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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

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工作，本文通过对卫

生健康领域和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的政府权责

清单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以期服务北京市防

疫常态化管理工作，为首都城市治理提供有力

法治保障。

关键词：防疫常态化、政府权责清单、城

市治理、法治政府创建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是对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验。自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北京市已取得较为明显的疫情防

控效果，但 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16 日，因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出现聚集性疫情，北京

市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至二级，并采取恢复

社区封闭式管理等防控策略。经过全市各方面

努力，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有效控制住疫情，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2020 年 3 月梳理公布的“北

京市卫生健康领域抗击疫情权责清单”发挥了

重要作用。总结 2020 年以来北京市抗击疫情工

作经验，加强防疫常态化管理和首都城市治理

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

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

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需要

充分发挥法治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围绕政府权责清单

制定工作的治理模式。

二、政府权责清单研究范围

政府权责清单包括政府权力事项和政府责

任事项，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

责必追究”的法治政府理念，根据法律规制对

象的不同，本文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追责情形三类。其中，权力清单为

政府可做出的行政作为事项列表 ；责任清单为

政府必须作为的义务事项列表 ；追责情形为政

府若存在失职或渎职行为，依法律规定应对政

府追责的事项列表。

“北大法宝”基于法律行政法规大数据，汇

编了《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汇编（中央篇）》

法律法规数据。本文在汇编中央法律法规数据

基础上，从政府权责清单的角度，对疫情防控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形成卫生健康领域疫

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同时从北京市政府及其

职能部门的角度，对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北京市

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

三、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

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所

涉及的事项依据均来自于现行有效的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涉及 8 部

法律、4 部行政法规、2 部部门规章、13 部规范

性文件。

通过对以上所列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共整理来源于法律的权力

事项 84 项、责任事项 87 项、追责情形 49 项 ；

来源于行政法规的权力事项 27 项、责任事项 28

项、追责情形 11 项 ；来源于部门规章的权力事

项 3 项、责任事项 51 项、追责情形 10 项 ；来

源于规范性文件的责任事项共 53 项。从事项分

布的法律效力层级来看，政府权力集中于法律、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层面，而规范性文件中主

要对政府责任事项进行具体细化。对政府失职

行为的追责依据主要来源于法律、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的明确规定。

政府权责清单服务防疫常态化管理
高绍林  郭 璐  陈庆伟 尹丹丹 吴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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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当前卫生健康领

域，政府权责事项覆盖范围排在前三位的法律

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疫苗管理法》，其中权力事项分别有 24 项、35 项、

17 项 ；责任事项分别有 48 项、4 项、9 项 ；追

责情形分别有 25 项、14 项、10 项。

在疫情相关规范性文件方面，呈现出更强

的时效性、落实的针对性，还应及时关注国务

院和卫健委等部门发布的最新文件。

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相关权力事项共 114

项，我们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主要

提取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 9+X

类行政执法事项，其中行政处罚 81 项、行政检

查 13 项、行政奖励 2 项、行政许可 3 项、行政

给付 4 项、行政强制 2 项、行政征收 1 项、行

政确认 1 项、其他行政权力 6 项，具体分布的

法规范围如下 ：
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相关责任事项共 219

项，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法规规章、政府规范性文件占

比较大。在规范性文件中，政府责任事项集中

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内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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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规定，结合疫情发

展态势给予适宜的文件指导。规范性文件中的

责任事项在于细化和落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政府职责和义务，真正发挥政府在防范疫情

