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法学前沿

九十年代北京城管执法

体制改革纪实
周继东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北京市行政执法体

制改革，是我国法制建设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是市委、市政府破解特大城市依法治理的生动

实践，也是政府法制工作者为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和水平进行的艰难探索。笔者当时在市政府

法制办工作，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

一、困惑与探索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国法制建设十六字

方针。其中一句讲立法，三句讲执法，可见执

法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进入九十年代，随

着法律法规规章迅速增多，绝大多数需要行政

机关执行或监督执行，行政执法压力骤然增大。

同时，北京市城市管理中执法不严和乱执法问

题开始显现。为了解决执法不严问题，市政府

制定了《北京市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若干规定》

（即“35 号令”），要求市和区县政府法制办组建

执法监督处（科）和执法监督队（事业编制），

开展执法监督工作。同时，市政府成立“百人

执法队”，负责重点执法和监督各部门执法 ；市

领导还要求各执法部门领导干部亲上一线查处

违法并作记录（小绿本），等等。这些措施收到

一些成效，但执法不严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扭转。

1992 年底，我从执法监督处长被任命为法制办

副主任，分管执法监督工作。那时我们对如何

搞执法监督没有经验，摸索着先从个案监督入

手，但后来发现收效甚微。1993 年以后，我们

开始对执法进行深入调研，试图找出影响执法

的规律性东西。那时群众对执法很有意见，“八

个大盖帽围着一个破草帽”，“执法像刮风”，“大

盖帽满天飞”；基层同志说“看得见的管不了，

管得了的看不见”，“经常性工作突击做，突击

性工作经常做”；还有乱罚款，“养违法”，执法

打乱仗，有利则争、无利则推等等。通过一段

时间调研，我们发现，导致执法“乱象”原因

很多，但执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人员素质问题

最为突出，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

据调查，1996 年北京市有 54 个市级行政执

法部门和 127 个市级行政执法组织，仅城市街

面环境秩序管理方面就涉及十几支队伍。部门

多，职责分散、交叉或不衔接，一件事情大家

都管，但又都管不了、管不好，搞一次综合整

治执法费时费力，过后“涛声依旧”。很多执法

部门罚没收入与部门经费甚至执法人员工资奖

金直接挂钩，罚款成了“创收”手段，扭曲了

执法目的。加之不少执法人员缺乏基本的法律

素养和执法知识，对当事人“冷、横、硬”，甚

至以违法对违法。行政执法的社会“名声”很

不好。

为了克服执法体制的障碍，解决多头执法、

分散执法、突击执法等问题，市政府和基层都

在不断进行探索。最主要的有两种，一个是在

街道层面搞联合执法，即将多个执法部门人员

集中起来，由街道办事处指挥开展共同执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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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那时有个说法，叫“出门一把抓，回来再

分家”，是说执法时大家一起动作，回来再按部

门职责分工处理。再一个是开展巡警制度探索，

即让在街面上巡逻的人民警察也兼管城市管理

的部分执法事项。前一个做法是靠部门的联合

以实现职责综合。这种做法没有法律障碍，但

难以做到持久和长效。后者是将不同执法部门

执法职责集中到一个队伍行使，虽然有法律障

碍，但却有好的执法效果。

巡警制度从上海开始发端。1993 年上海市

（当时朱镕基是上海市长）建立巡警制度，开展

城市管理方面综合执法。市委、市政府领导即

刻提出，北京市也要搞巡警综合执法。

为落实市领导要求，办里要我带队到上海

学习，对静安区、徐汇区巡警执法做了实地考察。

回来后，根据上海市做法和北京实际情况，我

办与市公安局研究提出了试点方案并报市政府。

为了做到于法有据，我们根据刚出台的人民警

察法第六条关于警察职责的第十四项“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职责”之规定，建议市政府提请

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

1993 年 9 月 17 日，市十届人大常委会五次

会议根据市政府提出的议案，作出了《关于在

崇文区、海淀区试行人民警察巡察执法的决定》。

决定授权市政府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在崇文

区、海淀区开展人民警察巡察执法试点，并赋

予其履行城市管理部分执法职责。根据市人大

常委会的授权，市政府于 12 月 22 日制发了《北

京市人民警察巡察执法暂行规定》，明确巡察执

法民警行使城市管理方面的 38 项行政执法职权。

1994 年 1 月 1 日，崇文区、海淀区组建的人民

警察巡察支队在首都正式“亮相”。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市建立巡警体制，1995

