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

黄学贤

内容提要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内容，但法律保留原则与长期以来被认为同样是依法

行政原则之一的法律优位原则存在显著的差异，法律保留原则更能体现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因而构成依法

行政的特有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自近代产生以来其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法律”的范围上从议会法发

展到既包括议会法也包括行政立法；在保留的事项上从侵害行政发展到包括侵害行政、内部行政、给付行政在

内的所有行政；在保留密度上从纯粹的行为法发展到既有行为法也有组织法。构成现代行政重要特征的自由

裁量行为同样受发展了的法律保留原则支配。我国现行行政法治实践中法律保留原则逐渐得到重视，但是仍

然存在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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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行政法的产生，依法行政原则从而法律保留原则开始出现，并一直指导着行政行为。但是

自近代以来，行政行为从而行政法学有了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行政行为之重要指导的

法律保留原则，经历了并将要发生哪些变化呢?该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对我国飞速发展的行政法治实践，

还是对我国日益完善的行政法学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保留原则与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法治条件下对行政行为的最基本要求，而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则又是依法行政原则的

两个最为重要的支柱性原则，这一点已经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确认。①所谓法律优位，简单地讲就是指

一切行政行为均不得与法律抵触，行政机关不能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任何措施，法律与任何行政行为相

比都处于最高位阶。由于法律优位原则并不要求所有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需要不违

背现有法律规定即可，所以，法律优位原则又被称之为消极依法行政原则。法律优位原则的目的在于防

止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时违背法律，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严格确立法规范之间的等级，也即

法规范之间的位阶；其次法律规范本身必须具体明确，切忌内容的空洞。这就是法律优位原则的两个基

本前提。由于法律优位原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禁止违法的行政行为，所以法律优位原则无论就其行为

不得违法的内容，还是其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的要求，都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简单地讲就是指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也即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有明确

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作出积极的行政行为，否则就构成违法。法律保留原则依其适用范围，具体又可分为

“侵害保留说”、“全面保留说”、“重要事项保留说”、“机关功能说”、“权力行政保留说”等。所谓侵害保留

说，简单地讲就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侵害”相对人权利或者课予相对人义务等不利行政行为或称“负担

行政”的情形下，必须有法律的根据。而对相对人的“给付行政”则不需要有法律的根据，属于行政自由

①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198页。胡建淼：《比较行政法一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9页、第319—320页。翁岳生：《法治国家之行政与司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25—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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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的范围。①所谓全面保留说，简单地讲就是指所有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的根据，不管行政行为是

“侵害行政”，还是给付行政(或称授益行政)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所谓重要事项保留说，又称为本质性

保留说或者本质事项保留说，是指不仅干涉人民自由权利的行政领域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在给付

行政领域中凡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与行使，以及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影响共同生活的“重要基本决

定”，应当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机关功能说认为，所谓重要事项有时显得空洞而无内容，因此，在具体情

形中还必须有具体的标准，并进一步认为这个具体的标准就是“符合功能之机关结构”。对机关功能说

的最好解释是德国联邦法院曾指出的：对国家之决定而言，不仅以最高度的民主合法性为依据，尤其要

求尽可能正确，也就是说，依照机关的组织、编制、功能与程序方式等考虑，由具备最优条件的机关来作

出国家决定。②所谓权力行政保留说，简单地讲就是指无论是给付行政，还是侵害行政，凡是权力行政

都需要有法律依据。④

虽然法律优位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作为依法行政原则的两个基本要求，不仅为人们所一般理解，而

且为各国(地区)的法律所明确规定，但实际上更能体现依法行政本质要求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因为法

律优位原则只是消极地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得与法律相冲突，当法律对某个事项未作具体规定

时，法律优位原则则无能为力。这种任何行为均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则，在法治国家除了行政机关应当遵

守外，其他任何主体例如民事主体也都应当奉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优位原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

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如果说法律优位原则只是要求行政机关与公民平等守法

的基本准则，那么，法律保留原则则是对行政机关守法的具有本质性的特殊要求，因而构成依法行政的

特有基本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使行政权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并使得行政权的运行具有可预见性。但

是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位原则相比，无论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是在要求的复杂性上都更加值得探讨。

