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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表现在：行政主体概念界定混乱，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
够清晰，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完善我国行政
主体理论，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重新界定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重新建立行政
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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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是从西方引进的。行政主

行政主体界定为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以自己的

体理论的引进解决了行政法律制度建设中的一些问 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
题（如行政诉讼对象的确定），但由于引进过于匆忙， 律责任的组织；应松年教授则将行政主体界定为依
给行政主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些许隐患。进

法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代表国家独立进行管理并独

一步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必须结合我国政治社

立参加行政诉讼的组织。在这些表述中，存在几个虽

（1）
“能以自己的
会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时，要顺应全球化潮流， 不对等，但被当成对等理解的概念：
只有这样，才能为行政法律制度建设起到前瞻性的
阐释和导引功能。

名义实施行政权”和“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力”所描
述的行政主体不是一个范畴；
（2）
“对（表现为行政管

一、行政主体理论存在的缺陷

理活动）行为效果承担责任”与“独立承担由此（实施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我国原有的行政主体理
论暴露出了诸多缺陷。本文认为，处于发展中的我国

行政管理活动）产生的法律责任”所要承担的责任不
同，忽视了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区别；
（3）
“承担责

行政主体理论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任”或“承担法律责任”与“独立参加行政诉讼”之间

（一）行政主体概念界定较为混乱。正如前面提到

本无必然联系，然而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
“独立

的，
行政主体理论不是我国自创的，而是从西方移植
过来的。但是，
更准确地说，
我们引入的仅是行政主体

参加行政诉讼”成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行政主

这一概念，对其内容却做了实质性的改造， 这导致
行政主体概念的届定上存在混乱。目前，国内学者在
〔1〕

对行政主体含义表述上各有差异，这客观上带来了

体概念表述上的混乱不严谨导致的后果是难以为行
政法实践起到阐释和引导功能。
（二）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够清晰。依据我国学
者关于行政主体的定义，行政主体被限定为行政机
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以宪法和有关

准确释义的困难。如罗豪才教授将行政主体界定为
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权，表现为行政管理

组织法为其设定的职权，享有行政权力。法律法规授

活动，
并对行为效果承担责任的组织；王连昌教授将

权组织，是指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将部分行政职权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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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该组织以自己的名义

责任承担者，而是国家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即由国

行使行政职权，同时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
定义，被授权的行政主体可以是职权行政主体的内

家财政支付赔偿。这样，实际上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
被架空，而转移给了国家。二是行政主体中的行政机

部机构,可以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可以是依法设立的

关的公务员的职责行为由公务员法规定和约束，而

专门机构,可以是行政性公司,可以是企业、事业单
位、其他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等，种类繁多，面

对于授权机关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委托机
关（或组织）的公务人员却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其

目繁杂。问题在于，对“可以是”的表述是不准确不规
范不严谨的，这意味着这些组织中，有的是、有的不

进行规制，从而使得对公务人员的责任追究难以落
实。

是,而“哪些是、哪些又不是”必然成为一个需要界定

（四）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

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具有“被授权”资格的就是 同。我国引入行政主体概念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解
“是”。可是这种组织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一授权， 决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问题，所以行政诉讼被告资
存在着上述所列组织中的一部分没有被授权，却行

格被确定为“谁主体，谁被告”。也就是说，人们要判

使着部分行政职权，结果产生行政后果无法追究的

断某一组织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首先需要确

情形。更何况，现实生活中，除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

定该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凡不具有行政主

规授权的组织以外，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
诸如行业协会、非行业协会性的中介组织、公有公共

体资格的组织，就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实际
上将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笔

设施(日本的一种行政主体类别）、高等学校等行使

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两者之间的错误勾连，造成了后

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这些实际上行使着行政
管理权的组织，根据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不包括在行

来行政诉讼中确定被告资格难的问题。
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行政机关、被授权组

政主体的范围内，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因而长期游

织和委托行政机关才可以作为被告。这样规定的一

离于法律控制之外，导致该部分主体有权无责，不受
行政法规制，甚至任意行政、行政侵权，最终无法有

个很大的局限是没有把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行使
一部分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纳入其中。随着改革开

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明显与我国依法

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

行政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三）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按

善，公民社会的迅速兴起，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

照目前关于行政主体概念的主流界定，行政主体是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

（人们甚至可以怀疑政府的合法性），各种各样的代
表某一群体特殊利益的从事社会公共管理活动的组

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任

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这样，非行政主体理论意

何行政行为都是由具体的公务员或公务人员实施完
成的，这就存在具体执行人员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权

义上的从行政管理活动的主体范围大大扩展，不仅
这些组织自身有参加公共管理的需求，而且由于政

利义务关系，或者叫职务上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利益

府不可能管理好所有社会事务，需要社会上的这些

目标不一致的问题。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在责任
承担上，责任性质和责任归属不清。西方行政主体理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赋予这些
组织合法地位的动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组织

