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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政执法程序的法治化是依法行政的最 主要内容之一。加快实现行政执法程序法治

化会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 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实现行政程序的 法治化 ,必须 做好以下几项工
作: 加快行政执法程序的立法 ; 尽快建设一支高素 质的行政执法队伍 ;完善对行政 程序的法律监督
体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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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对法治国家 的最基本的要

其次 ,行 政执法程 序的法 治化可 以有效 地防止

求 ,也是依法治国方略得以实现的基础。行政执法程

违法 行政行为的 发生 ,是保护 公民个 人和组 织合法

序的法治化则是依法行政的最主 要的内容之一。 因

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 ,因为

此 ,加快实现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 ,必 将对我国的民

许多 行政行为在 程序上 没有足 够的法 律规定 ,从而

主与法制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导致了一些滥用职权、超越职权的行为发生 ,行政行

首先 ,行政 程序的 法治化 可以进 一步推 动我国

为的随意性给处于管理相对方的 当事人带来了不应

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个国家的政治民 主化程度往往

有的 损害 ,尽管我国已 建立了 诸如行 政诉讼 等一系

反映在该国法律对人民在国家管理过 程中的地位之

列事后救济的制度。 但这种滞后性 的法律监督尚不

规定上。 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 定: “一切国家机

能有效遏制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 违法行为。因此 ,依

关和 国家工作人 员必须 依靠人 民的支持 ,经 常保持

法行政还需要建立完整的事前、事中的监督 机制 ,要

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

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任务时 ,不得使用专横、反复无常

民的 监督 ,努力为人 民服务。”宪法第 二十七 条又明

或不合理的办法 ,玷污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行政执法

确规 定国家机关 必须听 取人民 的意见 ,提高 工作效

程序的法治化意味着行政机关严 格依照法定程序行

率和反对官僚主义。由此可 见 ,我国宪法是把人民参

使职权 ,意味着行政程序立法的完善。这就使公民个

与国家管理作为国家根本制度加 以确立的。 而行政

人和 组织的合法 权益不 仅有实 体法赋 予保障 ,而且

程序法治化正是这一根本制度的 具体化。 行政执法

还有 了程序法的 保障 ,从而使 公民个 人和组 织的合

的法 定程序要求 行政主 体在行 政执法过 程中 ,严格

法权益避免或减少因行政机关滥 用职权而受到不应

依照 行政程序 法定步 骤和方 式 ,通 过调查、告知、听

有的损害。

证、质辨等程序 ,积极调动人民群众参 政议政的积极

再次 ,行 政执法程 序法治 化有利 于提高 行政效

性 ,从而实 现行政执 法过程 的民主 化、合 法化 ,增加

率。为市场经济服务 ,高标准的行政效率是现代管理

行政 执法的透明 度 ,避 免行政 主体在 行使权 利时的

所追 求的重要 目标 ,然而 ,在行 政事务 日益繁杂 、社

单方、主观恣意的行为。

会分 工日益细 密的今 天 ,如果没有 一套严 谨、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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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严格履行告知义务。 现 代行政程序的公
开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重大 行政行为以及与公