二、法律保留原则的经典涵义及其发展

从起源上来说，法律保留原则起源于19世纪的“干涉行政”，是19世纪作为宪政工具而发展起来的

一项重要原则。其最初的意义或称经典意义是指行政机关如果要对私人的财产和自由进行干预，必须

得到议会所制定的法律的明确授权，否则就构成违法。这时的法律保留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由于

这时的政府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之理念，依法行政就是要将行政权置于立法权的严

格控制之下，所以就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而言，就是指议会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是指狭义上的法律，

这时的法律保留称国会保留或绝对保留。第二，就法律保留之事项而言，由于这时的政府主要是充当

“警察局”、“邮政局”之角色，其职能主要是从外部保障经济自由竞争的自律运行秩序，而且这种为保障

市民社会自律运行秩序的行政也被议会以法律限定在必要的最小的限度内，以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社会

的侵害。所以这时法律保留之事项从内容上来说是“侵害保留”。当然，由于当时的行政是以秩序行政、

规制行政为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法律保留实质上就是“全面保留”。

具有上述两个明显特征的经典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是与经济上处于自由竞争，从而政治上要求

对行政权予以无以复加之严格限制的自由法治国时代对行政权的要求相适应的。20世纪特别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行政权之膨胀化的特征日益明显，给付行政的领域越来越

呈扩大的趋势，而且司法审查的范围也越益扩大。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使得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在原有的

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理由。这样对行政权予以法律统制的经典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必然遇到现代行政

①但行政机关在作出“给付行政行为”时，还是要受法律优位原则支配的。

②参见陈清秀：《依法行政与法律的适用》，载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3页。

③随着行政行为方式的变化，现代行政出现了一些与行政处罚等传统行为不同的新方式，如行政指导等，由于这些新的行为不能基于

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而作出，故有些学者称之为行政非权力行为或者非权力行政。但是，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参见杨海坤、黄学

贤：《行政指导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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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是法律能在多大的范围以及在何等程度上对行政进行统制。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再仅指议会所制定的狭义上的法律，而是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立

法在内的广义上的法律，也就是说不再一概适用国会保留或称绝对保留。进人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行政权的膨胀化、技术化之特征使得原有立法机器的运转迟缓与飞速发展的行政管理实践

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就是行政机关通过议会的授权获得了相应的立法

权，此即所谓的行政立法。这样行政机关原来的只能依照议会所立之法行事的机械的依法行政，就发展

为也能依据自己的立法行政。在现代社会“不承认行政立法就意味着把当事人置于无权利保护的境

地。”①那么这不是与法律保留原则矛盾吗?其实，现代行政法治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是：第一，法律保

留原则要求某些事项只能由议会法律规定，任何行政机关绝对不可涉及，即国会保留或者称之为绝对保

留，这是法律保留的核心；第二，某些可以由特定行政机关立法的事项，事先也必须有议会的授权，即相

对保留；②第三，对法律尚未作出规定而又不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行政机关对其作了规定时，一旦有

了法律的规定，则必须立即对行政立法进行废、立、改，以求得与法律的一致。通过这些途径使得行政立

法始终处于议会的监控之下。因此，行政立法行为的性质虽然有别于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归根到底仍然

是行政行为，而不是立法行为。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一般都强调在影响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基本权利时，必须由议会制定的法律予以规定，行政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染指，并将这一规则通过

宪法或者其他宪法性法律予以确认。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不仅仅停留在侵害行政领域，而要扩大到内部行政、给付行政等

行政领域。

虽然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侵害行政的领域越来越小，但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在任何时候

都是始终存在的，而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矛盾，使得牺牲私人利益成为必要时，侵害行政就不可

避免。但是任何侵害行政都必须奉行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在影响到相对人基本权益时，还必须有议会法

的保留。在这一点上现代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与传统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可以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

现代行政法上的法律保留更加强调法律应当对侵害行政的对象、内容、程序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等作出

明确的规定，以使得侵害行政不仅可以预见，而且可以衡量。③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因其是对行政机关(包括其他行政主体，文中其他地方也同)自身的人员或事项

进行组织、管理与调节的活动，而被视为无须由议会法加以调整，并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其重要理

由是内部行政不对外部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故应当由行政机关自行调节，这就是所谓的特别权力关系

