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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对方律师进而申请

行政复议类案件

申请人的利害关系之分析
刘 博

一、概述

在市司法局办理的律师投诉类案件中，有

一类数量不多，较为特殊的案件，随着办理案

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我们不难发现这类案件具

备的一些共性，即此类案件的投诉人或举报人

均以民事诉讼中的对方律师（以下简称“对方

律师”）为被投诉人，因败诉或对判决结果不满，

转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对方律师，以对方律

师违反《律师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第

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及第五十条的相关规定

或《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

二章、第三章相关规定为由，向律师、律所所

在地的区司法局进行投诉，在区司法局调查结

束后再申请行政复议、进而提起行政诉讼。

笔者统计了近两年的相关行政复议、诉讼

案件，其中行政复议案件共有 31 件，其中维持、

不予受理 25 件，纠错 6 件，整体纠错率较低 ；

诉讼案件 25 件，仅有三件经过实体审查，结果

全部为驳回。

2020 年的案件，其中以徐某某为代表，其

因买卖合同纠纷判决结果不理想，接连三次对

对方律师进行投诉，朝阳区司法局三次投诉调

查终结答复后，徐某某均对调查结果不服，进

而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程序终结后，又会

继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2021 年

截至目前，该类型的案件以高某某为代表，他

认为对方律师参与其债务纠纷，导致自己的债

权不能实现，对对方律师提起投诉，在收到区

司法局作出的投诉答复后进而申请行政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

经笔者统计，此类案件包括一审二审共 25

件在内，在行政诉讼阶段，除通州区人民法院

会进行相应的实体审查以外（三中院二审会依

据一审是否实体审查进而决定是否实体审查），

其余法院均以申请人不具备利害关系为由，驳

回了申请人的行政诉讼请求。由此可以发现，

绝大多数法院在审查相关案件时并不会进入实

体审理，仅仅在立案阶段即以利害关系为由作

出判断 ；而且法院在利害关系的判断和审查方

面，也比行政复议机构更加熟练精准。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审判经验的丰富以及裁判

文书的终局性所致。

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法院的裁

判依然不影响我们的借鉴并对利害关系加以研

究和思考。我们不妨以此为契机，对此类案件

中申请人究竟是否与投诉、举报答复具有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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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旨在对这一在实践中

切实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丰富我们的案

件办理理论，为案件办理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甚至做一些更加有益的尝试。

二、问题的提出

之所以在实践中会出现这一问题，就是因

为相关法律法规在受理投诉、举报时并未赋予

投诉、举报受理机关审查利害关系，判断投诉、

举报人是否适格的权力 ；换言之，投诉、举报

并不要求投诉、举报人的资质，投诉、举报均

是无条件的、开放的。而这样立法的初衷就是

要赋予投诉、举报人监督的权利，将执业监管

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也是《律师法》第三条所

规定的“律师执业应当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

人的监督”的具体体现。

但是这样规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即面对

恶意投诉或者无关投诉时区司法局依然要按程

序按要求完成答复。但是，区司法局调查后作

出的《答复》与投诉、举报人是否当然的具有

利害关系？是否区司法局调查作出答复后，该

答复当然地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相关的案例在行政复议领域也有不少

实践并且观点也为法院所接受。在案件数量相

对不多，现实判例并不多见的律师投诉领域，

这一问题仍然值得我们研究思考。

三、利害关系之浅析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什么是法律

上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

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

权提起诉讼。这是《行政诉讼法》对利害关系

作出初步定义。

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刘广明案”进一步

明晰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有利害关系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

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 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以下统称当事人 )。

同时，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上述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 ; 除

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

的利害关系。……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

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

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

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

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

格提起行政诉讼”。

章剑生教授指出 ：“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与司

法体制、法治状况和公民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

且判断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标准多重，并

呈逐渐扩大和与时俱进态势。其中，保护规范

理论或者说保护规范标准，将法律规范保护的

权益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实践指

导价值。即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

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

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

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 ( 以下统称权

益 )，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

标准。实践中，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者数

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

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

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

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在

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

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

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

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

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

益，从而认可当事人与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

利害关系，并承认其原告主体资格，以更大程

度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但需要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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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中对法律上利害关系，尤其是行政法上利

害关系或者说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扩张解

释，仍不得不兼顾司法体制、司法能力和司法

资源的限制 ; 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

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

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

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

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

的范围为宜。”

四、行政诉讼案例对利害关系的判断及相

关原则的确立

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一些判例，

为行政诉讼中的利害关系判断确立了一些指导。

（2020）最高法行再 36 号中提出的 ：与被

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三个要件。与被诉行

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

际影响。若进一步精确审查利害关系的形成，

则基于上述条款，因袭司法实践积累，可从三

个呈阶梯型的要件着手 ：一是合法权益范围要

件，即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诉请

保护的属于一种合法权益，这种合法权益可规

定于民事法律等私法，亦可规定于行政法律等

公法 ；二是合法权益个别化要件，即提起诉讼

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这种合法权益，

并非仅仅是一种间接的反射利益 ；三是合法权

益受损害要件，即这种合法权益受到或将会受

到被诉行政行为的损害。对这三个要件的审查，

宜依次逐级进行。

（2019）最高法行申 2677 号提出的 ：为维

护民事权益而投诉的利害关系判断 ：直接关联

性。从法律规定看，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对行

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原告资格和复议申请人资

格都以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为前提，针对投

诉人的利害关系问题，更是以“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作为判断投诉人与行政行为是否有利

