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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扩张权力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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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指出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权力持续走 强, 美国总统 利用频 繁动用 否决权、上限 使用委 任立法 权、
实
际控制开战权和变相取代缔 约权等方式来削弱国会权力; 利用上下届政权交接, 利用党内两派关系, 乡党关系
和利益集团关系来控制人事 任免; 利用加 强中枢 性和业 务性的 办事机 构来架 空内阁职 能部门 是实现 其权力
扩张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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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典型的总统制政府体制, 以强调行政权
力为特征。总统制政府的组织形式是首长独任制、个
人负责制, 区别于委员会制的集体合议和内阁制的连
带责任, 总统制政府权力的扩大主要是通过加强总统
的领导权而体现出来。罗斯福推行 新政 , 把总统权
力的运用推至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战后, 总统权力持
续走强。具体说来, 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权力扩张主要
是通过削弱国会两院权力、控制政府人事任免和架空
内阁职能机构等途径实现的。
总统制政府体制过去是, 现在依然是以
一 三权分立作为政体指导原则的, 但在当代社
会, 各种权力主体的权力配置比例有了较大
的变化。在三权之中, 司法的权力运作方式属被动性
质, 司法的权力砝码历来也是较为微弱的。因此, 权力
的匹配主要是在政府与国会, 集中表现在总统与国会
的力量对比上。
具体地说, 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权力扩大, 不断变相
地侵吞蚕食国会的权力,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 频繁动用否决权。否决权是美国总统对国
会进行制衡的一个机制, 它在意义上是主动的, 但在性
质上却是保守的。早期的几 任总统都极少动 用否决
权。 1789- 1885 年, 从华盛顿到第 21 届总统使用否
决权才 206 次。其 中, 正式 否决 98 次, 搁置 否决 88
次。而当代, 总统频繁使用否决权成为其扩张行攻权
的基本表现形式。罗斯福被人称为帝王般的总统, 也
正是他使用的否决权次数量多, 共行使 635次。当然,
这和他长时间执政有关, 也和 20 世纪 30年代和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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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客观形势有关。杜鲁门使用了 250次否决权,
艾森豪威尔使用 181次否决权, 福特总统仅在 1975年
就否决过 17项重大法案。 1995年 8月 13日, 克林顿
总统否决了国会关于停止执行联合国对波黑实行武器
禁运决议的提案, 并声称采取这种政策将使这场战争
成为美 国 的 责任 。 8 月 14 日, 参 议 院 同意 一 项
2 430亿美元的防务拨款的法案, 白宫则扬言, 如果众
议院也批准这项法案, 总统将行使否决权, 因为这项法
案拨给军舰、
飞机和试用的款项比克林顿要求的多 65
亿美元。近年来, 总统的否决权, 不仅在使用频度上,
而且在否决内容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总统在 1997年
也获得了项目否决权, 为否决立法机关向那些超出行
政首长期望水平的机关和项目拨款, 提供了一个更好
[ 1] 75
的手段。
第二, 上限使用委任立法权。立法权当属于美国
议会, 由于委任立法的出现, 也赋予了政府具体立法者
的身份, 使得传统的立法与行政的 界限已开始模 糊。
委任立法可以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指指国会只制定一
些笼统的法律 条文、原则, 具 体的细则由政府 补充制
定。委任立法的出现, 客观上讲是适应政府管理日趋
复杂性、
变动性、技术性和专业性特点的需要。 授权
的部分原因在于表示对行政专业知识的尊重。同时授
权等于承认行政指令在某种意义上通常比立法更为灵
活, 它的改动和废止相对来说在程 序上要简单的 多。
立法机关相信对于不同的政府规则不同, 应因地制宜,
[ 1 ] 66
所以授权给行政机关无疑将是正确。
主观上讲是
行政机关利用立法机关模糊授权空间的产物. 出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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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因, 特别是政治原因, 立法机关不能或不愿意为行