行政 程序法 的效率 原则 ,以及体 现这一 原则的

民权 利义务直接 相关的 行政行 为时 ,要通过 一定的

时效、格式等制度 ,要求行政行为的全 过程或各个阶

行政 程序让公民 了解 ,它是政 府活动 公开化 在行政

段要 受到法定时 间的限 制 ;在 不损害 其他目 的的情

程序上的具体化。 而告知制度则是 公开原则的具体

况下 ,使行 政程序简 便易行 ;行 政行为应 当标准 化、

体现。 但是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某 些行政机关的行

规范 化 ,各种 法律文书 应当依 照法律 规定的 统一格

政人员却不能严肃对待、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诸如在

式作出。坚持上述原则和制 度 ,就能保证行政机关提

实施 某种行政行 为时 ,不通过 合理的 途径告 知相对

高行 政效率 ,防止行 政机关 的拖拉 迟缓、官僚主 义、

一方 当事人应当 了解的 事项 ,在当事 人对其 有权了

形式 主义 ,避 免行政机 关在法 定期限 内不履 行职责

解的 行政行为的 某些内 容提出 咨询时 ,拒绝 给予答

或未按统一格式行文所可能导致的行 政责任或行为

复 ,或敷衍搪塞 ;在使当事人承担某 种义务时对当事

无效 ,使行政机关在对社会实行组织和管理过 程中 ,

人在 程序上享有 的权利 不予告 知 ;对 由本机 关作出

及时高效地发挥其功能。

的行政处理决定 ,只简单地将结论告知当事 人 ,或者

另外 ,行政 执法程 序法治 化还有 助于防 止腐败

对处 理决定的事 实根据、法律 依据或 其他理 由不全

现象 ,保证廉洁行政。由于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计

面告知 ,凡此种种 ,都将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社会对

划经 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转 变的时期 ,政 企尚未

行政 机关的信任 ,削弱 社会对 行政机 关及其 工作人

完全 分开 ,行政对生 产资料 和商品 的生产、分配、流

员是否依法行政的监督 ,助长官僚主义 ,妨碍公民对

通等 还拥有相当 程度的 控制权 ,而行 政执法 又是以

政府工作的了解权以及其他权利 。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单方面的 意思表示进行

(三 )在处理一 些复 杂的 行政事 务时 ,忽视 听证

的 ,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执法过程中就 相对容易产生

程序的采用。听证程 序体现了民主、公正和公开的原

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实现 行政执法程序法治化 ,建

则要 求 ,它 可以保证公 民在可 能受到 行政机 关对其

立和 完善行政执 法的各 项法律 制度 ,在行政 执法的

作出 不利决定时 ,有权 通过听 证程序 进行陈 述和申

各个 环节 ,严 格遵守行 政执法 程序要 求的各 项原则

辩 ,使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从

和制度 ,就会使营私舞弊的行为无可乘之机。

而也 为行政机关 自我监 督自我 改造创 造了条件 ,成

但是 ,行政 执法程 序法治 化的实 现并非 一朝一

为行政执法合法合理的基本保障 。另外 ,听证作为当

夕就能完成的。 《行政处罚法》关于行 政处罚法定程

事人的一项民主权利 ,还可以发挥人民群众 参政、议

序 的规 定只 是行 政执 法程 序法 治化 的一 个良 好开

政的积极作用。因此 ,对听证程序赋予相对人的陈述

端 ,在 行政 执法 实践 中 ,违反 程序 的行 为仍 时 有发

权、质证权、申辩 权 ,行 政机关 及其工 作人员 应在执

生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法过程中给以高度重视。

(一 )违反“先调查、后裁决”的原则 ,以对事实的

(四 )随意改变行政处理决定 。 行政权是法律赋

片面了解和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 草率行事。 调查是

予行 政主体及其 公务员 行使国 家管理 的职权 ,行政

体现公正原则 ,保证行政行为的顺序性的基本 程序。

权既 是行政主体 及其公 务员的 职权 ,也是他 们的职

它要求行政人员必须不抱偏见地了解 必要的事实真

责 ,他们只拥有依法行使其职权的义务 ,而无任意处

相 ,这是排除偏见、实事求是、公正执法的有效 手段。

分其职权的权利。行 政执法行为一经有效确定 ,非经

另外 ,由于调查对表明身份、告知、听证、回避等程序

法定程序 ,不得变更或撤销 ,这是法 制稳定的基本因

的广 泛的包容性 ,从而 在严格 适用调 查程序 的过程

素之一。

中 ,也就为其所包含的其他程序的正确实现 ,为防止

(五 )故意使行 政程 序复 杂化 ,增加 处理行 政事

行政者超越或滥用职权 ,为行政公开 ,对当事人了解

务的难度。 现代行政所应具有的品 格是行政程序的

程序上的权利 ,以及行使听证权 ,防止 行政人员徇私

简单 化、公 开化、规范化 ,行政 管理的 高效是 现代行

枉法 ,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 ,背弃调 查程序的作法

政的必然要求。而那 些人为地将行政程序复杂化 ,企

无疑也就堵塞了利用上述其他程序实 现执法公正和

图以 此表明机构 人员地 位与作 用的重 要性 ,或有意

清廉行政的途径 ,其严重危害性非同一般 ,必须坚决

扩大 当事人的解 决问题 的办事 成本 ,来增加 本机关

杜绝之。

或个 人的不正当 收益的 作法 ,不仅与 行政程 序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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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原 则相悖 ,而且还 助长了 官僚主 义、形 式主义、衙
门作风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 ,对其危害性
绝不可小视。

