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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 导致行政问责普遍 存在重权力轻责 任、重有过轻无为、 重 / 风暴 0 轻

制度的弊端, 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 / 无 为 0 胜 / 有为 0 的状 态。 研究如何 推进
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必将有助于提高行 政执行力, 提高政 府公信力, 巩 固政府的 合法
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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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回应性、责任性已成 为当代公共
行政的重要价值。
0 [ 1] ( P3) 未来政府一定是责

行政问责最主要 的主体应该是广 大的人民, 其次
是政府上级监管 部门, 还有 新闻传媒 等; 行政 问

任政府, 行政问责是 政府发展 的必然, 当今发达

责的客体就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构。

国家无不拥有一套比较 完备的行政问 责制度。什
么叫行政问 责? 目前 还没有一 致的认同, 笔者认

行政问责的缘起在于政府公共行政产生的责任,
政府在行使政权的时候, 往往会带来 / 外部效应0,

为行政问责应该是指对 政府的不合理、不合法或
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 责任的行为。行政问责是

这种 / 外部效应0 就是政府和官员的责任所在, 当
外部效应是正值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政府行为正确

民主社会对政府的基本 需求, 也是政 府自身发展
建设的必然需要, 政府要建设成一个高效的政府、

履行了公民授予他们的权力, 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
公意, 是合理合法的、因而是值得嘉奖的; 当外部

民主的政府, 首先应 该成为一 个责任政 府, 如何

效应为负值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政府行为违背了广

强化和明晰 政府的责 任, 改善 政府的管 理, 完善
政府的监督, 如何推 进行政问 责的法制 化, 提高

大人民的利益, 违背了公意, 因而就是不当的甚至
是违法的, 人民有责任和权利进行审查和追究, 政

问责的效能和功用, 是当今每个政府 面临的一项
重大课题。

府机构或具体的行政人员也有合作的义务。政府行
为的外部效应表现在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方

一、行政问责的理论逻辑
简而言之, 行政 问责就 是审查、追究 政府部

面, 所以, 行政问责也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 追究
行政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门和个人行政后果造成 的责任, 可以 分为异体问

西方学者罗姆泽克 ( R om zek) 也认为有关行政的问

责和同体问责, 同体 问责就是政府部 门自身的监
督或上级部门的督查, 同体问责由于 往往有着共

责内容及实现路径大致有四个方面: 法律的问责、
政治 的问责、上 级管 理的 问责 和行 业道 德问 责。

同的利益所以力度常常 不够, 问责主 要有赖于异
体的问责, 从理论上 异体问责来源于 委托与代理

[ 2] ( P100) 因为每个政府每个官员的每个行政行
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 , 都必将产生这些外部影

的关系, 来自于社会 契约理论, 这种理 论认为政
府和官员行使的权力是 来自于人民的 授予, 他们

响, 所以, 行政问责应该具有世界的普适性。
目前行政问 责最主要的问 题是对责任的 定性

之间是有着契约关系的, 当人民觉得 政府不是在

和定量, 这是行政 问责的前 提, 也是 追究责任 后

为他们做事的时候, 或者当人民对政 府行为不满
意的时候, 人民可 以收回自己的 权力。所 以, 政

对部门和官员陟 罚臧否的依据。对于后果比 较严
重的行政行为, 比 如带来了 巨大的经 济、政治 影

府要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办事, 替人民谋取利益,
政府以及政府官员有责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审查。

响、甚至违反了法 律的行政 行为, 除 了对其进 行
行政制裁之外还 要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裁决,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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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造成经济和政 治影响, 也没 有触犯法律
的行为, 比如政府机 构的懒散、不作为 和官员个

做的时候, 他们不 仅会促进 社会的进 步, 而且 还
会促进他 们 自 己作 为 积 极负 责 的 人健 康 成长 0;

人生活腐化 问题, 也 可以进行 行政问责, 因为它
带来了道德 的外 部负 效 应, 败 坏了 政府 的形 象,

[ 3] ( P29) 另一方面, 行政问责能培养行政者的
政治理性, 行政因其公共性决 定了行政活动 不管

减损了政府合法性基础。
行政问责 是当今民主的要 求, 也是 政府自身
发展的必要。首先, 从理论上 来讲, 政 府不是万

是在决策阶段还是在实施过 程中都必将和必 须受
到包 括社 会舆 论、人 民群 众、专 门机 构的 监督,
否则, 行政权力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魔杖。