过程中的领导和指挥作用，充分发挥应急事件

中“政府主责”的作用，从而为政府采取相应

的防范措施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相关追责情形共 70

项，对政府追责主要集中在防范疫情措施不当、

瞒报谎报疫情事项上，其中涉及“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追责情形

最多，高达 17 项。政府追责不仅仅是对部门责

任的追究，还包括对主管责任人采取措施不当

所应作出的行政处分，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体

系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决心和力度。

四、北京市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

北京市抗击疫情政府权责清单，所涉及的

事项依据是北京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市

人民政府规章，以及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人民

政府及其办公厅、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

规范性文件，统计事项共涉及 7 部地方性法规、

2 部政府规章、33 部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规范性

文件。

通过对北京市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相

关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共整理来源于地方性法

规的权力事项 28 项、责任事项 132 项、追责情

形 7 项 ；来源于地方政府规章的责任事项 7 项、

追责情形 29 项 ；来源于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事项

40 项、责任事项 184 项。

本文将北京市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分类，分

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其办公厅规范性文件，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北京市政府有关部

门规范性文件三类。其中来源于北京市委、市

政府及其办公厅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事项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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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62 项 ；来源于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范性文件的权

力事项 3 项、责任事项 18 项 ；来源于北京市政

府有关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事项 17 项、责任

事项 104 项。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2020 年 1 月至 2 月

间，北京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市级政府部门

共发布规范性文件 263 部，本文从中梳理了涉

及权责事项的规范性文件共 33 部。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行业标准 SF/T 0052-2019 中

的所属领域划分标准，前述权责事项主要涉及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应急管理、财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监管

等重点领域。下文分别从权力事项、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权力事项

从北京市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的权力事

项来看，总数为 68 项。本次疫情爆发后发布实

施的法规和文件占比达到 72%，体现出北京市

坚持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的决心和力度。具体分

布如下 ：

本文从 68 项权力事项中主要提取了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 9+X 类行政执法事项，

其中行政给付 21 项、行政处罚 19 项、其他 15 项、

行政奖励 4 项、行政许可 3 项、行政检查 3 项、

行政强制措施 2 项、行政征收征用 1 项，具体

分布如下 ：

由于我国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损益行

政执法行为有严格的效力层级要求，因此在中

央层级的卫生健康领域疫情防控政府权责清单

中规定的损益性行政行为更多，而北京市政府

规范性文件中新设立了较多的行政给付等授益

行政行为，起到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北京市政府及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职能部门出台多项措施扶持

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就业困难群体

就业等，如 ：为承租京内市属国有企业房产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

间的租金、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

北京法治抗疫实践与探索



39

公共就业服务。

（二）责任事项

从北京市抗击疫情政府权责清单的责任事

项来看，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责任事项，总数为 323 项，其中政

府规范性文件占比仍然最大，达到 57%。具体

分布如下 ：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与北京市疫情防

控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性法规为《北京市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办法》，其中

权力事项 9 项、责任事项 101 项、追责情形 6 项。

在责任事项中，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政策

特点。

一是非常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以大数据

的综合运用科学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如 ：《北京

市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办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统

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汇集、储存、分析、

传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并逐步实现与国务

院及其部门突发事件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北

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打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若干措施

（京政办发〔2020〕5 号）规定，深入实施北京

大数据行动计划，鼓励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融

合共享、互动互用，联合开展筛选排查、物资

调配等智能应用研发。

二是政府规范性文件中的责任事项重点提

升了疫情期间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重点领域

的服务效能。如 ：对新落地生产防控疫情所需

物资的项目加快审批、设立进口防控物资快速

通关专用窗口和绿色通道、支持防控疫情所需

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提质增效增加产能、

强化临床资源对创新品种研发的支撑、加快创

新药的临床应用与市场准入等举措。

三是政府规范性文件中条块结合，分别压

实了不同层级政府和部门的主体责任。其中，

北京市政府及其办公厅所发布的加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相关规范性文件，

重点对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各市属机构的责任规定。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的相关通告，压实了属地政府和社区 ( 村 ) 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北京市政府有关部

门的规范性文件，更多的是以多部门联合发文

形式出现，有效的完善了疫情期间多部门的协

同措施，明晰了各自所属部门的具体职责。

（三）追责情形

从北京市抗击疫情政府权责清单的追责情

形来看，总数为 36 项，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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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办法》、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

