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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行政公开的内涵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 ,除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或商业

秘密外 ,必须向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实行行政公开的意义在于利于

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和实现 ,利于公民参政议政权的实现 ,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建设廉洁政府

的需要 ,及顺应入世后的形势需求 。应加强行政公开的法制化建设 ,加快制定如《行政程序

法》 、《行政公开法》、《监督法》 、《新闻法》等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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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以来 ,社会客观需求使行政权日益膨胀 ,政府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角色大为活跃 ,其权力之

大 、事务之庞杂令人咋舌 ,而政府所做出的行为与公民利益休戚相关 ,如何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

受侵犯 ,保证公共权力不发生异化就成了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

鉴于行政权极具扩张性 ,要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克服消极作用 ,必须双管齐下 ,即既要从外部设置约

束机制 ,又要有内部调节机制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府是执行机关 ,行政权首先要受到

来自立法权的钳制;《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 ,使得行政权也处于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之下。

但是 ,仅靠源自外部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在行政自身运作的过程有所设置 ,这样才能使其行为

更具原动力和理性 ,也才能更好地配合外部制约和监督。这种内部控制的最佳方式就在于程序上的设

计 ,在于权力运作过程的全部公开 。行政公开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途径 ,它不仅是行政管理的重要问

题 ,更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

一 、行政公开原则内涵界定及相关理论问题

(一)内涵的界定和理论问题的厘清

讨论行政公开原则的内涵具有根本意义 ,它涉及到对行政公开范围的界定 ,即哪些事项必须公开 、公

开到何种程度等直接关系到行政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的问题 ,因此是笔者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行政公开原则的内涵尚无统一意见 ,主要有以下观点:(1)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公工 ,

指将行政权力运行的依据 、过程和结果向相对人和公众公开 ,使相对人和公众知悉 。”[ 1] (P.171-173)(2)有

的学者指出:“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 ,除涉及到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 ,必须向

相对人和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 2](P.66-67)(3)有的观点认为:“行政公开 ,一般是指国家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活动中 ,除依法保密的事项外 ,应将行政事务(如办事制度 、办事程序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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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办事结果等)通过一定形式向社会公布 ,或向利害关系人公开说明背景 、条件 、原因或理由 ,听取其意

见并予以答复。”[ 3] (P.14)

笔者认为 ,确立行政公开原则 ,可借鉴立法上的技巧 ,不妨以“排除法”和“列举法”相结合 ,以最大限

度地填充该原则应有的内涵。

1.确定排除范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行政公开具有有限性的法律特征[ 2] ,即公开不能以损害国

家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为前提 。当然必须明确: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公开是原则 ,

而不予公开的状况只是例外。而且 ,排除在公开事务范围之外的事项必须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 ,否

则 ,必须公开。这样才能切实保障公开原则的贯彻和实现 ,也符合现代行政中“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

理念 。从我国实际积累的经验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看 ,以下政府公务行为不予公开:一是可能涉及到国家

安全 、国防重大事项 、外交事务 、国家重大利益的 ,二是可能损害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

此处必须反驳一个观点:有学者认为可能“影响行政效率的”也可不公开[ 1]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

可取的。公平与效率都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 ,当二者不能兼顾时 ,我们应坚持实质正义高于一切的标

准。我国素有延续千年的封建传统 ,官僚作风盛行 ,程序观念虚无 ,有些行政决策者不求决策之科学民

主合理 ,习惯性地一味追求效率 ,急功近利 ,殊不知此举背离了公仆的本意 。在这种国情下 ,倡导实质正

义高于效率的观念更具有针对性。因此 ,笔者认为将可能影响行政效率的事务排除在公开范围之外是

极具危险性的 ,会使之成为一些官员不法行为的借口 ,可能会既失去公平又没有效率 。

从理论上讲 ,在确定了排除范围之后 ,行政公开的范围即已明确 ,可表述为: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在

行使职权时 ,除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外 ,必须向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使职权有关的