理论。这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盛行了很长时间，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挑战。1972年德国宪

法法院在一个关于刑罚执行的判决中终于突破了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联邦法院认

为，“基本权利可以适用于刑罚执行，只能通过或者根据正式法律加以限制，因此抛弃了作为正当根据的

特别权力关系。”这一判决不久又在教育领域产生了相应的效果，“基本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原则和议会民

主原则要求立法机关自行作出有关教育领域的重要决定，而不能放任给教育行政机关。”在内部行政问

题上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突破的更加显著的标志还在于“这种认识得以证实和强化：基本权利不仅需要

实体法保障，也需要相应的组织和程序形式予以保障(通过组织和程序的基本权利保护)”，因此，“法律

保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而且还适用于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行政机关的任

①[德]平纳德：《德国普通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②正因为如此，行政立法在有些国家又被称为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

③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侵害行政领域不存在行政自由裁量，而是说对侵害行政法律要尽可能地予以明确规定。关于法律保留与自由裁

量将在下面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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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结构，行政主体的设立，行政机关的管辖权，基本权利的行政程序的模式，都必须由法律确定。”①

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逐渐消退，在内部行政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问题上的纷争已经越来越小，越

来越多的内部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但是在给付行政是否适用法律保留的问题上

则历来是纷争不断。德国有的行政法学者认为服务行政不必要遵循严格的“法律保留”，在没有明确法

律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也可以为服务行政。②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资金的分配是为了确保实现特

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的目标，因此必须由具体规定其分配、赋予公民相应主观权利的具有约束力

和可预测性的法律予以确定。在给付行政方面，实际上也存在两种不合法的情况，即该给付的不给付、

不该给付的却给付，事实上，拒绝提供国家给付给公民造成的侵害可能并不亚于对财产和自由的侵害。

例如“拒不提供补贴可能使经济企业破产，拒不提供助学金可能导致学生辍学。与此相应，对自由和财

产的侵害(要求经营者在其经营设施上安装某种防护装置，要求学生遵守命令的规定)具有完全相同的

意义。”因此，“关于法律保留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存在争议。由于大多数给付行政领

域受到法律调整，这种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③

我们认为，既然政府动支财源的行为具有侵益性质，既然对一部分人的给付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的

不给付或者少给付，既然在给付行政上存在该给付而不给付或不该给付却给付之可能，则给付行政必须

受法律保留原则的支配。但必须注意的是，“法律保留只对‘正常案件’是必要的，即以社会、经济和文化

为目的给付，以及在较大的人群或者较长时期分配给付。对突然出现的非常情况，如自然灾害、特别是

经济危机，不需要(事先)规定授权，否则，即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即时救济。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特别行政

权限——与即时侵害类似的权利。”④

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行政行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从侵害行政到给付行政，

而且还表现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大量新型行政行为的出现。这样在法律保留问题上又必然产生出

如下的问题：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是否一定是行为法?组织法甚至宪法能否成为法律保留中的“法律”?

这个问题用台湾地区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法律保留之“保留密度”。

我们认为，关于法律保留中的“保留密度”应作具体的分析，对于侵害行政而言，行政机关不得以组

织法更不得以宪法上关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之规定为正当理由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必须有行为法的

依据，而且侵害越严重，保留密度应当越精确并越要遵守国会保留。对于给付行政而言，一般情况下行

政机关也不得以组织法更不得以宪法上关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之规定为正当理由而采取相应的行

动，必须有行为法的依据，而且给付越大，保留密度应当越精确并越要遵守国会保留。这样才能促使行

政主体依法行政，并为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从而更加全面地保障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行政指导而言，其保留的密度就不能一概强调行为法的依据，只要不超越组织法甚至宪法上关

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之规定，行政机关的指导就有足够的正当理由。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福利国家思想的盛行，“合作伙伴式国家”观念日渐取代“权威性国家”观

念，国家行政之方式也日益由以高权行政为手段，向以平等协商为主要方式的“平等行政”转变。行政合

同或称行政契约即是这种新型行政方式之一。对于行政合同而言，由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行政合

同领域的越来越广泛，法律又不可能对行政机关可以以行政合同方式达成行政目的的情形作出具体而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一118页。