论中的责任是指行为后果的最终归属，并与财产直

确实存在有职无位，有权无责的问题。虽然不可否认

接挂钩。我国行政赔偿法中规定，因公务员行政违法
造成损害的，由其所属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予

它们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组织不在我国

以赔偿，再由该行政机关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
务员行使追偿权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受委托组织有

益的行为而产生的纠纷不能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
决，这就得使行政相对人救济无门，从而严重损害了

违法行为的，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责任，再由委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的逐步形成，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步增强

行政主体概念范围之内，所以，因有损行政相对人利

托行政机关依据委托关系追究该受委托的组织的相

此外，行政主体理论中的委托组织，也是一个极

关责任。这其中存在着责任的转化，由行政主体的法

具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受委托组织不具有

律责任转化为行政机关组织内部的行政责任，并不
是行政主体责任的真正归责。我们沿着归责的逻辑

行政主体资格，不能成为诉讼被告，对于受委托组织
因被委托行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委托行政机关承

分析下去，可以发现这里的行政主体也不是真正的

担。这部分规定虽然相对比较明确，但是在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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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受委托组织
“越权行为”现象时有发生。对此

要有国务院、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

情形，由于违法行为不在委托行政机关委托职权范
围内，
委托行政机关不承担委托责任，但受委托组织

务院各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社会团体组织包括事业单位、现行

不能作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的被告，这就出现了

行政主体理论中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还有受委托

无被告的状况。

组织；此外，还包括各种非赢利组织（NPO）和非政府
组织（NGO）。这些组织代表某一社会团体的利益，并

二、行政主体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是指法律法
规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指法理学的成熟。行政

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分担着
部分政府职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管理自己

主体理论要为我国行政法律实践起到前瞻性和阐释

的事务，受法律约束和国家监督，所以获得行政主体

性作用，必须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加以进一步完善。
（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

资格顺理成章。笔者之所以这样定义行政主体概念
和划分行政主体范围，主要是基于：第一，对于行政

色。在社会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行政主体和行政

机关来说，由于其职权自动生成行政主体（亦即只要

相对人三者之间其实存在两对委托——
—代理关系， 是行政机关就是行政主体，不需任何具体规定），从
即人民把权力委托给国家、国家再把权利委托给具

而能够顺理成章地承担法律责任，理所当然具备行

体的行政主体，所以在行政主体理论中我们必须承
认行政主体的非独立人格。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

政诉讼被告资格；第二，对于社会团体组织来说，一
旦社会团体成立，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就同时被授

论肯定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独立人格， 予行政主体资格，承担与其所行使的行政权相对应
认为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法定权限范围
内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做出影响相对人

的法律责任，据其行政行为承担行政诉讼被告资格。
（三）重新建立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

的权利与义务并独立承担行为后果的行政行为。但

格之间的关系。依据
“谁主体，
谁被告”
的规则来确定

在实践中，行政主体其实不能独立承担其行为产生
的后果，
而是将责任先转移给国家，最终落在人民身

“谁诉讼，
谁被告”
的
行政诉讼的被告，
存在诸多问题：
规则，使行政诉讼被告仅限于行政主体，大大限制了

上，
因为赔偿金来源于人民的赋税，所以行政主体并
不具有独立人格。为此，我们必须明确行政主体是行

司法审查的对象，
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行政

政权的执行者，而不是行政权的所有者。把行政主体

的起诉增加了困难，
不利于原告诉讼权的行使。由于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好，是分析其他所有
问题的前提。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委托的行
政机关是被告，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相对人所直

（二）重新界定行政主体的概念和范围。我国目

〔2〕
机关的司法监督；
“谁主体，
谁被告”
的规定，为原告

接面对的行政行为的做出者并不是行政诉讼的被告。

前行政主体理论的严重缺陷之一，就是对行政主体
概念的界定过窄，这特别表现在对法律法规授权组

而要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首先查明该组织是不
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这

织的界定。虽然法律法规授权的具体组织的确已经

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就人为

很多，但依然不能囊括所有符合条件和应当承担主

地增加了原告起诉的障碍。从本文对行政主体概念的

体责任资格的组织。行政主体范围的合理界定取决

界定来看，应以“谁行为，谁被告”作为确立行政诉讼

于对这一概念阐释的准确性。基于此，笔者试对行政

被告的规则。所谓
“谁行为，
谁被告”
，
简单来说就是，

主体作如下界定：行政主体是指在社会管理活动中， 谁是行政行为的直接做出者，
谁就当被告。这样，
任何
实施行政管理行为，行政宗旨只为公益性，承担因实

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
都可以成为行政诉讼

施行政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并由组织自身的财
产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的任何社会组织。由此

的被告，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概念界定以得出，行政主体应该包括国家和社会团
体组织（亦可成为社会行政主体）两个层面。国家行
政主体属于职权行政主体，职权行政主体是指依照
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拥有行政权力，能够独立
实施行政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
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机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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