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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行政诉权的认定标准
 孙许敏  

行政诉权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依法行政

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现行《宪法》及《行政诉

讼法》等法律中均有所体现，是贯穿于诉讼过

程始终并为诉讼当事人共享的一项法定权利。

但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行政

诉讼领域出现了大量不正当行使诉权的案件，

对正常的行政诉权保护秩序造成了极大的滋扰，

造成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参见

程黎，史克诚 ：《滥用诉权的认定规则及其限制

路径 ——赵某某、陈某某诉上海市人民政府驳

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上海法学研究》集

刊（2019 年第 16 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文集。]

一、滥用行政诉权的司法现状

近十年的行政案件中，通过检索关键词“滥

用诉权”可发现，共有 5333 件涉及滥用行政诉

权问题，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共 1793 件，

占全部案件的 33.6%，履行法定职责类案件共

1303 件，占全部案件的 24.4%。可见，滥用行

政诉权主要集中在政府信息公开、履行法定职

责类案件中。滥用行政诉权的表现形式 ：一是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申请人向行政机关提

出大量、重复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且不能证

明信息公开申请对自身有合理需要，不服答复

向人民法院不断提起行政诉讼。[ 耿宝建、周觅：

《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起诉权的滥用和限制——兼

谈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的价

值》，《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二是

在履行法定职责类案件中，申请人向行政机关

进行投诉举报，无论行政机关如何答复，[ 参

见朱雨昕 ：《滥用行政诉权行为的司法识别与规

制——以 102 份申请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判决书

为分析样本》，《南海法学》2019 年第 4 期。] 皆

以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继而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穷尽所有审级。

二、滥用行政诉权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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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规定，在认定滥用诉权、

恶意诉讼的情形时，应当从严掌握标准，要从

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

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

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结合司法实践，在

认定构成滥用行政诉权时，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考量因素 ：一是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行政

诉权的行为。在一定周期内持续多次、重复 [ 参

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 01 行终 463

号行政裁定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湘行终 2182 号行政裁定书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豫 01 行终 526 号行政裁定书 ；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 03 行终 12 号行政裁

定书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6 行终

485 号行政裁定书；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吉 01 行终 163 号行政裁定书 ；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2019）苏 01 行终 971 号行政裁定书 ；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1 行终 68 号行政

裁定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苏行终

283 号行政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辽行终 854 号行政裁定书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浙 09 行终 65 号行政裁定书 ；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行终 606 号、738 号

行政裁定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

行终 789 号行政裁定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苏行终 571 号行政裁定书 ；长春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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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提起诉讼。这里的“多次”

并不特指是几次，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判断。

例如陈某多次到异地电信企业办理同一或者同

类的电信业务，之后再分别向各地通信管理局

进行投诉，无论通信管理局是否支持其请求，

陈某仍向上级机关进行复议继而提起行政诉讼。

二是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恶意，诉讼目

的不正当。[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

行申 6738 号行政裁定书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苏 01 行终 197 号行政裁定书 ；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2019）皖行终 1120 号行政裁定书；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 1221 号行

政裁定书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6

行终 500 号、（2019） 苏 06 行终 479 号行政裁

定书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6 行终

492 号行政裁定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苏 06 行终 274 号行政裁定书 ；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2019）川行终 864 号行政裁定书 ；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4 行终 328 号行

政裁定书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9）浙

0603 行初 183 号行政裁定书。] 以维权之名掩盖

非法目的，通过向行政机关、法院施压获取个

人利益。[ 参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1 行终 22 号行政判决书。] 需要注意的是，要

将主观故意与行为人诉讼能力不足进行区分。[ 

孔繁华 ：《滥用行政诉权之法律规制》，《政法论

坛》，2017 年第 4 期。] 所谓诉讼能力不足是指

行为人因缺乏法律知识等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此种情况下，行为人进行多次修正

再次提起诉讼的，虽然形式上具有“多次”的

特征，但其并不具有主观故意或恶意，因此不

构成滥用诉权。三是行为人提起行政诉讼缺乏

诉的利益。[ 参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

苏 11 行终 8 号行政裁定书 ；黄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皖 10 行终 31 号行政裁定书 ；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终 883 号行政裁