能的, 个人更不是万 能的, 因为 政府和 官员都不
是具备 / 完全理性0 的, 事实上完全 理性是不可

行政问责的最大 优势在于保障国 家权力机关、司
法机关以及广大公民对行政 部门及其活动的 有效

能的, 所以就需要人民的监督。西蒙在他的 5管
理行为 6 一书早就对此进行过批判, 并提出人只
具有 / 有限理性 0, 即使是竭尽全力作出的决策最

监督和控制。通过 行政问责 的开展, 公务员会 逐
渐自觉自己 的权力 在法律 之内 而不 在法 律之外,
使用权力的同时 也要履行相应的 责任, 从而 完善

多也只能是相对的 / 满意决策0 ( 是 / 次优决策 0
而不是 / 最优决策 0 ) 。政府也是如此, 同样会受

自己的政治理性。
二、我国行政问责的缺失

制于知识上的不足。政府对一个泱泱 大国制定计
划时, 在协调成千上 万种不同商品和 服务的不同

行政问责在我国才 刚刚起步, 很 多地方都 不
完善, 在我国一些发达的地方 政府试探着实 施行
政问责的制度, 并 取得了一 些的成果, 但总体 来

买主和卖主时, 在依 据现有的不确定 知识来猜测
未来以便行动时, 必 然会因难以克服 的知识问题
以至于步履 维艰、捉 襟见肘而 失于谋略。诺贝尔

说是不太让人民 满意的, 往 往流于形 式, 在实 质
上仍然步履维艰, 虽然各个地方的做法有所不同,

经济学奖获得者 肯尼思 # 阿罗的 / 阿罗不可能定
理 0 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个人偏好的混合不可
能靠表决程序来加总, 从而不可能确 保个人所偏

但面临需要改进的问题都大致相同:
第一, 问责的主体 不明以 至于常常 / 虚有 实
无0、主体缺失。首先, 问责的主体规定为人人所

好的选择也被集体决策所选中, / 集体意志 0 不可
能得到完美 的表现。所以, 行政 问责在 理论上是

有其实就是人人 没有, 因为行 政问责需要一 定的
时间或经 济成本, 曼瑟尔 # 奥尔 逊的 5集体 行动

必需的, 只有这样才 可以让广大公民 参与到政治
经济建设中 来、才可 以集思广 益、才可 以促进政

的逻辑6 告诉我们: 当参与公共行动需要成 本的
时候, 公众都有搭 便车的投 机心理, 大家都期 待

府行政行为 及其 后果 最 大的 公正 和效 益; 其 次,
行政问责从功能上来说, 其实就是对 政府和官员
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一方面是来 自于行政内

有别的人出面问 责政府, 每 个人都这 样企盼, 所
以最后的结果往 往是没有人出面 问责, 除非 某些
人受其效益最大 或者受害 最深; 其次, 对行政 问

部对自身行政过程和行 政结果的监督 控制, 另一
方面是来自于行政部门之外的社会其 他方面的对

责的主体没有进 行合理的划分。比如对于造 成私
人领域负效应的 行政行为, 受 害者会主动进 行问

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的 监督控制。阿 克顿勋爵那
句朴实无华却言简意赅寓意久远的名 言告诉我们
/ 权力会导 致腐 败, 绝 对的 权力 绝对导 致腐 败。0

责, 但当受害的是 公共利益 的时候, 问责的主 体
应该由谁呢? 广大的公民? 刚刚说过, 公民出 于
正当的自利行为 是理性的, 他 未必愿意牺牲 自己

所以我们要对公共行政权力的行使实 施有效的监
督, 只有这样才有可 能防止权 力垄断和 专行, 抑

的利益去维护大 众的公益。所以在这 个时候, 应
该由政府的监督部门来问责某个具体的行政部门,

制腐败的发展, 促 进政府效益的 提高; 第 三, 行
政问责还可以改变权利 政府的传统思 维, 促使政
府和行政官员思维转向, 从权力意识 转为服务意

由此, 国家有必要设立一些专 门的机构或团 体来
做问责主体, 它可以是政府性 的比如质量监 督部
门, 也可以是社会公益性的比 如西方的绿党 组织

识, 从全 能政 府转 为有 限政 府, 工 作更 为有 效,
国家、政府、官员、 社会、公 民能 够更好 地进行

等。国家不仅要 发动 广 大的 公民 成为 问责 主体,
更要自觉地设立主体并规范 各级主体自身的 问责

良性互动。
行政问责还 有助 于培 养现 实的 政治 人理 性。

责任。
第二, 问责的 客体不确 定、不明 晰。在追 究
一个具体 的行 政行 为的 时 候, 往 往找 不到 客体,

政治人从行政行为发生学的角度来看 可以大体分
为两部分: 广大公民 和行政者。行政问 责是发生
在两者之间的行为, 所以, 一 方面, 行 政问责可

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单 位之间、单位与单 位
之间 / 踢皮球 0 互相推委, 让 问责主体疲于 奔命