政机关授权时, 行政机关可自行制定的明确标准. 其二
是指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条例。这一类的委任立法同
样有愈来愈多的发展趋势。正如美国学者彼 得斯所
言: 公共官僚机关可以通过颁布第二 法律也即是美
国政治术语中所说的 行政法规 来对政策议程的某
一方面实施实质性的控制。当立法机关通过主要的法
律法案之后, 总是将大量的细节留待官僚机关去制定
[ 2]
和颁行。 法国学者德巴什在 行政科学 一书中也
这样说过: 议会在越来越多的假设中授予政府, 实际
上是授予行政机构制定一般措施的权力, 行政立法因
其总量甚多而显的比议会立法更为重要。似乎只有行
政机构才有权使规章适应各种具体情况和大量的国家
[ 3]
干预。 据统计, 1981年, 美国联邦政府公布行政命
令 6 500项, 而同期国会 通过的法律和 决议只有 157
项。 20世纪 90年代的头几年, 美国仅 就农业政策所
制定的行政法规在 联邦行政法典 一书中就超过 1万
页。美国越来越多的具有立法性质的行政命令表明,
委任立法有可能成为总统扩张行政权力、
摆脱国会控
制、
独自发号施令的一种堂而皇之的借口。
第三, 实际控制开战权。美国宪法规定, 宣战权属
于国会。但美国战后几次重大的战争行为表明, 这一
纸上规范不构成对总统的实际约束。总统可以以合众
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身份, 以险恶形势为由, 迳直向海外
派兵遣将, 直至入侵他国。杜鲁门政府时期, 全面介入
朝鲜战争, 动用大量军事力量, 就没有得到国会同意。
肯尼迪政府时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 是在国会全然不
晓的情况下动兵封锁海面的。尼克松上台后, 命令恢
复对北越进行大轰炸, 并派兵入侵柬埔寨, 完全是一种
不宣而战的行为。尽管 1973年 11月, 国会两院都以
2 / 3多数票通过了 战争权利法 , 在默认总统具有开
战权的情况下, 要求军队进入战争后 48小时内需向国
会报告, 除非国会特别授权总统继 续承担义务, 否则
60天内要停 止军事行 动, 但 这也并未 拴住总统 的手
脚。 20世纪 80年代, 里根 总统布置 的几次 有 限战
争 , 继任的布什派遣美军出兵巴拿巴, 这都说明总统
仍在不断僭越军事权。半个世纪以来, 美国只有 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国会按照立
法程序授权宣战的。实际上, 前者是多国部队联合行
动等其他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后者是与 9 11 后特
定形势密切相关的。
第四, 变相取代缔约权。按美国宪法规定, 总统缔
结国际条约, 须经参议院 2 /3 多数赞成。尽管历史上
参议院对总统送交的条约几乎都投了赞成票, 但随着
当代美国在国际舞台地位增强, 国际交往的增多, 总统
还是感觉到缔结条约有碍手脚。根据 1939年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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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比尔蒙特案的判例, 行政协定有与条约一样的法
律效力, 而行政协定无须经过参议院批准。总统在重
大外交活动中越来越经常地通过签定行政协定来变相
取代缔结和约。 1940年, 罗斯福总统签订的以 50 艘
驱逐舰换取租借英国海空军基地的行政协定是协定权
生效不久的一个著名事例。据 1989年版 的 ( 总统指
南 ) 统计: 1940- 1949年, 美国签订的条约是 116 个,
行政协定是 919个; 1980- 1988年, 签订的条约是 138
个, 行政协定已高达 3 094个, 这还不包括秘密协定。
对世界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西洋宪章、
德黑兰协
定、
雅尔达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等, 都属于行政 协定之
列。艾森豪威尔时期, 国会方面企图限制否定雅尔塔
协定以及通过限制总统缔结行政协定权力的希里克修
正案, 被总统坚决抵制。
削弱美国国会的权力是从政府外部关系
二 讲的, 控制政府人事任免和架空内阁职能机
构的视点都在政府内部关系, 后两者的区别
在于行政管理内部的不同角度。控制政府人事任免是
总统传统的、
基本的权力。进入当代以来, 美国总统运
用这种权力明显的带有扩张性。对此, 美国学者韦斯
特是这样评价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总统用以
控制官僚机构的资源稳步增长。这种增长的实现, 部
分地是通过扩充现有的权力
如任命政治行政长官
[ 4] 86
的权力和编制预算的权力得以达成。
自新政以
来, 尽管各届政府的能力有其各具特色的消长, 但是总
统通过人事程序和集权管理以控制官僚的能力都得到
[ 4] 96
了显著的扩张。
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不同的政党通过竞选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
维持其统治的一种基本方式。政权易位意味着人事上
的大换班, 一朝天子一朝臣 是这种政治制度下基本
的人事管理模式。在西方多党制国家, 一些单独执政
有困难的政党为了抢占滩头, 为了在议会中获取稳定
多数, 不时采取联合的方式组成政党联盟。政党联盟