事项 。然而 ,由于我国行政公开工作开展的时间不长 ,无太多经验可循 ,各地做法也各不相同 ,有必要再

进一步将该原则内涵列举清楚 ,以利于行政主体在现实中的操作 ,也有利于相对人及公众了解自己享有

的具体权利。

2.在研究公开事项时 ,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以下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在公开之列

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涉及到具体相对人的利益 ,无庸置疑属公开范围之列。抽象行政行为是指

国家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人和事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行为 ,具体包括制定行政法规 、规

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 、命令等。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实际上关系到更多更普遍相对人的利益 ,

客观上也存在损害相对方利益的可能性 ,因此要求抽象行政行为公开并对之予以监督是必要的。《立法

法》第 58条 、第 62条对立法听证的规定 ,将行政立法行为纳入了调整范围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开。

现在问题主要集中在行政主体的“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上。这类抽象行政行为作出的主体

十分广泛 ,且行为的结果往往影响到相对人的具体权利义务 ,如许多“红头文件” 、内部决议往往直接被

拿来作为行政主体处理事务的依据 。现在尚无一部法律对这部分行政行为作出规定 ,这也是我们应研

究的一个重点。笔者认为可借鉴国外的行政会议公开制度 ,从而使这部分权力的运行也处于公众知晓

和参与的状态下 。

(2)内部行政行为应否对外公开

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作的 ,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

政行为 。应当指出 ,本文所指行政公开是特指要求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一种过

程性的监控 ,而不包括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工作人员作出的有关考核 、任免 、奖惩及人事等行为。内部机

制也要讲公开 ,可纳入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范畴 ,笔者为了理论研究的方便和可行性 ,在本文对内部

行政行为的公开方式不作探讨 。

(3)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如何公开是实践中的难点

当行政主体实施羁束行政行为时 ,必须严格依法定范围 、条件 、标准 、形式 、程序等进行 ,没有自行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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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 、选择和裁量的余地。例如 ,税务机关征税 ,只能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征税范围 、征税对象以及税种 、

税率征税 。对于这种行政行为的公开要求 ,首先是公开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依据和理由 ,这点在实践中

较好把握 ,而且操作状况也良好。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是指法律法规仅对行为目的 、行为范围等作原则性的规定 ,而将行为的具体条

件 、标准 、幅度 、方式等留给行政机关自行选择 、决定的行政行为 。由于自由裁量并不具备外部表征 ,因

此有必要对其通过程序性活动来保障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 ,压缩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恣意与专横的空

间。而行政程序法之所以具有预防控制权力滥用的功能 ,很大原因在于行政公开原则的存在。正如王

名扬先生所说:“公开原则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的最有效的武器。”[ 4](P.975)具体到哪些制度可用

来控制自由裁量行为 ,将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作出论述。

明确了以上理论问题后 ,结合实践 ,笔者认为可以对行政公开的内涵作如下界定:行政公开 ,是行政

主体在行使职权时 ,除涉及国家机密 、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及其他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公开的事项外 ,必

须向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公开与职权有关的事项 ,包括公布行政事务(如办事制度 、办事程序 、办事时限 、

承办人 、职责范围 、办事结果等)、说明理由或依据 、听取意见并予以答复 、告之救济途径并接受监督等。

(二)行政公开原则在行政法上所处的地位

行政公开是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应尽的职责 ,是行政现代化的标志之一。鉴于其地位的重要性 ,有不

少学者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现代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行政公开原则在

现代行政法中地位的明确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该原则的内涵 ,也更有利于开展和指导立法工作。

首先 ,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普遍性 ,它反映的是行政法的本质特征 ,贯穿于国家行政活

动的所有环节中 。其次 ,行政法基本原则应具有层次性 ,它反映的是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

向 ,是行政法中最高层次的规则。因此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不宜过多 、分散。应将“法治行

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该原则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上 ,不但包括了合法性原则 ,更能体现

出合理性原则。其他如民主与效率原则 、行政公正原则 、行政公开原则 、行政制约原则 、行政责任原则等

均可包含在“法治行政”原则之中 ,该原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行政领域的集中体现 。

另一方面 ,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讲:“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 ,而不是实体