年 4 月市十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市政府提交审议的《北京市人民警察巡察条

例》。条例对人民警察巡察职责、巡察机构、巡

察范围、巡察职权、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及巡察

执法监督等作出规定（该条例于 2003 年 7 月 18

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废止）。

巡警上街执法，社会反响不错，在城市管

理方面也的确有成效。但巡警制度的天然不足，

也显露出来。一方面，巡警主要职能仍是治安

管理，赋予巡警的城市管理执法职权原执法部

门（主要是市容监察组织）仍在行使，因此执

法成了“捎带手”。再一方面，巡警组建仓促，

熟悉治安执法，但对城市管理不熟悉，执法缩

手缩脚。因此，一段时间以后，巡警综合执法

的优势渐失，很多城市管理痼疾又开始回潮。

加之公安部对巡警承担城市管理执法一直不支

持，到 1996 年行政处罚法实施时，巡警综合执

法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随着首都城市管理问题愈益突出，1995 年

1 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委员

会成立。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对行政执法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执法不适应问题更趋尖锐。

尤其执法体制上的障碍，执法机构设置、职能

配置不科学，上下层次不清，横向分工过细、

职能过窄，导致执法力量分散，尤其基层执法

人力严重不足，平时执法难以到位 ；而执法部

门之间相互牵制过多 , 协调负担过重，缺乏有效

配合，降低了执法效率，严重影响执法效果。

1995 年 5 月，为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我

们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向市人大常委会有关

领导和部门作了汇报，建议年内市人大常委会

听取一次市政府关于执法情况的报告，然后做

一个决定。这就是 11 月 11 日市十届人大常委

会 22 次会议审议的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行政

执法工作情况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意见的报告》

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本市行政执法

工作的决定》。其中决定第三条提出，市人民政

府要采取措施，加快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步伐。

要从实际出发，合理调整行政执法机构及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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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法规范街道办事处的职责权限，逐步解

决执法职能不清、职能交叉、工作不协调等问题，

提高行政执法的整体效能。

为落实决定关于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我

们和区法制办同志一起，对城八区有关区领导、

市政管委以及区市容监察组织负责人等进行大

量座谈访谈，探讨改革思路与做法。那一段时间，

我和办里同志走遍了城八区和几十个街道办事

处，听取基层的意见和建议。这次走访使我们

知晓了很多情况，也打开了思路。

二、酝酿与启动

1993 年，行政处罚法立法进入全国人大立

法议程。在立法过程中，我作为地方政府法制

机构代表多次参加研讨座谈。记得 1995 年在王

汉斌、顾昂然等全国人大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主

持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们十分重视北京等地提

出的执法体制改革意见，决定在提交全国人大

审议的行政处罚法草案中增加第十六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

政机关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即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一条的诞生，从法

律上为执法体制改革扫除了障碍，拉开了改

革的序幕。

1996 年 6 月 17 日，我和执法监督处同志

到宣武区政府调研。在座谈中提出在宣武区开

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的设想，与宣武区

政府领导一拍即合。当时选择宣武区有两点考

虑 ：一是宣武区街道办事处改革基本完成，实

现了政企政事分开，街道经费主要由财政供给 ；

二是区委区政府有积极性，作为城区面积适当，

有推广价值。

我们将这一设想向市领导汇报后，得到了

肯定和大力支持。我办即投入人力，与宣武区

同志一起研究起草具体改革方案。当时想法是，

尽可能在这次改革中解决一些长期困扰执法的

体制机制难题。我们提出的改革思路是 ：第一，

处罚权适当集中。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常见

病”“多发病”为主，主要集中六个方面即 ：市

容环境卫生、城市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方面的

全部行政处罚权，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集

贸市场以外无照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城市

规划管理方面对无许可证的违法建设的行政处

罚权，《北京市临时占用道路管理办法》规定的

对违法占用道路（不含机动车专用道）的行政

处罚权，原执法部门不再行使相对集中的处罚

权 ；第二，组建城管监察大队，下按街道辖区

设分队，同时撤销各级市容监察组织、园林执

法队、工商局市场检查队等。撤销的执法组织，

其人员编制、装备、经费等划转城管监察大队。

原执法组织人员经考核合格进入综合执法组织，

未被录取人员由原单位自行消化解决，总体上

不增编 ；第三，实行罚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

以工作需要而不是以罚没多少核定执法队伍经

费和人员收入 ；实行罚缴、批查分离，综合执

法组织专司检查和处罚，不审批、不收费；第四，

执法力量下沉。主要执法力量——分队摆在街

道，日常执法由街道办事处指挥，人员费用纳

入街道经费预算 ；大队主要负责执法标准、程

序、文书规范和工作考核、人员资格管理，指

导和监督分队执法等；第五，实行执法责任制度。

严格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建立经常性执

法机制，实行以执法社会效果为主要指标的考

核制度，建立人员淘汰机制等。

9 月 10 日，孟学农副市长在宣武区主持会

议，研究区政府提出的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

方案，对这一方案给以积极肯定。并要求修改后，

尽快报市政府决定。

那年 12 月，尉健行、贾庆林等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在北苑会议中心研究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肯定了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思路，并