在组建和运作过程中, 联盟内部各个政党在政纲方面
要作一定程度的妥协, 在人事组合方面也要作相应的
协调, 要有一定的兼容度。在两党制国家, 政党格斗往
往是拼死殊杀的, 政党的纲领、政策有着比较明显的对
立倾向, 在政权更迭后人事安排上, 比较缺少多党制下
党派兼容的弹性。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 每次你
死我活的政治拼杀之后, 组成新届政府的成员基本上
是执政党的核心人物和骨干中坚 分于。在这 个基础
上, 当代美国政府总统利用人事任免强化自身权力还
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 )利用上下届政权交替培植自己的班子
即使是同一政党政营的上下届政权交接, 新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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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也要不失时机地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新届总统有
自己的政策倾向、
派系依归和势力范围, 需要形成以他
为核心的圈子。当然, 作为同一个阵营的延续, 在政府
成员构成的结构和范围上, 与对立党派整锅端的作法
是有很大不同的。
罗斯福领导美国人民赢得了战争, 他推行的 新
政 帮助美国人逐步走出经济困境。 20世纪 40年代,
罗斯福及其新政被社会所广泛认同并形成一种时尚的
政治文化, 这种特定的文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观念,
影响了好几届政府的行为。在罗斯福突然逝世的情况
下, 杜鲁门是以同党人副总统的身份宣誓就职的, 可以
说是罗斯福的忠实追随者。他在任职期间推出的 公
平施政 实际上就是 新政 的延续。当然, 即使是这
种政权交接, 杜鲁门也没有简单地沿用罗斯福政府的
人事班子, 上届政府的重要成员, 如劳工部长 弗朗西
斯 帕金斯, 财政部长享利 摩根索, 内政部长哈罗
德 伊克斯等先后被挤出内阁。实际上, 这种人事换
班也是符合权力发展逻辑的, 正因为罗斯福声望太高,
杜鲁门在原有班子里难以压住阵脚。杜鲁门要强化自
己的总统权力, 就必须重新组阁。正如他自己在回忆
录中所说的: 周围必须有一些可以信 赖而不擅自弄
[ 5]
权的人。
(二 )利用协调两派关系强化自身的权力
美国的两党在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上都
是共同的, 但在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上, 它们有不同的
主张, 甚至还有对立的倾向。共和党更多的代表大资
产阶级的利益, 推行的多是维护大工业家、
大银行家利
益的政策。总体上, 共和党是以 保守主义为特征 的。
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 吸收了一些下层群众的力量, 吸
收了几个较有影响的工人组织, 合并了以改良主义为
旗帜的平民党, 一般来说, 它是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自由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但两个党内又各有自由派和
保守派之分。特别是二战以后, 西南部财团奋起向东
部传统的权势集团抗争, 利益集团势力范围的格杀影
响, 使党内派系的斗争也显得扑朔迷离了。党派斗争
当然不利于党内团结, 也会降低党的整体战斗力。但
历届总统都会从被动中寻求主动, 在协调两派关系中
制造一种相互钳制的机制控制两派, 强化自身的权力。
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和安全的班子以温和派为主,
自由派人士则多安插在社会事务管理部门, 如沙拉拉
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 巴比索任内政部长等。经济
事务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头戏, 克林顿在人选匹配上也
是着力于体现协调中控制的导向。本特森被 认为是
披着民主党外衣的共和党人 , 但他支持克林顿削减
政府开支, 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储蓄和企业投资的主
张; 帕内塔是平衡预算的 鹰派 , 强调削减赤字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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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的生长点; 鲁滨则主张刺激经济增长和长期削
减预算赤字双管齐下。克林顿将这些人汇成一熔, 便
于在政府与国会、
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中控制形势。
(三 )利用乡党关系强化自身的权力
当代以来, 历届美国总统身边总有一批来自他家
乡的人, 这种状况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若立志从
政到竞选总统, 需要拼杀无数回合, 单身一人纵然有浑
身解数, 也难以招架得住。特别是在总统竞选阶段, 竞
选者更需要有人在鞍前马后, 为之摇旗纳喊; 而来自家