定书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1 行终

36 号行政判决书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辽行终 850 号行政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9）

最高法行申 5426 号行政裁定书 ；杭州市上城区

人民法院（2019）浙 0102 行初 167 号行政裁定

书。]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但是所提起诉讼能否获得法院的实体审理和判

决，取决于其起诉是否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以

及起诉的内容是否存在予以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即是否具有诉的利益。[ 参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鲁 01 行终 36 号行政判决书。] 一般

来讲，公民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以该诉讼能够保

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为必要，具有值得通过司法

途径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当事人提起的诉讼

明显没有值得保护的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相关的

实际利益，构成滥用诉权。四是行为人滥用行

政诉权的行为妨碍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导致了

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无意义消耗。[ 参见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1 行终 908 号行政

裁定书。] 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

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满足当事人有效的

正当的行政需求和司法需求。[ 参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9）鲁 01 行终 22 号行政判决书。]

滥用行政诉权会造成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

到有效救济。使行政和司法资源在维护个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背离了权利正当

行使的本旨，超越了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界限。

[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行终 957

号行政裁定书。]

三、滥用行政诉权的成因及危害

滥用行政诉权的产生原因，一是诉讼门槛

低。在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政策环境下，人民法

院在立案审查时只进行形式审查，无法有效甄

别出是否存在滥用诉权的行为。二是行政诉讼

成本低，行政案件的收费远低于其他案件类型，

实行按件收费（每件 50 元），近乎零成本。三

是立法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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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公开条例》及《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

立法者降低申请的标准，扩大受案范围。立法

者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公民维权门槛，以保

障公民的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是

个别公民滥用行政诉权，与立法目的相背离，

上述举措为滥用行政诉权的行为提供了便利。

滥用行政诉权、恶意诉讼不仅大量消耗了

行政资源，挤占司法资源，还造成行政机关和

司法机关的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影响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正常行使，损害司法权

威，[ 参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1

行终 374 号行政裁定书。] 阻碍了法治进步。

四、如何规制滥用行政诉权行为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制约恶意诉讼、无理

缠诉均是审判权的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法发

〔2015〕6 号）规定，要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

范行使诉权行为，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

理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要依法加大惩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

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

号）规定，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

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

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

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

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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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要求，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

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对滥用诉

权、恶意诉讼的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

对于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要探

索建立有效机制，依法及时有效制止。

对于行为人滥用行政诉权的行为，人民法

院在登记立案前应当严格依法审查 ；对明显滥

用诉权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 参见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6 行终 479 号行政裁

定书。] 对于行为人多次向行政机关申请类似的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或履行法定职责申请、

向人民法院提起类似的行政诉讼，均应依据现

有规定进行严格书面审查，行为人须举证说明

其申请和诉讼合理目的，如经法院书面审查，

发现行为人提起的类似诉讼仍不具有诉的利益，

法院将直接予以书面裁定不予立案。行为人如

仍坚持发起类似的诉权滥用行为，对其滥用诉

讼权利的行为导致对方当事人产生额外的诉讼

支出，应支付对方当事人的相关合理诉讼支出

费用。[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

6453 号行政裁定书。]

此外，除行政诉讼环节的规制，在前端的

履职过程中，行政机关在处理申请人履职或信

息公开申请时，要严格规范执法，避免给此类

行为人留下可乘之机，尽量实质化解纠纷。对

于申请人明显存在滥用权利的情形，可以不予

受理并说明理由。另，行政机关可以与司法机

关建立沟通共享机制，将存在滥用行政诉权行

为人相关情况纳入信息共享平台，以便节约行

政资源，有效解决行政争议。 

（本文作文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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