表现在:
( 1)行政执法队伍文化素质偏低。由于历史和社
会的原因 ,我国执法队伍中的人员结构较为 复杂 ,就

所有 这些问 题的存 在 ,固 然有着 各种不 同的原

其来 源而讲 ,有军 队转业 的、社 会选拔 的、企 业调任

因 ,但归根到 底是由于 行政执 法程序 没有法 治化而

的、临 时委 托的 ,甚 至还 有依 人情 关系 而安 置 的等

造成 的 ,实现 行政执法 程序法 治化是 保证依 法行政

等。 这些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具有大本、大专文

的必要途径和前提 ,要实现行政执法程序法治 化 ,必

化水平者所占比例很小 ,因此 ,执法 队伍的整体文化

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水平较差。就年龄结 构而言 ,年龄偏高的老同志占有

(一 )加快行政执法程序的立法

相当的比例。这种情况尤以公安、工商、税务、质检和

行政 执法程 序的立 法工作 在我国起 步较晚 ,许

计划生育等执法部门最为突出。

多行 政行为 ,诸如行 政许可、行 政检查、行政 强制执

( 2)行政执法队伍法律素质较差。在行政管理过

行等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还没有相 应的法律予以

程中 ,一些 执法人员由 于缺乏 必要的 法律知 识和道

规范。 尽管各行政执法部门对这些行 政行为的程序

德素养 ,以至公然藐视法律 ,屈从 于“权、钱、情 ”的威

也作 出了一些 规定 ,但这些 规定仍 存在散、乱、差的

力。拿法律原则做交易 ,无视群众的合法权益。在群

问题。 所谓“散”是指有关行政执法程 序的法律性规

众 面前过分强 调“执 法必严 ”的 原则 ,对当事 人采取

定 都散 见于 数量 众多 的单 行法 规、规章 之 中 ; 所谓

冷、硬、横的态度 ;而 在“关系”面 前 ,则过分 强调 “惩

“乱”是指这些程序性规定存在着强制 性程序与任意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采取“宽恕”的态度。

性程序、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主要 程序与次要程

( 3)行政执法队伍能力素质偏低。 科技 的发展 ,

序、要式程序与非要式程序的界限不清的问题 ;所谓

一 方面 为执 法队 伍提 供了 现代 化的 执法 工具 与途

“差”是指这些 规定缺乏 科学性 与合理性 ,相 当一部

径 ,另一方 面也为行政 执法提 出了许 多新课 题和新

分 程序 法缺 乏保 障公 民合 法权 益的 民主 公正 的制

问题。由于执法人员 文化程度的限制 ,加之培训措施

度 ,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程序的设置尚不能发挥提

不力 ,致使 许多执法人 员无法 适用新 科技的 高速发

高行政效能、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所有这一

展之需要。

切都必将影响依法行政目标之实现 ,固然《行政处罚

针对这种状况 ,政府应予以高度重视 ,采取强有

法 》关于 执法 程序 的许 多规 定 ,诸如 ,公 正、公 开原

力的措施 ,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 首先 ,要转变

则 ,质证与 申辩、执行调 查权与 裁决权相 分离、处罚

观 念 ,树立 “素 质出水 平 ,素 质出权 威”的观念 ,加强

决定 机关与收缴 罚款的 机构相 分离、执行说 明理由

对执法队伍的素质培养。其次 ,要尽快完善执法队伍

制度等 ,为行政程序的立法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但要

的人员录用制度。选 拔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执法队伍。

使行 政执法程序 的立法 得以完 善 ,在 立法时 还必须

录用 公务员时 ,要 坚持德 才兼备、通专 结合的原 则。

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三 ,建立健全岗前培训 ,重点培训 与普通培训相结

1.注意行政执法程序对保障行政 效能的提高以
及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作用的发挥 。
2.要 切实处 理好程 序法与 实体法的 关系 ,使其
符合我国现行行政法的基本要求。
3.要 注意汲 取国际 上的先 进经验 ,借鉴 最新的

合的 办法 ,加强对 执法人 员的有关 市场经 济、法 律、
科技、外语、职业道德等知识内容的培训。第四 ,完善
行政 内部监督体 制和约 束机制 ,强化 执法人 员的自
律意识。通过定期考 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考
察每 一个执 法人员 的执法行 为 ,做到奖惩 分明。 第

理论成果 ,使程序的立法具有实用性和先进性。

五 ,优化 执法队 伍结构 ,不仅 使其年 龄、资 历、文 化、

(二 )尽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

特长等方面的结构配置适当。而且在机构设置 ,执法

随着 市场经 济体制 的进一 步完善 ,人们 更为关

环节 的安排 ,人员人数 的设定 等方面 也要充 分发挥

注的焦点是政府能否将法律设定的市 场规范和价值

其最佳的素质效能。

目标有效地贯彻实现。 而这一问题的 解决必须依靠

(三 )完善对行政程序的法律监督体制

一支 高素质的行 政执法 队伍 ,它直接 决定了 行政执

“徒法不足以自 行” ,没 有强有 力的 监督保 障体

法水平的高低。毋庸质疑 ,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整体

制 ,执法合法 ,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 政府本身的行为

素质水平较低 ,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具体

触及 法律而得不 到有效 的遏制 与追究 ,就必 然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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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蔑视法律 ,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由于许多行政