乡的同党, 一路几经风雨磨练、伴随撕杀被认为是最贴
心、
最英勇的助阵者。总统登基之后, 自然要对这些有
功之臣进行封官许愿, 并且安插这些久经考验的同乡
对强化自身权力有一石三鸟的功用。
二战后迅速崛起的南部边缘地带财团寄厚望于尼
克松, 帮助他组建了以家乡子弟兵 为主的竞选兵 团。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 在人事布署上深深地打上了南部
边缘地带的烙印。白宫自南部边缘地带的人中, 在 54
名部长 级成员中有 24 人, 在 23名 内阁成员 中有 14
人, 在 64名独立机构负责人中有 26人, 在 37名高于
特别助理级的白宫官员中有 22人, 在最高法院有 4个
空缺职位时, 满额占有。
卡特是从佐治亚洲开始发迹的, 在进军白宫的征
途中, 一些佐治亚同党乡亲为之鼎力相助, 他上台后,
投桃报 李, 在白 宫 及内 阁组 成阵 容强 大 的 佐治 亚
帮 。亚特兰大金一斯玻尔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查
尔斯 柯博是卡特的竞选顾问, 人们认为他是卡特总
统身边由 1人组成的顾问团, 来自同一个事务所的格
里芬 贝尔律师被往命为司法部长, 卡特竞选时的新
闻发言人乔迪 鲍威尔成为总统的新闻助理和白宫发
言人, 在竞选班子担任内政事务助手的斯图尔特自然
地转成总统在白宫的国内事务助理, 在财政方面长期
支持卡特的佐治亚国民银行行长托马斯兰特先生被任
命为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 等等。
(四 )利用任命利益集团的代表人 物强化自身的
权力
利益集团参政是西方政治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美国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 总统竞选是由政党把持
操纵的, 竞选的过程也是一个物质 力量较劲的过 程。
总统竞选需要利益集团在物力、
财力方面的技持, 利益
集团需要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政治决策层, 维护和实现
自身的利益。因此, 美国以竞选为契机, 总统和有关利
益集团达成了互动。大选完毕, 总统要留出相应的职
位给有关利益集团的代表, 以满足 他们的利益需 求。
不少人认为, 美国总统在竞选过程中是被动的、
是被牵
着鼻子走的一种表现。依笔者之见, 美国总统也是利
用任命这个机会保证获得利益集团进一步的支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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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自身的权力, 这是进一步实现互动的过程, 而不仅
仅是与总统单方面的迎合。
艾森豪威尔长期在军界任职, 1952年以北大西洋
公约总司令的身份, 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侯选人, 在财
团大力相助的情况下, 战胜对手史蒂文森, 当选总统。
艾森豪威尔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阅历, 在官场上也没有
自己的势力圈子; 上台以后, 需要通过人事任免, 得到
利益集团进一步的支撑。在他的内阁里, 国务卿杜勒
斯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国防部长威尔逊及副部长
凯斯分别是杜邦通用汽车公司的正副总经理, 财政部
长汉弗莱是汉纳铁矿公司的总经理及克里兰夫财团的
重要人物。正因为如此, 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内阁被
[ 6]
戏称为 八个百万富翁和一个自来水工人的政府
。
水门事件 使尼克松不光彩地下台。这起事件
实质上是东部权势集团对西南部财团的一次反击, 一
直有意问津白宫的卡特看准了这个势头。他在担任佐
治亚州州长时, 就通过柯博律师与可口可乐公司董事
长保罗 奥斯汀接上了联系, 并在他们帮助下, 与大通
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 洛克菲勒控制下的东部权势
集团开始往来。 1973年, 卡特作为 新南方 的代表加
入了美日欧三边委员会, 在亚特兰大的乡党和东部权
势集团的合助下如愿以偿。卡特深知作为一个不怎么
起眼的 南方人 要想在白宫站稳脚跟, 还得要依赖东
部权势集团, 这在卡特政府成员名单中得到较为充分
的体现。东部权势集团的两大组织在三边委员会和对
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中就分别占了 20名和 50名。国
务卿赛勒斯 万斯、
国防部长哈罗德 希朗、
财政部长
迈克尔 希鲁门撤尔、
发展部长哈里斯夫人、
总统国家
事务助理兹比格 希热津斯基等内阁要员都是这个圈
子的人物。
办事机构是与政府组织中的职能机构、
三 直属机构相对应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罗斯福
以前, 美国 政府基本 上没有设 立办事机 构。
1932年, 美国总统身边只有 3名工作人员。 1939年 4
月, 国会在讨论了罗斯福提交的 希朗洛报告 后, 通
过了 政府改组法 。 1939年 9月, 罗斯福发布第 8248
号行政命令, 标志性地建立了白宫办公室等 6个办事
机构。当代美国政府总统利用办事机构来强化自身权
力的特点非常醒目。 整个总统办事机构可以说是美