以发动民主 的因素, 调动广大 人民的积 极性, 培
养公民的参政能力和公 民主体性意识, 扩大公民

难以应付。这个问 题是广泛 存在的, 要解决这 样
的问题, 政府首先要对机构的职权进行明确划分,

对政府的认同, 从而 可以巩固执政党 和政府的合
法性基础, / 公民 , ,会去管理政府, 当他们这样

把具体的权力划 分到单位甚至个 人, 这样才 能从
根源上做到有责 可问、有责 可循, 只 有做到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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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到人, 才能杜绝推委扯皮。
第三, 问 责的内容、方式过 于单一, 内容上

对于民主参与的 冷漠, 缺乏公 民主体精神和 权利
意识, 这不利于一 个国家的 民主建设 和发展, 更

/ 唯过是问0, 形式上 / 唯上是问 0。目前各级政府
问责的大致是些存在严重、明显过错的行政行为:

勿论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行政问责了。
三、完善行政问责的路径

人命关天的 案件、重 大的安全 事故、滥 用职权贪
污受贿的经济犯罪、社会影响极其恶 劣的行政行
为等等, 而对于行政 部门该作为的却 不作为这样

现代政府是一种民 主政府, 其本 质要求政 府
具有完善的责任 构成体系, 公 民有责任也有 权利
参与行政行为的问责, / 在现代民主社会, 承认对

的问责不够, 对于政 府部门和官员虽 无明显犯罪
违法但社会 反响很坏、行风不 正、污染 社会道德

公民负责已成为 普遍认同的理念, 任何政府 都会
以一定的形式承诺对公民负责。
0 [ 5] ( P179) 接
受责任政府原则的中国公共 行政也应该是可 以被

的行为问责阙如; 其次, 问责 形式比较单 调, 由
于没有制度和法律的支 持, 群众失去 了参与问责
的凭据, 所以大多数 时候只存在上级 部门在行使

问责的行政, 这是 民主的基 础, 也是 公共行政 存
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如何以责 任政府为基本 原则

对下级部门垂询式的行 政问责, 而这 种问责出于
本部门 的 声誉 和 利 益 的 考虑, 往 往 是 雷 声大 雨

来建立健全我国 的行政问责制度 呢? 笔者认 为必
须从下几点入手:

点小。
第四, 问责 常 常是 一阵 / 风 暴 0, 缺 乏 普遍

第一, 实施阳光工程, 实行政务公开, 开放政
府行政行为信息, 适当放松对新闻媒体的政治管制,
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政府政策和行为乃是

性、规范性, 制 度化严重缺如。行政问 责机制常
常是有重大事件突发时 才应急起用, 也没有充分
发动群众的积极参与, 甚至在有意无 意的回避群

天下 / 公器0, 不能独有专行, 广大人民只有在了
解政府行为的时候才有可能对此行为进行问责, 否

众的监督。行政问责 往往成了紧急危 难事件对老
百姓的临时 交代, 应 付完了就 没了, 等 有事的时
候再拿来临 时应急, 行政问责 成了一种 道具, 而

则的话, 问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要大力推
进电子政务和办公网络化, 雅克# 德瑞达 ( Jacques
D errida) 曾说过: 新技术不仅仅是技术, 而且对公

且是临时粉墨登场的道 具, 缺乏一种 制度的稳定
性、规范性。

共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将改变公共领域的层级和结
构。 [ 6] ( P79) 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来公开自己