法程 序中的监 督力度 ,尤 其是事前、事 中的监督 ,使

执法 行为在程序 上无明 确的法 律法规加 以规范 ,相

程 序性 监督 系统 化、合法 化 ,提高 监督 手段 的 威慑

当一部分程序法缺乏保障公民合法权 益的民主公正

力。

的制度 ,缺乏公开性和参与性 ;有些程 序法律规范没

3.发 挥民主 党派、社会团 体、人民群 众、社 会舆

有规 定行政机关 违法的 责任 ,行政执 法程序 的监督

论等行政程序性违法监督的重要 作用。 尤其是社会

也不 规范 ,因 而就很难 实现对 违反程 序的行 政行为

舆论监督 ,它虽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 ,但由于它通

进行有力的监督。要彻底改 变这一状况 ,铲除执法违

过 对违法行为 的“曝 光” ,从而 会达到 十分有 力的威

法现象 ,就必须做到:

慑效果。

1.加 强对行 政执法 程序的 监督立法 ,使 行政执
法程序的监督法治化。 目前我国对行 政执法程序的

(四 )大力进 行“普法”宣 传 ,提 高广 大人民 群众
的法律意识

监督 尚属法制建 设中的 薄弱环 节 ,还 没有统 一的监

行政 违法现 象之所 以屡禁 不止 ,除了立 法不健

督法法典 ,监督的形式、内容既不具体 ,也不系统。而

全、执法不 严、监 督不力 外 ,人 民群众 自身的 法律意

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 ,规定之间还有着许多矛盾。因

识淡薄也是其原因之一。长期以来 ,封建等级和官本

此这就要求政府尽快通过法律的形式 将实施监督的

位思 想在中国的 老百姓 头脑中 留下沉 重的积淀 ,很

主体、方式、程序以及法律效力固定下来。统一起来 ,

多情 况下 ,人们还不敢 拿起法 律的武 器来捍 卫自己

切实使行政执法程序的监督有法可依。

的合法权益 ,对法律面前的平等与公正还心 存疑虑 ,

2.健 全行政 执法程 序监督 体制 ,充分发 挥其监

因 而 ,不 能从“人治”的阴影 中彻底 走出来 ,面对 “官

督职能。我国现有的监督体 制表面上似乎十分严密 ,

法 ”与“强权”只是 徒唤奈 何 ,听 之任之 ,对法 律赋予

实际 上还存在着 主体职 责与权 限划分不 清的问 题 ,

他们 的权利 ,如要 求告知 权、申 辩权、请求救 济权不

作为 监督主体的 各职能 部门间 时常出现 扯皮现 象 ,

懂得珍惜和使用 ,从而助长了违法行为的气焰。而这

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还仅仅停留在实体 违法性的监督

一切都严重阻碍了行政执法程序 化的进程。为此 ,政

和事后监督上。对程序性违 法监督和事前、事中的监

府要开展广泛深入的“普法”工作 ,利用各种 渠道 ,多

督十分欠缺 ;在监督手段方面较为软化。 只限 于“审

层次、多角度地对群众进行法律教育 ,提高他们的法

审 报告、听 听汇 报、写写 材料、走 走跑 跑”的 表 面形

律意 识 ,增 强他们 的知法、用法 的积极 性 ,使“自 由、

式 ,对一些重要问题缺乏实质性监督。 由此可 见 ,要

平等、正义、人权、法制”的社会主义 法制精神深入到

彻底 改变现行监 督现状 ,就必 须明确 划分监 督主体

每个公民的思想意识之中。这样 ,就会促进行政执法

的职责与权限 ,消除行政执法监督的死角 ;加强对执

程序法治化的实现 ,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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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leg ali zatio n of admi nist ra tiv e pro cedure i s o ne of ma jo r poi nt s fo r
admi nist ratio n acco rdi ng t o law . Accelera ting the leg ali zatio n of admini st ratio n procedure
plays an posi tiv e ro le i n pushing fo rwa rd the const ructi on of democracy and leya l insti t uti on
in o ur co unt ry. In o rder to acheiv e thi s goal , sev eral w o rks a re requi red t o be do ne
accelerating the l egislatio n o f admi nist ra tiv e law enf orcement procedov e; o rg ni zi rny a g roup
o f hig h - qualit y admi ni strativ e law enf orcem ent o ffici als wi th the least delay ; perf ecti ng the
l egal supervi si on system fo r admi nist ra tiv e procedure, etc.
〔Key words〕admi nist ra tiv e law enf orcemo nt procedure; leg ali zatio n; leg al supervi si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