国总 统 在 领 导 及 管 理 各 行 政 部 门 时 最 直 接 的 工
[ 1] 72
具。
在建立职能机构、
独立机构方面, 总统权力受到很
大的制约, 但总统在建立办事机构方面却享有特别授
权, 被称之为重组权。总统设立办事机构可以帮助处
理日益繁多的行政事务, 可以提供情报信息并在一定
程度上协助进行决策, 还可以沟通政府与外界其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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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联系。在最初意义上, 美国总统
设立办事机构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帮助总统沟通
与内阁的关系。事实上, 现今已经形成规模的办事机
构日益被总统用来作为强化自身权力的工具。美国政
府的内阁与内阁制政府的内阁不同, 它不是最高的决
策机构、
权力也并不大。美国政府的内阁要对总统负
责, 一般来说, 美国总统是可以直接控制内阁的, 但内
阁各部和办事机构毕竟不同, 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 同
时要得到参议院的同意批准。考虑到党派监 督的因
素, 总统任命有时就必须要考虑到 相关的协调因 素。
总统在人事任免中利用党内两派关系, 利益集团来巩
固自身权力, 但这些因素对总统权力也有一定的负面
影响, 这也就是前述的互动过程的 另一层面的含 义。
内阁不是最高决策机构, 也正因为如此, 阁员对内阁决
议不必负连带责任。当出现争议时, 阁员更多的是维
护本部门的利益, 而不是首先考虑与总统意图是否一
致。由于办事机构的设立无须象职能机构、
独立机构
那样 经过严格 的法律程 序, 办 事机构负 责人的任 命
多无须经由国会的批 准, 可以由 总统自由任命。许
多总统办事机构的人员可以不被公开, 为了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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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对此无权质询
。由于办事机 构的主要人员
多是总统的亲信随从, 在政治素质上深合总统的用人
标准, 当代以来, 白官办事机构和人员迅速膨胀, 权力
地位显著增强, 被总统用来作为强化自身权力、
削弱内
阁作用的砝码。美国学者韦斯特在 控制官僚 一书
中分析了美国总统加强行政集权的各种形式后这样指
出: 凡此种种集权控制的办法, 都要动用总统办事机
[ 4 ] 92
构的制度资源方才得以实现。
总统办事机构可分为白宫办公厅和一些委员会、
局两种类型。前者我们可称之为中枢办事机构, 后者
我们把它叫做业务办事机构。
白官办公厅是总统的亲信幕僚机构。白官办公厅
的核心人员是总统顾问和总统助理。罗斯福初建办事
机构时, 任命了 6名总统助理。现在一般每届政府有
20名左右, 分管范围涉及国家安全事务、国内事务、国
际外交、
新闻人事等。总统助理人数逐渐增多、
权力日
益扩大, 最突出地反映了总统吞食内阁, 欲将职能部门
权力收归一手的特点。美国学者韦斯特认为, 这种现
象与总统职权行为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以牺牲各
部独立权为代价而将权力集中于总统办事机构之内,
是同人事管理机构的政治化同时发生的, 以期保证政
[ 4] 123
策制定可以对总统的需求做出回应。
从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 幕僚制度处于确立与发
展时期, 这一阶段内阁各部的作用 通常居主导地 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福斯特 杜勒斯兼任首席外
交顾问, 把外交大权紧紧抓在国务院手中, 但总统幕僚

卓
的地位已初露锋芒, 权力较量在某些地方已取得质的
进展。当时的总统首席顾阿谢尔曼 亚当斯实际权力
已超乎各个部长之上, 被认为是政府中的第二号人物,
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 哈格蒂的位置也相当
显赫。这一时期, 白宫与内阁之间还新设了白宫秘书。
从肯尼迪政府开始, 总统助理开始全面介入政府的管
理事务, 肯尼迪让自己的幕僚分兵把守各个部门, 以便
使自己 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 手头 有十分可靠的
关键性决定。 许多重要领域已开始权势转移, 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 邦迪已从国务卿腊斯克手
里挪走相当部分的外交权。在肯尼迪看来, 内阁会议
是没有必要和浪费时闯的, 大部分的内阁会议仅仅是
因为形式摆设而已。尼克松时期组建了历史上最庞大
的白宫班子, 将大部分政府权力由内阁各部转移到白
宫, 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 包揽了外交
事务, 完全架空了国务卿罗杰斯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尼克松改组内阁, 把内阁 6个部和一部分联邦机构归
成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和经 济事务
口, 由总统助理分兵负责, 这也是权力结构位移的一个