法。”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当遵循的步骤 、次序 、方式而构成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程

序的全部要义在于将双方权利义务的配置阶段化与合理化。“而行政公开的本质是通过一种法律程序

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 ,具有程序法律意义 。”[ 2]因此 ,行政公开原则更适宜于出现在行政程序法这一层

面上 ,“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 ,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
[ 5](P.95)

行政

公开原则与法治行政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是上下位阶的关系 ,二者所处的地位不同。

二 、实行行政公开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发扬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 ,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

度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 ,对行政公开又提出明确要求:“坚

持公平 、公正 、公开原则 ,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可见 ,党和国家业已高度认

识到实行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一举措不仅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当然也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

1.利于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和实现。知情权是一项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人权和民主权

利。知情权又名了解权 、知的权利 、情报自由 、信息自由 ,其基本含义乃是指人们享有知悉 、获取官方情

报和非官方情报的自由和权利 ,政府则负有一切情报信息公开的义务 ,除非法律有特别的限制 。然而 ,

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示规定作为独立权利的了解权。我国宪法第 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 ,“人民依照法律的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

务。”这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确认 ,其中也暗含着对公民知情权的肯认 。

公民知情权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政府行为的公开 。可以说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是知情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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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作为享有国家权力的一方如果不主动公开其权力运作依据 、过程 、结果 ,公民享有的权利则无法与

之抗衡 ,知情权难以实现 。因此有必要在程序上加以设计 ,使行政主体的行为得以最大限度的公开 ,来

保障和实现公民知的权利 。据 2001年 5月 10日《国际金融报》报道:我国自 2001年 5月 1日起下调部

分小额外币存款利率 ,普通百姓又一次没能在第一时间得知此消息。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 ,同时

也是我国实行外币利率市场化的第三次 。有关人员评论:我国的政府和相关机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应

体现公正 、公平 、公开的原则 ,普通百姓的知情权需要大力维护。

2.利于公民参政议政权的实现 ,切实保障公民切身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 ,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有权利参政议

政。而这种权利实现的前提就是政府行为的公开 。通常政府所作的决定往往会涉及到部分人的利益 ,

在现今信息社会有关政府行为的信息对公民的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公民

有权利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去 ,使自己的意见和意愿得以实现 ,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权

利救济 ,对行政主体的行为作出评价。

3.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作为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 ,行政公开工作的推进也必将促进政府工作向

公正化和高效化发展。现代行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行政机关任务的完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用单

纯的命令的方式 ,而是需要相对方的参与和合作才能有效完成。而惟有通过行政公开制度实现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方的互动了解和沟通 ,才能使公民对政府产生信赖感 ,增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可信性 ,这样 ,

就可能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 ,处理好各种矛盾 ,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日本《公正 、透明之行政程序委员会

报告》中指出:“行政程序法之制定 ,或将受到导致行政事务增加之批评 ,但是由整理公正 、透明的行政程序

及确保国民对行政信赖的观点观之 ,制定行政程序法诚为不可或缺的要求 ,而且经由明确的程序 ,较易获

得关系人之理解与认同 ,将有助于防患行政纠纷于未然。长此以往 ,行政效率亦当可期。”[ 1]

4.建设廉洁政府的需要 。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 。政务不公开 、行政不透明就给营私舞弊者以可乘

之机 ,腐化堕落 、贪赃枉法的不正之风就容易滋生蔓延 。如果实行全面公开 ,使行政相对人参与到行政

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去 ,一方面可以减少由于一方控制权力而产生的秘密性 、盲目性 ,使政府作出的行为

更具理性;另一方面 ,也使行政权的整个运行过程都暴露在公众之下 ,公民通过事前询问 、事中参与 、事

后监督等多种手段来规制行政权力 ,具有防止行政腐败 、建设开放政府的功效。可见 ,实行行政公开 ,对

于开展群众监督 、遏制腐败现象 、改进机关作风 、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

具有重大意义。

5.顺应入世后的形势需求。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 ,我国成为成员国身份的法律涵义之一就是享受

