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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政府信息公开中

滥用咨询事项的规制
张  童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

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

行政 ,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我国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 2008 年 5 月 1 日

开始实施，随后至 2019 年 5 月进一步修订，标

志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全面深入，彰显了中

国政府对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深入广泛

的政府执政知情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可以说，

在短短十余年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发生着从

无到有的转变。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

的发展，在实践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例如，部

分行政机关滥用咨询事项作出信息答复就显得

尤为突出和严重。

一、规制滥用咨询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

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上述规定系法

律层面对于政府信息概念的界定，自 2008 年开

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以来，大部分行政机关能

够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依法作出

政府信息答复，但不可否认，仍有少部分行政

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要求不甚了解，

甚至“恶意”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

在此方面，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滥用咨询事项

来作出政府信息答复，由此对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的知情权产生了很大阻碍。

（一）从数据方面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

咨询事项

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库中，输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检索到自

2008 年至 2021 年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司法

案例有 100343 篇 ；在搜索结果中再次搜索“咨

询”，总共检索到涉及以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

息公开答复的行政司法案例有 19717 篇，占比

20%。

在以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

19717 篇行政司法案例中，以地域进行区分，北

京市涉及 4953 篇，占比 25% ；江苏省涉及 1781

篇，占比 9% ；上海市涉及 1751 篇，占比 9% ；

浙江省涉及 1662 篇，占比 8%，上述四个地区

占比超过总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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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

19717 篇行政司法案例中，以审理年份进行区分，

2019 涉及 3988 篇，占比 20% ；2017 涉及 3716

篇，占比 19% ；2018 涉及 3566 篇，占比 18%，

在 2017 至 2019 年占比超过一半。

在以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

19717 篇行政司法案例中，以审理程序进行区分，

一审程序涉及 8800 篇，占比 44% ；二审程序涉

及 8128 篇，占比 41% ；一审案件中提起二审比

例较高，占比 92% 的一审案件均会提起上诉。

在以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而进

入二审程序的 8128 篇行政司法案例中，以二审

审理结果进行区分，二审改判涉及 3317 篇，占

比 41%。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各

级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以“咨

询事项”作为最终答复内容的后期涉诉比例较

高，案件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且当事人

对于该种答复类型的适用并不认可，上级法院

与下级法院在法律认识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对于滥用咨询事项的规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二）实践中咨询事项滥用的表现

在实践工作和司法审判中，咨询事项滥用

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行政机关经常会以申请的政府信息不

明确、不具体为由，要求申请人补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二）申请公开的政

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

其他特征性描述。”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行

政机关往往存在机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依申请公开中申请人对拟

获取政府信息描述的规定，过度苛责申请人对

获取政府信息的描述义务。例如 ：在北京市第

四中级人民法院 (2015) 四中行初字第 935 号《行

政判决书》中，原告系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村

村民，在该村拥有合法住宅，2011 年 9 月，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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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开始拆迁，本村村民回迁入住定向安置房小

区，为了解小区配套小学校、幼儿园建设情况，

原告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获取“关

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太舟坞定向安置房项目

小学校、幼儿园的建设情况及相关材料”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但海淀区政府却以原告提交

的信息描述无具体文件名称、文号，未指向确

定的政府信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无法为

其查找为由要求原告补正。

二是对于拟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描述较为笼

统、原则的，行政机关经常会直接以所申请内

容为咨询事项作出政府信息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二条规定 ：“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

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在政府信息公

开实践中，亦存在对于政府信息界定过于狭隘

的错误认识，部分行政机关狭隘认为政府信息

应当是现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无法提供具体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的，都属

于需对政府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加工或者以

信息公开的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咨询的情况，

因此经常直接作出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范畴的结论。例如 ：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8) 京 02 行终 466

号《行政判决书》中，原告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通过电子邮箱向东城文委申请公开“2004 年

至今，东城区政府向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拨发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的详细使用情况中涉