明证。卡特政府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时主要依靠斯图尔
特 艾森施塔特和布热津斯基两位助理。里根政府的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 克拉克是那一时期美国国外
政策制定的主要炮制者。里根将内阁分成国家安全、
经济商业贸易、
自然资源和环境、
人力资源、
粮食与农
业等会议形式, 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高内阁的工作效
率, 实际上, 这些内阁小组基本上是按照总统助理分管
范围进行组建的, 是总统提高幕僚权力地位的又一个
手段。布什政府时期, 为了缓和紧张的幕阁关系, 总统
对幕僚的权力作用有所控制, 也对内阁各部作了一些
安抚性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局部性的政策调整, 不可
能从根本上遏止幕僚权力扩张的趋势。
罗斯福时期, 美国建立了预算局、
国家资源计划会
等 5个业务办事机构, 现已发展到 17个。国家安全委

越: 当代美国政府总统扩张权力的基本途径

员会、
政策发展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等是业务办事机构
序列的核心组织, 也是总统强化权力的着力点。这类组
织通常有两种增长方式, 其一是内涵式增长, 即核心型
机构的职权在增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于 1947年根据国
家安全法建立, 根据 1949年改组方案划归总统办事机
构, 这个委员会建立之初仅仅定位于一个顾问咨询机
构。朝鲜战争爆发后, 杜鲁门很快就转变了态度, 把委
员会成员作为决策的高级合作者看待。艾森豪威尔时
期, 美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 增设了一个与设计委
员会平行的执行和协调委员会, 负责了解各部门对有关
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向总统汇报工作进度。增加了预算
局长与财政部长作为委员会新成员。其二是外延式增
长, 即核心型机构的数量在增长。克林顿政府为了表示
重视经济问题, 在业务办事机构中增设了经济委员会,
负责制订国家经济战略和政策, 协调各经济部门关系,
委员会由华尔街戈德曼
萨克斯公司董事长鲁宾任
主席。经济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政策发展委员会
等共同构建了业务办事机构的核心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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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W ays of th e Pow er Expansion of C ontem porary U . S. Presid ents
ZHUO Yue
( Public Adm in istra tio n Departm en,t X iam en U 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 in a)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ow er of the U. S. Presid ents is cont inuously getting stronger. By use o f the frequent
veto rig h,t th e upper utilizat io n o f the trusted leg islativ e authority, actual contro l o f th e w ar-m ak in g pow er, replacing the
treaty-m ak ing pow er in a d isguised form, etc. , the U. S. presid ents w eaken the pow er of the congress. T he basic w ays
to e ffect the pow er expansion encom pass the em ploym ent o f the hand-over and take-over of the prev io us and next politica l
pow er, the tw o-faction relationsh ip in sid e the party, countrym en re la t io nship and in terest g roup re latio nship to contro l the
appointm ent and rem ova l of the staf,f and renderin g the functional departm en ts of the cab in et unfeasib le by strengthening
th e central executive offices o f the presiden.t
K ey w ord s Am erican adm in istration; presid ential pow er; governm ent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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