规定》，规范性文件中没有具体规定。具体分布

如下 ：

上述追责情形不仅是对政府部门责任的追

究，还包括对主管责任人履职不力所作出的行

政处分，其中《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规

定更为严格，严重的涉及刑事责任。

五、落实权责清单制度，服务防疫常态化管理

2015 年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

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公布权力

清单，积极推进责任清单落实。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依法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一系列指示精

神，结合北大法宝智慧执法团队在权责清单信

息化建设方面的成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落

实权责清单制度，发挥其在防疫常态化管理及

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

（一）运用权责清单加强防疫常态化工作的

统一领导

自 6 月 11 日以来，北京市发生新发地批发

市场聚集性疫情，已波及市内多个区，并引发

外省关联病例，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与此同时，

国际疫情防控形势也依旧严峻。“逆水行舟用力

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建议通过权责清单总览

各部门在防疫常态化工作中的权力事项、责任

事项和追责情形，统一调配工作力量和社会资

源，使各部门执法边界明晰、执法分工明确，

合理部署安排各部门防疫常态化工作，以巩固

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二）运用权责清单维护社会面稳定和经济

社会秩序

坚持依法控疫，需要充分认识行政执法在

打赢疫情防控战中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 赵振

华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作用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中国司法》，

2020 年第 3 期，第 38 页。]。运用政府权责清

单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对维护社会面稳定和经

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为维护市场

秩序，需要对利用疫情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

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违法行为严

厉查处。利用权责清单检索关键词“物价”，可

以快速定位此类权力事项，并准确对应责任事

项，查看是否存在追责情形 ；查处此类行为的

责任依据、职权部门一目了然 ；避免遗漏相关

的责任事项，如“加强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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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权责清单的数据化应用，保障政

府科学履职防控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越要统一。

要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

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利

用权责清单的数据化应用，能够帮助减轻重复

报送各类表格等典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例如，将权责清单中责任事项和职权部门进一

步数据化分析，针对同一责任事项由多个职权

部门负责或多个职权部门在多项责任事项中均

有职责的情形进行归纳整理，从而为多部门之

间优化职权分工、简化执法程序提供便利。

（四）加强权责清单的信息化建设，智能辅

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围绕权责清单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首先需

要对各部门的权责清单进行梳理，其次权责清

单还需根据法律法规和部门机构的变化进行更

新，若采用人工梳理方式，无疑将耗费较大的

人力和时间成本。结合北大法宝智慧执法团队

研发的权责清单智能管理系统，加强权责清单

信息化建设，可以实现法规依据版本自动更新、

失效法规依据自动提醒、职权事项法规依据补

充、职权事项智能核检补充、失效职权事项智

能提醒等五大方面的功能。而疫情防控期间权

责清单存在法规依据变化多和职权事项调整快

等特点，这些功能在辅助疫情防控期间权责清

单动态管理方面尤显重要，对智能辅助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大有裨益。

（五）加强权责清单的信息化建设，助力防

疫期间法治政府建设

2019 年 5 月 22 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

动的意见》向社会发布。提出从 2019 年启动第

一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评估认定开始，每

两年开展一次，梯次推进，树立一批批新时代

法治政府建设的新标杆，开创法治政府建设新

局面。其中，落实权责清单制度并实行动态管

理被列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的一项重要指标。

权责清单的动态管理一方面依靠信息化建

设，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数据的汇聚。6 月 11 日以

来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在验证流调信息和

感染者行动轨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期

间更加要重视数据在城市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中

的作用。但发挥大数据功效的前提，往往存在数

据汇聚共享这一难点。而数据汇聚共享之所以难，

关键因素在于数据即是监管，在于政府各职权部

门之间融合协作的内驱力不足。加强权责清单的

信息化建设，恰好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将权

责清单的信息化与防疫工作的数据化紧密绑定，

促进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通过数

据辅助科学研判和决策，使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

施精准落实，持续推动首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和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本文作者高绍林系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现任北京大

学法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专家顾问；郭璐、陈

庆伟、尹丹丹、吴有佳系北大法宝智慧法治研

究院研究员，本文获北京市疫情防控优秀法治

研究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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