权利并承担义务 。否则 ,将被视为违反规则而招致经济制裁 。我们知道“透明原则”是整个WTO法律

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 “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 、法规 、行政规章 、

司法判决等迅速加以公布 ,以让其他成员方政府和贸易经营者熟悉”[ 6] (P.17),它杜绝各缔约方任何不公

正的 、歧视性的 、不规范的操作 ,要求实现全球市场准入的同一待遇和平等 ,要求“游戏规则”的稳定与公

开。这一规则主要是以政府的行为为内容并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 。一方面 ,它要求我们的政府部

门改变工作方式和作风 ,减少内部审批手续 ,实行“一个窗口办公” ,政府真正负担起服务的职能;另一方

面 ,它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将所有涉及相对方利益的决议公之于众 ,减少内部文件 ,使相对人能在第一

时间内获取有关资讯 ,以作出相应的调整。这就对我国政府行为产生极大影响 ,要求我们行政公开的工

作必须落到实处 。

总之 ,实行行政公开是建设廉洁 、勤政 、务实 、高效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它一方面使政府权力得到有

效控制 ,另一方面使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大大加强 ,更利于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 。可见 ,行政公

开乃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赢”的有利举措 ,也符合现代行政机制所具有博弈性(指以双方地位的平

等为前提 、以双方都从博弈结论中受益为基础)的特性 ,实现了现代行政机制是制约 、激励机制的整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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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前我国行政公开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一)实际通行做法及特点

近年来各地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实行行政公开并逐步向纵深发展 ,许多地方的不同部门因地制

宜 ,结合自己部门工作特色 ,进行了大胆的尝试 ,为我们的立法工作积累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从各地的有

关报道看 ,主要有以下做法:1.公开形式多样。一些行政执法执纪 、管理等职能部门和窗口单位实行挂牌

上岗服务;有的部门以看板图示 、印刷小册子 、建立电子触摸屏 、电子显示屏等方式设立办事指南 、工作流

程表 ,对外公开办事机构 、责任人 、办理时限 、监督举报电话等;还有的部门积极运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 、报

纸 、广播 、电话等高科技手段向外界发布重大决议和接收反馈信息。现在 ,我国政府许多部门已开始启动

“政府上网”工程 ,电子政府不再难以想象。正是这种多渠道做法才能适应人们多层次的要求。2.公开范

围广泛。从收集到的材料看 ,多数单位都能公布办事依据 、办事职责 、办事程序 、办事标准 、办事时限 、办事

结果以及政务公开的监督部门和监督方式等。一些单位还重点公开了一些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

题 ,如招生 、招工 、投招标 、政府采购等。3.公开级别低 。一般讲现在实行公开行政的部门多是群众性自治

组织和基层政权机关 ,如村委会 、居民委员会 、乡镇政府等。这部分单位的行为直接涉及到相对人的利益 ,

和相对人的接触比较频繁 ,是党和政府决定最先公开办事的切入点。但是 ,仅在村一级 、乡一级搞公开是

不够的 ,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更高层级的政权机关 ,从县(市)、地(市)到省级政权机关 ,直至国务院及其

部委一级。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体系和风气 ,使公开和公正一样成为行政主体活动的理念和原则。4.配套

监督有力。仅靠行政主体自身公开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设置配套的监督与救济途径 ,才能使公开制度落

到实处。实践中很多部门设立了信息反馈系统 ,如开设了电话专线 、“绿色通道” ;还有的专门聘请了政务

公开监督员 ,定期发放调查表 、定期对公开部门的工作进行考核和评定。有的单位还制定了相匹配的行政

责任追究制度 ,如河北省唐山市就强调对推行政务公开工作不力或搞假公开 、半公开的单位 ,首先要追究

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在这种机制的约束下 ,公开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二)存在的弊端及成因分析

当然 ,上文所及的都是些典型单位的示范做法 ,现实形势仍不容乐观。行政公开制度的落实在相当一

部分单位只是流于形式 、做表面文章 、搞“假公开” ,有的单位则是有利的就公开 ,不利的则保密 ,搞“半公

开” 。整体公开力度不够 ,未形成制度化 ,而且存在很多不合理 、不可行的地方 ,如有的部门搞公开的条件

和时机都不成熟。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落后的观念 。我国公务员中相当一部分人的

