

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

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这非常

清晰的揭示了与良法相对立的若干恶法的形

态。那么，在我国立法体系中确立良法和恶法

的概念就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该概念的确立就

有可能将滞后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定性

为恶法，从而否定它的法律效力，否定它对社

会关系的规制力。该概念的确立对于规章安定

性滞后的解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

可以将不安定的规章用相关恶法的原理进行

框定，用相关恶法的规则进行框定，而这样的

框定是解决后续问题的前提条件。

第二，紧缩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的是整个行政法的法

律体系，狭义上指的是行政系统的立法行为。

这里是在狭义上使用行政立法概念的。在我

国行使行政立法权的除了国务院还有国务院

的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地方省级人民政府，

省会市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等。这

些行政机构享有行政立法权，是从 1982 年宪

法制定以后开始的，后来经过立法法和其他相

关法律的规定作了进一步的固化。之所以要赋

予行政系统广泛的行政立法权，一个非常重要

的原因就是为了使改革开放过程中行政系统

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行政系统的行

为少受外在的干扰和约束，总而言之就是保证

行政系统在改革开放中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

锐意创新，锐意形成新的行政管理关系等。总

体上讲，1982 年关于行政立法权的这种广泛

性的赋予既有其历史背景，也是有实际效果

的。那么，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和

攻坚期的条件下，行政系统继续享有广泛立

法权已经失去了一定的法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我国之所以要在 2014 年对依法治国进行顶层

设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对新的

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与法治的关系进行调整。

行政系统可以继续保持锐意改革的精神气质，

但是，改革过程中相关关系的确认则应当是立

法范畴的问题，则应当交由立法机关进行制度

和关系的设定，基于此，应当对行政立法权进

行紧缩，这也是解决规章膨胀的必由之路，进

而也是解决规章安定性的必由之路。

第三，细化规章与其他上位法的关系。根

据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体系是有序排列的，

是以结构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若干行政法典

则共同支撑着行政法体系，但在它的内部又形

成了一个严格的规范等级，例如，可以把处于

最高层的称之为宪法，把处于第二层的称之为

行政法律，依次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

府规章等。以此而论，政府规章在行政法体系

中处于第五位次，在它之上排列着其他相关的

位次，这其中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把行

政法规范体系作为一个严格的结构来看的话，

那么，不同的位次之间应当保持严格的对接关

系。例如，规章可能只与地方性法规发生对接

关系，只与行政法规发生对接关系，而不与

行政法律和宪法发生对接关系。政府规章所

执行的上位法只能是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

而不能同时执行行政法律和宪法，否则就颠倒

了行政法规范内部的结构，造成了行政法规范

诸关系的混乱。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一些规

章直接根据法律制定，而一些规章则同时根据

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显得非常随意。

笔者认为，这实质上大大破坏了法治内部的统

一。基于此，必须细化规章与其他上位法在规

制事项上的区分。例如，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

性法规在规制事项上就应当有严格的界限，如

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范只能由地

方性法规进行调整。如果有这样明确的内容上

的区分，有这样明确的界限划分，那规章的安

定性就会得到有效的保持，否则则会使规章的

安定性受到阻滞。

第四，完善规章制定程序。2001 年我国

制定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其中对规章的

制定程序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例如关于规章

的起草第 14 条这样规定 ：“部门规章由国务院

工作研究



22

部门组织起草，地方政府规章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组织起

草。国务院部门可以确定规章由其一个或者几

个内设机构或者其他机构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也可以确定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

民政府可以确定规章由其一个部门或者几个

部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也可以确定由其法制

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关于规章制定中的

听证第 16 条这样规定 ：“听证会依照下列程序

组织 ：(1) 听证会公开举行，起草单位应当在

举行听证会的 30 日前公布听证会的时间、地

点和内容 ；(2) 参加听证会的有关机关、组织

和公民对起草的规章，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 ；

(3) 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如实记录发言人的

主要观点和理由 ；(4) 起草单位应当认真研究

听证会反映的各种意见，起草的规章在报送

审查时，应当说明对听证会意见的处理情况

及其理由。”这些规定比较好地保障了规章制

定过程中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也是保障规章质

量的前提条件。那么，为什么在如此具体的程

序规则的情形下还大量出现规章不安定的问

题呢？笔者认为这同样是程序设计上的不严

谨造成的，至少这种不严谨是造成规章不安定

的因素之一。因为在这些程序规则中，缺少对

规章制定的宏观方面的处理，目前的规章制定

程序条例所调整的是单一的规章制定行为，在

一个规章制定时该程序规则是起规范作用的。

而规章的不安定的原因之一是不同规章之间

的冲突，所以，规章制定的程序规则应当有更

大的视野，应当将规章制定中的微观问题宏观

化，具体的讲，某个政府机关在制定某一规章

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全国同类规章进行研判，

如果该类规章中的内容有可能与自己制定的

规章发生抵触，那就要对新制定的规章作出谨

慎处理。同时，规章制定还有一个动议权的问

题，就是说，一个规章的形成究竟谁有权进行

提出，依《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的

动议权仅仅集中在规章起草机关手中，其他的

社会主体不享有规章的动议权，这就使得一个

规章的抉择都是行政系统为之的，其他公共权

力体系并没有形成新的规章的机会。这一程

序规则应当在规章制定中有所改换。近年来，

政府行为方面有很多新的尝试，如将有关决策

或者有关管理事项交由第三者来承担，规章制

定也应当由第三方参与和介入，甚至可以将规

章制定行为交给第三者。在第三者对规章进行

制定时政府行政系统就可以减去很多的压力

和风险，政府行政系统就可以将诸多的不应该

考虑的因素从该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剔除出去。

总体上讲，规章制定的程序对于实现规章的安

定性极其重要，目前的规章制定程序则是需要

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

（本文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文章转自《法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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