及该资金的招投标文件”。同年 9 月 12 日，原

告收到东城文委作出的 5 号告知书，该答复以

原告所申请信息为咨询事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范围为由不予公开。

（三）浅析对于咨询事项滥用的规制

放任咨询事项的滥用，必定会增加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本，阻

碍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

活动服务作用的发挥，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束

之高阁，因此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实加强对

咨询事项滥用的研究、规制。

一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明确性原则

加强申请的明确性是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

开的立法基础和实践前提，其目的在于使行政

机关明确申请人所希望获取的政府信息，并进

而能够更加有效的进行查找和公开工作。但申

请的明确性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度”，如果这

个程度过于放宽则有可能使行政机关将主要精

力投入于海量的检索工作，不利于行政机关的

工作效率 ；如果这个程度过于严苛则有可能加

大申请人的义务，甚至赋予了行政机关“刁难”

申请人的抓手。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明确

性原则对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而言是一

柄双刃剑，既不能疏于辨识，将明确的信息公

开申请视为不明确，滥用咨询事项予以答复，

也不应让行政机关以猜测的方式来处理一个确

实比较笼统、原则的信息申请。笔者认为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明确性的适当程度，应当以普遍

公众对拟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特征描述来进行判

断，只要申请人尽其所知对所要求获取的信息

进行详尽、准确的特征描述，且这种特征描述

包含了较为明确的信息指向，则就应当认定该

申请是明确的。

二是加强政府信息补正的司法审查

通过近年来的司法审判实践已经明确了信

息公开办理过程中的补正属于程序性事项，只

要其依法作出，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单独针对

补正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释〔2011〕17 号）第二条第（一）项规定 ：“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

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一）因申请内

容不明确，行政机关要求申请人作出更改、补



42

工作研究

充且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告知

行为。”一般来说，补正系行政机关通过书面告

知方式来要求申请人对不明确、不具体的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进行补充、更正，申请人接到补

正告知后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相关要求对申请内

容、特征描述进行调整，行政机关以申请人补

正后的政府信息描述为基础进行相关办理和检

索工作，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补正行为确实属于

过程性行为且未给申请人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

的影响，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应纳入人民

法院审理范围。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并

非仅对补正进行形式审查即作出不予受理，对

于影响申请人实体权利义务或者以借补正之名

而行阻碍之实的补正，则具备可诉性，具体包

括下列五种情形 ：一是申请人对拟获取政府信

息的特征描述已经十分清晰，行政机关过于苛

责申请人所申请内容的准确性，通过补正告知

来增加申请人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基于行政机

关文件名称的内部性或者特殊性，普遍公众不

可能对拟获取政府信息作出精确描述或者不可

能提供文件名称，行政机关通过补正方式不履

行答复或公开义务。三是行政机关通过多轮或

者反复要求申请人补正，使政府信息公开程序

始终停留在补正环节，从而达到不予公开相关

政府信息目的。四是行政机关在收到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时怠于履行审核职责，在延期办理之

后借补正告知来达到拖延答复期限的。五是行

政机关所作出补正明显具有终局性质，例如在

补正告知中有不按期补正则终止办理、无法提

供特征描述则按撤回申请处理等内容的。

三是明确行政机关的协助义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设立初衷系为了充分

发挥政府信息在服务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

动的作用，通过透明政府来推动法治政府建构。

对大多数申请人而言，其更希望及时、便捷的

获得其需要的信息，而非刁难政府，刻意提起

行政诉讼。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为

申请人依法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第

三十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

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因此在实

践工作中应当切实加强行政机关的协助义务，

转变工作思路和理念，对于信息公开申请确实

存在不清晰、不具体情况的，行政机关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人员应当通过电话、书面等方式及

时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向其释明所提交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所涉咨询的事项、原因，并在问清

其拟获取政府信息文件范围、内容、真实意图

的基础上指导申请人做好补正工作。

四是明确咨询事项的类型和范围

建议立法部门通过适时启动修订程序或者

司法部门适时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对咨询事

项的类型和范围予以明确。从实践工作中来看，

存在政府信息描述不准确的情形无外乎以下三

种 ：一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存在大量的提问

用词，例如 ：为什么、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等等。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存在大量的要

求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描述，而这些问题明显

不属于应当由政府信息公开渠道解决。三是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并不存在拟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的特征描述，且政府信息申请内容存在理解上

或者认识上的歧义，致使行政机关无从检索、

无法查找。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政府法

律顾问部主任，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