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修订六版，第57页。

同①，第112一113页。

同①，第113页。

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控制问题请参见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的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

372—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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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明确的规定，因此，如果法律规定某一事项不可以以行政合同的方式达成，则行政机关必须严格遵守，

否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可以以行政合同的方式设立、变更或者消灭公法关系。这即是著名的“行政

契约容许性”理论的具体运用。

“行政契约容许性理论”认为，从行政契约的起源以及行政契约的功能特性来讲，除了法律对缔约权

有特别规定，或者依公法关系的性质不得缔结行政契约者外，一般只要有宪法或组织法上的权限依据，

并且在行政机关管辖的事务范围内，在能有效达成行政目的而又不与法律相抵触的情况下，应允许缔结

行政契约。在行政契约制度中，以“行政契约容许性”理论来统一规范行政契约订定权，以弥补组织法上

对行政契约权规定的欠缺，保持行政契约固有的能够灵活地适应各种非常态案件需要的特性。①应当

承认，这种对行政机关订定行政契约权的规范模式，是符合现代行政契约理论及实践发展趋势的。

三、法律保留原则与行政自由裁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政的发展过程就是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的过程。因为“根据变化的各种情

况，承认行政机关专门知识和经验，有时对实现法律的目的来说，却是必要的。”②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现代统治要求尽可能多且尽可能广泛的自由裁量权。”③然而，现代法治原则要求行政必须严格遵

守法律，并以法律为其最终的归依。那么，行政的自由裁量与法律保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如果以经

典意义上的法律保留观来考察，其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行政法的发展通过以下方面使行政

的自由裁量与法律保留之间既保持了和谐，同时又给予了合理的张力。一是通过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使

行政权获得行使的前提和合理的空间，二是通过严格的程序使行政权的具体运行规范化。

在现代行政中，无论是侵害行政还是给付行政，法律都不可能对所有行政设定唯一的法律后果，如

不可能对所有行政违法行为给予罚款数额、拘留的时间等完全数字化；同样也不可能对所有给付行政均

精确化、数字化。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给出相应的情形而授权行政机关或者决定是否采取有关行为、或者

自行选择某种结果。前者的规定如“在⋯⋯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措施”，在该种情形下行政机

关可以决定做或者不做，即行政机关有权决定是否作为，这就是所谓的决定裁量。后者的规定如“在

⋯⋯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其具体措施可以是⋯⋯、⋯⋯或者⋯⋯”，在该种情形下行政机关应当作

出有关行为，这一点是羁束的，但至于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就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了，即如何作为由行政

机关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选择裁量。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决定裁量还是选择裁量，行政机关的

裁量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和裁量的范围，否则行政机关的行为就构成违法。其次，即使在裁

量的范围内行政机关的行为也要合理公正，自由裁量绝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的任意解

释，而只能理解为必须作出符合法律规定之价值标准的合目的、合义务的裁量。现代法治要求行政在任

何时候都不能在无法律的状态下运行。尽管对合理公正的标准很难严格确定，但是“专断权力和无拘束

的自由裁量权乃是法院所拒绝的。它们编织了一个限制性原则的网状结构，要求法定权力应合理、善意

而且仅为正当目的行使，并与授权法精神及内容相一致。”④正因为如此，比例原则已经越来越成为各

国行政法中与合法性原则处于同一位阶的基本原则。⑤第三，随着现代行政程序法治的日益健全，行政

权的行使尤其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公开、说明理由、听证等现代程序规则，严格正当的程

序规则使立法机关的意图得以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致被违背。而这正是现代法律保留原则

的重要表现，现代法律保留原则使得依法行政从纯粹的形式意义发展为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并重。

①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一156页。

②[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③[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r7年版，第55页。

④同③，第56页。

⑤参见拙文：《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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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保留原则与当前中国的行政法治

谁都不应否认当前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些重大成就表现在立法、执法、司法

以及人们的法治观念等各个方面。法律保留原则的日益重视和有效实施则是其重要体现之一，而这突

出地表现在《宪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规范中。《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根据宪法的这

两条规定，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以及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是

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事项。《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

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第12条规

定，国务院部委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

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国务院部委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

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第1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

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上述规章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第14条则进一步强调，除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