要求加快推进。

执法体制改革本质上是行政权力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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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宣武区的改革思路，市有

关部门的一些领导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了反对意

见。为顺利推进改革，12 月下旬，孟学农副市

长主持会议研究宣武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

作，市环卫局、环保局、规划局、工商局、园林

局主要领导和市人事局有关领导出席，我也参加

了这次会议。经过讨论和争论，最终会议形成了

一致支持的意见。

改革方案反复修改，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审阅同意，于 1997 年初，以市政府名义向国

务院报送了关于在宣武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试点方案的请示。

三、实施与推开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等待，1997 年 3 月 7 日

国务院法制办复函北京市政府（《关于在北京市

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

国法函 [1997]12 号）。复函指出，经国务院领导

同志批准，同意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试点，并提出了明确要求。  

4 月 10 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宣

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

其中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暂定五个方面，环

境保护方面的行政处罚权暂不纳入试点范围。

经过紧张的筹备，5 月 23 日，宣武区城管

监察大队组建完成，开始在 8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

上岗执法。我陪同孟学农副市长视察了宣武区城

管监察大队和宣外等几个分队。学农同志听取了

区政府和城管大队的汇报，提出要新队伍、新机

制、新面貌，并对队伍建设和执法工作开展提出

了具体要求。

宣武区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社会瞩目，其改革

成败更是为市、区领导和市有关部门关注。在此

期间，我和办里同志们多次到宣武区调查了解情

况，越去心里越有底 ：一是执法效果大大改善，

别的区头痛的游商摊贩、占道经营等违法现象，

在宣武区已很少能见到 ；二是执法力量下沉到街

道，街道办事处“吃皇粮”，城市管理责任在基

层得到了真正落实 ；三是执法人员专注执法效果，

不再关心罚款多少，执法目的得以实现，群众满

意度提高 ；四是执法效率大大提升，过去主管区

长常常开的执法协调会也很少开了，一支队伍顶

替了多支队伍。

11 月 19 日，刘敬民副市长在宣武区召开现

场会，听取宣武区试点情况汇报。

1998 年 4 月 24 日，刘敬民、汪光焘、强卫

等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在城近郊区扩大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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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我和市编办、市政管委有关负责同志陪

同刘敬民副市长逐个区调研，帮助指导各区制

定具体方案，解决人员来源、编制经费、管理

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为扩大试点铺平道路。

6 月，市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宣武区

一年来试点工作的汇报，认为宣武区的试点情

况说明，综合执法符合城市管理的实际，方向

正确，效果明显，决定将试点扩大到城近郊其

它区。

7 月，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听取市

政府法制办受市政府委托所作关于宣武区开展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改革及其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7 月 28 日，市政府印发《关于本市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扩大区域的通知》，将宣武

区开展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扩大到东

城、西城、崇文、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

各区组建的城管监察组织于 12 月 1 日正式上岗

执法。12 月 5 日，在北京市第一次城市管理工

作会上，市长向八个区的城管监察大队长授旗。

2000 年 11 月 8 日，市政府决定，将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试点推广至门头沟、房山、通州、

顺义、昌平、区和大兴、平谷、怀柔、密云、

延庆县。至此，全市十八个区县全部建立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体制。

北京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为破解执法体制难

题开辟了新的道路，受到全国各省区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各大城市纷至沓来到北京考察学习，

全国开展城管综合执法改革的热潮迅速掀起。

回顾这一改革前前后后，我有几点体会 ：

第一，政府法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法制建

设大局，围绕首都工作大局，围绕市委、市政

府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才能得到领导的全力

支持，也才更有意义，更具有价值。

第二，做好工作需要对规律性东西有深刻

地理解和把握，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事半功倍。这来源于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倾

心到基层听取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做到对实

际情况心中有数，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 ；同时法制工作不能墨守成规，要以改革的

思路破解难题，但又要符合法制建设的大方向。

第三，执法体制改革不是心血来潮，成功

也不是侥幸，而是多种因素促成 ：行政处罚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扫除了法律障碍，宣武区街道

财政体制改革为试点奠定了基础，前期执法体

制改革的大量经验教训为改革做了重要铺垫，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迫切需求对执法提出了更

高要求，尤其是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这一改革

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后来北京市召开的一

至五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

革举措，为改革在全市全面推开注入了强大推

动力。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宣武区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区委、区政府以及区法制办、市政

管委等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同志们锐意改革、

攻坚克难的精神，坚决落实改革方案的决心和

毅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城管执法

体制改革自始至终得到了国务院法制办的全力

支持。我和市政府法制办的同事们一起做了一

些指导和组织工作，为这一重大改革贡献了力

量和智慧，我们深感欣慰。特撰此文，以飨大家。

（本文作者系北京政府法制研究会会长、原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