民主法制观念淡薄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 ,将手中权术神秘

化 、私人化 ,大搞权钱交易 、损公肥私的勾当 ,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2.利益的冲突。我

国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政府手中尚握有控制市场主体的准入 、市场资源的配置等关系到公民个人与

群体切身利益的实权 。实施行政公开之后 ,无疑会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权杖失去操纵能力 ,断了其“生

财之道” ,故而许多部门不愿推行行政公开。3.制度的不健全 。这个原因是最关键的因素 ,也是我国行

政公开制度推行不力的致命伤 。制度具有根本意义 ,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外部机制的软弱 ,仅靠说服教

育 、职业道德的灌输是苍白无力的 ,对那些拿国家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来肥个人腰包的人来说 ,则无

异于与虎谋皮。因此 ,必须从制度建设上入手 ,只有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和制度的惯性 ,才能使局面得到

根本性扭转。

四 、对确立行政公开原则及制度的立法思考

行政公开原则及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 ,必须完善制度特别要从法律上予以保证 。

(一)现有的法律法规

我国《宪法》第 27条 、第 41条暗含了对这一制度的确认 。此外 ,行政公开原则还散见于以下法律规

范中 ,如 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对人民法院行政审查职权范围 、被告举证责任和违法行政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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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等作了具体规定;再如《行政处罚法》第 31条 、第 32条中对处罚和申诉的规定;《行政复议法》中第

23条关于知情权的规定;再如 1998年 5 月 1日起实施的《价格法》第 24条规定:“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

价制定后 ,由制定价格的部门向消费者 、经营者公布。”第 23 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

业价格 、公益性服务价格 、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 、政府定价 ,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 ,征求消费者 、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 、可行性。”

除了以上零散的法律规定外 ,有关实行行政公开的精神就主要见之于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 、决议 、

通知 、指示等 ,如前文所指出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 ,再如中纪委在 2000年 1月召开的中纪委三次

全会上 ,尉健行同志强调指出:“要在城乡基层政权机关推行政务公开制度 ,凡属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事项 ,除属于国家规定保密之外 ,都要向群众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

综上可知 ,党和政府对行政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已相当深刻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从立法

上将这一原则和制度确立下来 。

(二)立法构想

1.制定《行政程序法》 ,确立行政公开为其基本原则 。由于行政事务纷繁复杂 ,不可能制定出一部

统一的行政法法典来规范全部行政行为 ,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制定出一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行政程序

法》来规范和控制行政行为的一些共有的环节 。在世界范围行政程序立法第三次高潮来临之际 ,我国行

政程序法制化及至法典化 ,不仅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的研究热点 ,而且已提上国家立法机关的议事日

程。我国已初步计划在 2010年前搞出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

笔者认为 ,在该法中 ,必须明确体现出公开原则。惟有如此才能从更高的规范层次上赋予行政公开

原则更高的效力 ,它将贯穿并渗透到整个法典之中 ,对全部的立法 、司法和守法活动起指导和评价作用 ,

而这必将对行政公开原则的深入贯彻起到基础性作用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行政公开原则作为一项法

律原则 ,既是作为一种行政法治精神贯彻于整个行政程序的全过程 ,同时 ,它又透过具体的法律条文溶

化于每一个法律规范中 ,具有高层建瓴的功能 。”[ 2]

另一方面 , “法律原则要发挥作用也必须通过法律制度 ,两者具有互相依存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 ,

在《行政程序法》法典的立法架构中 ,应该设计有与行政公开原则相匹配的制度。具体包括:(1)听证制

度。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 ,是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 ,是对公正行政程序之最低

要求之一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对方的意见” ,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 ,应听取当事人的

意见 ,这既是行政公正原则的要求 ,又是行政公开的体现 。(2)送达制度。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之后 ,应以适当的方式及时地将行为的结果送达行政相对人 ,以使之明了自己的权利义务内容 ,并对