害关系的核心标准。一方面，只有基于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投诉，才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

关系，即投诉人有区别于其他人的可保护的特

别权益，且应当是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非

基于公益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

投诉人权益的影响应当具有直接关联性，因与

行政行为的间接关联而对投诉人权益产生影响

的，投诉人原则上不具有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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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最高法行申 3302 号提出的 ：对于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利害关系的理解，还应当从

原告是否具有值得保护的合法权益及其行政行

为是否对该合法权益造成了影响进行判断。即

如果没有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

会产生，但是有了行政行为，一般都会产生这

种损害，即可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该

行政行为，起诉人主张的损害一定不会产生，

而即使该行政行为存在，通常也不会发生这种

损害，可认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2020）最高法行申 1259 号提出的 ：“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判断举报人与相关行政行

为有无“利害关系”的核心标准。就常见的具

体情形而言，消费者、服务的接受者、受害人、

竞争权人等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合法权益，对

相关经营单位、竞争对手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要求具有法定查处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予以查

处，对行政机关就其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

不处理行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反过来说，

如果举报人仅仅是以公民身份，行使宪法、法

律赋予的检举控告权利而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并非为了自身利益举报的，与行政机关就其举

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

系，则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还有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2017）最高法

行再 94 号中指出的 ：行政复议法上的“利害关

系”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八条规定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

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 ：……（二）申请人与

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这里的利害

关系，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行政行为

的侵害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这里只要求行政行

为客观上具有影响申请人权益的可能性就足够，

至于是否受到侵害则是在审查中需要解决的问

题。对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应

当是一种不利的影响，而是否产生不利的影响

则要结合具体的行政行为及该行为的具体效果

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行政行为导致申请人的

权益受到减损，可以认为申请人的权益受到不

利影响。这种减损应当是一种综合考量的标准，

既包括当事人实际权益的直接减少或消除，也

包括当事人实际权益的相对减少。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出法院

在司法裁判活动中对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

利害关系判断的核心标准，即 ：第一、具有值

得保护的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 ；第二、为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或者行政复议 ；第三、

被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 ；第四 ：只要求

行政行为客观上具有影响申请人权益的可能性

就足够，至于是否受到侵害则是在审查中需要

解决的问题。

当然，关于相关利害关系的阐述还有更深

层次的法理探讨，在此笔者不再进行更深层次

的法理研究。《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

的判断结构》等文章对理论前沿的“保护规范

理论”有着更深层次更完善的论述。

五、行政复议领域内的利害关系判断

在行政复议领域，与利害关系有关的法律

规定主要是《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

其内容为 ：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

当予以受理 ：……（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

为有利害关系。但是《行政复议法》并无其他

条款对利害关系进行阐释或者补充说明，这也

留给了学术界以及实践中很大的探讨空间。邹

荣教授认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复议需要满

足三个条件 ：一是利害关系人必须处于被管理

者的地位 ；二是利害关系人提请行政复议，必

须是自己的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处分或受到行

政行为结果的必然影响 ；三是利害关系人所要

求保护的应当是自己的权利。其中第二个条件

就是判断利害关系的核心，具体表现为 ：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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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人所主张的权利必须是行政行为内容中所

处分的法律予以保护权利 ；权利受损必须与所

诉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张旭勇副教授认为，“法

律上利害关系”由以下三个要件组成 ：利害关

系人公法上的权利、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公

法上的权利与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 > 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

人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包括 ：（一）

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

的 ；（二）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

任的 ；（三）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

权益的 ；（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

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

未作出处理的 ；（五）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

系的情形。该规定列举了行政诉讼中申请人与

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具体情形，对行政复

议中的利害关系认定具有参考意义。

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通过司法实践

判例归纳总结出的标准，足以判断行政复议领

域下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完全

能够自主判断针对对方律师的投诉、举报答复

在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时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六、结论与建议

笔者认为，我们在分析投诉对方律师案件

的利害关系时，必须跳出原有的申请人所涉及

的民事诉讼范畴，在此处必须将行政行为与原

民事行为进行完整的切割，仅仅在行政行为（即

投诉、举报告知）的范畴内考虑并且解决问题。

其次，在进行判断时，一定要加上一个大前提，

即此处判断的投诉、举报均为针对对方律师提

出的投诉、举报。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投诉、举报答复是否

具备值得保护的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呢？答案

依然需要结合投诉事项、举报事由及最终的处

理结果来进行综合判断。

囿于案件数量过多、办理时间有限等原因，

我们很难在工作中将利害关系这一深邃的法理

问题弄懂吃透，因此亦不敢贸然尝试新的处理

方式，因此在实践中依然通过实体审查这种最

为稳妥的方式对类似行政复议案件进行办理。

但是随着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推进，类似的问

题不排除增长甚至激增的可能。我们对这一问

题还是需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在这一领域，

行政复议机关应该多做一些有益探索，多一些

担当。在面对理论问题时具备一些探索精神，

通过召开案审会、研讨会等形式，辅以相关司

法实践，力争在办理类似案件时打破稳妥办理

实体审查的桎梏，突破目前办理类似案件的藩

篱，在这一问题上小步前进，力争取得一些突破，

也有利于我们与司法审判机关保持审查和判断

的一致性。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司法局政府法治研究中

心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