行政处罚。从上述规定可见，《行政处罚法》根据现代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对行政处罚的设定作了

非常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其中限制人身自由由于其涉及到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故只能实行绝对保留或

称国会保留，其他处罚则根据不同的情形作了相对保留的规定。

如果说《行政处罚法》只是对行政处罚这一特定行政行为的设定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作了比较明确的

规定，从而有效杜绝了行政处罚混乱的源头，那么《立法法》则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法律保留原则作了

全面完整、具体明确的规定。《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国家主权的事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

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产、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资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

度；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第9条规定，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

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

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可见，《立法法》第8条、第9条对法律保留原则以及其中的绝对

保留和相对保留的规定是十分具体明确的。而且为了确保法律保留原则的更好实施，第10条更是进一

步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

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长期以来，在行政许可领域由于缺乏法律保留原则的有效约束，造成各级各类行政机关滥设许可，

这种状况成为腐败的重要源头，并极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有效防止和消

除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行政许可事项设定太多太滥的现象，合理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按照市场

经济的取向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正式出台并于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

政许可法》，也在法律保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其重要表现就是在行政许可事项以及设定主体上比

较好地贯彻了法律保留原则。该法第12条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现实生活

中的行政许可千差万别，为了在许可问题上避免挂一漏万，该法第12条在其最后作了一个兜底条款的

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这样《行政许可法》作为行政许可领域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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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对行政许可的事项作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规定外，还将许可事项授权给其他法律以及国务院的行

政法规。但必须注意的是，也仅仅是授权给其他法律以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是不

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的。

就上述法定范围内的许可事项也不是任何规范性文件都可以随便设定的，否则也不能完全消除行

政许可的混乱现象。《行政许可法》除了在第13条作了一个特别规定外，还在第14条、第15条对可以

设定行政许可的不同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及其权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在第17条进一步强调“除本法第

14条、第15条规定的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这样《行政许可法》不仅在行政许可

的事项，而且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主体上都有了严格的规定。可见，《行政许可法》在贯彻现代行政法的法

律保留原则，确保行政许可的法制统一性，根治行政许可弊端的根源等方面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

预见，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其实践意义也将愈益显现。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重视不够，在行政法的实践中也未能很好地

贯彻法律保留原则，造成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甚至

受到不应有的侵害。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至今为止在行政征收、行政补偿、行政强制等领域

还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如目前反应普遍强烈的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这一涉及到相对人基本财产权利的

行为，还是以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规则为准则；第二是有关规范公然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如长期以来成

为理论和实践之热点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而且是违背了法律保留中的绝对保

留)；第三是给付行政基本上还不受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很随意地动

辄奖以重金或者很不恰当地提供额外的物质条件，类似的情形不要说绝对保留原则，即使起码的相对保

留原则都没有得到体现。

A1删：Ⅲ姒蜘仕忙Prmipile ofPIi面哆h弱鼢I regarded雒衄e ofme岫tant prjm：iples iIl me process

of admjnisⅡation by law，it’s to切_lly di：压勖朗t缸帆tl：屺Principle of Reserva6伽，tlle lat嘧one haS become tlle u．

Ili(1ue砸nciple ill me pmcess of删s删on by law because it call bet时eⅡibody me nan鹏of蛐s跏on
by l删．The PriIlciple of Resenration haS eX】阿删profolmd cb觚g既siIlce it雠烈ges iIl m‘)dem缸燃．‰
scope of reservation has eXteIlded敏}m parH锄en怔呵law to蛐s嘣ve坶Slation；its c舔us resleⅣatIls敝lm删s缸a60n、riol撕on to all kinds of删s仃蚯on硫hlding in渤Ilal删s仃ation锄d pres衄tion adIniIlisⅡa—

don；itS resenradon irnensi哆f．mm puIIe ad|IIliIlis帆dVe act law to oonsdtIldve law．The ad_IIliIlis位mVe discredo彻巧
aCt wIlich蛐g me si印ificaIlt clK翻c衙of嘲adl：Ilillis乜ation alSo con缸oUed by me developed P曲ciple of

ReseⅣation，mou曲such prillciple h勰晚l萨浊lally paid more att印60n tll锄bef(玳in捌s缸撕ve judicial

pmcdce，more malpmcdce a佗still e)【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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