之采取相应措施 。(3)说明理由制度。特别是指当行政主体即将作出不利处分时 ,应对相对方公布处理

依据 、说明条件和标准 ,并允许相对方对之提出质疑和辩论。(4)阅览卷宗制度。指当事人在行政程序

中通过抄写 、阅览或复印卷宗和有关材料。对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 、适用的法律 、作决定的动机 、出发

点 、意见等有充分的了解后 ,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与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对抗。(5)法律责任制

度。任何一项法律规定 ,如果没有法律责任机制做保障将毫无实际意义。因此 ,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

构上必须设计有责任追究制度的内容 , 对行政主体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作出处理 ,并对相对方的权利

救济作出规定。

2.制定《行政公开法》 ,设立单行法规来具体规定行政公开的要求 。应当指出 , 《行政程序法》仅是

在行政行为的一些普遍环节作出了指导性规定 ,对具体规范行政行为如何公开 ,可以规定得很粗略 ,而

且也不可能予以详尽规定 。因此有必要再制定单行法 ,进一步落实行政公开原则。在这方面 ,西方各国

提供了有益经验 ,有的国家已将行政公开原则法律化 ,制定出了具体实施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制度 。如

美国于 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 、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 , 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

会法》和 1974年的《联邦隐私权法》中也有行政公开的内容 。从长远来看 ,我国也须制定一部单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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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开法》来进一步规范行政主体行为。该法至少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规范:行政公开的范围 、内容 、标

准 、程序 、方式 、时限 、责任 、结果 、咨询 、质疑 、监督 、救济等方面的内容 。其中可借鉴西方已有做法 ,如美

国的行政会议公开制度就非常有现实意义。

3.制定《监督法》 ,使政府的行为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 ,以促进其公开。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 ,政府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如何使人大的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是《监督法》所要

解决的问题 。现实中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不是很有力 ,这一方面有人大自身工作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

与政府工作公开不够也有很大的关系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为防止行政权的异化 ,必须有来自代表民意的

人大的监督 。《监督法》 ,不但使人大的监督工作有法可依 ,而且也促进政府工作的公开。

4.制定《新闻法》 ,通过赋予和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指导权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并促进行政公

开。不得不承认我国普遍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是很高 ,知情权的实现不但面临着来自行政方的阻力 ,

还可能会出现公民不去主动实现自己权利的状况 ,特别是行政行为没有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权利

一旦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肯定 ,其保障和实现就成为最具实质意义的问题 ,否则 ,无论多么周密的权利

立法 ,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件精巧诱人的装饰品[ 7] (P.19)。因此 ,公民知情权究竟如何实现是一个很重要

的问题。新闻业素有国家的“第四种权力”之称 ,现代民主国家更是将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称为民主政

治的保护神!在两会上 ,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问题提出议案 ,人们普遍意

识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已不是一个采访权的问题 ,而是政府 、媒体 、公众三者融合到位的问题。《新闻

法》的制定不但保障了记者的采访权 ,还间接地要求官方信息的公开 ,从而使公民的知情权得以真正实

现。如今民间广为流传的“有事找焦点(指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也反映出这一现象 ,由于新闻媒体

的介入 ,很多过去属于暗箱操作的东西被曝光 ,政府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

总之 ,行政公开的实现是个系统工程 ,它不但需要来自外部的监督和制约 ,也需要源自内部的程序

设置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严密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各方面的行为 ,使行政公开原则得到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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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notation of administ rative openness is that w hile exercising powers , the administ ra-

tive subjects must unfurl the items relevant to thei r administ rative powers except those concerning state se-

crets , privacy o r t rade secrets to their counterpart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dminist rative openness is that it

is benefi tial to protect and realize citizens' rights to learn the t ruth , to realize citizens'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discuss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 to raise administ rative ef ficiency , to build the government of

probity , and to acclimate the situation af ter accessing to WTO.The const ruction of leg ality of administ ra-

tive openness should be st reng thened , and the legal norm 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 Adminis-

trative Openness Law , Supervision Law , and News Law should be made expedi tely .

Key Words:Administ rative Openness;Connotation;Legislatio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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