第五, 问 责后续工 作不完善, 处理不 力。在
我国, 由于现行的行 政问责大多是部 门内部的同

的政策和行为, 公开各部门的责任目标, 主动接受
人民的监督和是审查; 建立起群众与政府之间畅达

体问责, 异体问责也仅仅局限于重大事件的问责,
所以在当前行政问责的 处理当中, 存 在着几个缺
陷: 重视认错态度轻 视处罚力 度, 很多 该处理的

的交流通道, 平等对话的谈判平台, 使群众的呼声
和要求得以融入行政活动过程, 融入行政决策、执
行、反馈的每一个阶段。麦克弗逊认为, 运用现代

案件结果以责令做书面 检讨、取消当 年参评优秀
的资格、或则通报批评等处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化信息技术可使全体公民了解公共信息, 并通过互
联网等手段对公共事务进行辩论、投票并更好地参

没有起到警告惩戒的作 用; 尤其是对 于政府行政
不作为、官员生活糜 烂这样的有损道 德风尚的行
为问责处理规定不完备。

与公共政治。 [ 7]
第二, 在客体 方面, 规 范职权划 分, 明确 责
任主体。行政主体 是问责的 客体, 如 果问责主 体

第六, 信息不对 称, 媒体 不独 立也造 成了我
国行政问责的低效率。由于权力的触角无孔不入,

不明确, 问责往往 会流于空 头支票, 找不到具 体
的客体, 问责就成 了无的放 失, 所以 一定要进 一

广大的媒体 成了 政府 的 依附、成了 政府 的喉 舌,
对政府及其官员的很多不合理行为没 有批评的能
力, 只有全体 / 失语 0 的悲哀; 而政 府行政行为

步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部门职能, 合理设置机构,
合理规划部门责任, 建立部门责任契约制、 / 主办
责任制0, 建立岗位责任制, 做到责任到户, 责任

出于行业和部门 的利益或为了 省却 / 不必要的麻
烦 0 也不愿公开化, 所以 广大公民对其委托人的

到人, 只有这样才能有责可问有责可循。
第三, 在 主体 方 面, 要继 续 发展 政 治 民主,

行为了无所知, 从而 失去对委托人行 政行为的监
督依据; 监督成了空 中楼阁, 行 政问责 这个权利

破除旧的臣民政治文化, 努力建设新的公民文化,
培养公民主体意 识, 调动广大 公民参与行政 问责
的积极性。一方 面要 制 定民 主参 政的 合理 制度,

成了空口支票, 无法兑现。
第七, 臣民政治文化造成了大众的顺从性格,
不利于行政问责的开展。阿尔蒙德曾 经这样定义

并在民主实践中培养公民的参政能力; 另一方面,
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民主教育, 马塞# 哈尔 ( M at

社会政治文化: /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
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0 [ 4] ( P27)

thew H a le) 曾经把公 民教育的缺乏看作是民 主三
大障碍之首, 他认为, 公 民缺乏教育、政治冷 漠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所形成的臣民政治 文化根深蒂
固, 习惯于逆来顺受 的臣民性格造成 了广大人民

以及公民和代表间的断裂是 阻碍公民参与的 三大
障碍, [ 8] ( P 97) 所以我们要加大教育的投资,

# 101#

张芳山: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提高国民的素质, 让 他们具备参政的 基本知识和
技能, 有能力去更好 地维护自 己权益, 更好地进

责制, 通过法律规 定对政府 部门执行 不力、违 规
决策、疏于 管理等情形, 采取多种方 式, 对部 门

行对行政的问责。
第四, 摒 弃官僚作 风, 强化 同体问责, 拓展

行政首长进行问 责; 加大追 究惩戒力 度, 对违 抗
政令、行政不作为和绩效审计 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

行政监督领 域, 全方 位加强监 督问责。政府要建
立由监察机 关牵头, 财政、审计、人事、司法等

严肃处理, 并将有关处理结果在媒体上广而告之,
以儆效尤。

部门参加的行政监督联 席会议制度, 完善行政监
督和责任追究的链条, 全面加强政府 内部的同体

/ 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
统治的人, 而崇尚人治的人则 在其中掺入了 几分

问责。激发和调动人 大代表、政 协委员 对政府执
行力建设情况进行审查 评议的积极性, 大力推广

兽性, 因为欲望就 带有兽性, 而生命 激情自会 扭
曲统治者甚至包 括最优秀之人的 心灵。法律 即是

/ 阳光工程0, 不搞暗箱操作; 加强部门层级的互
相监督。行政权力 用到哪里, 监督就到哪 里; 财

摒弃了欲望的理智 , ,所以法 治比任何公民 的统
治更为可取。
0 [ 10] ( P110) 我们要努力推进科学

政性资金支 出到哪里, 审计就 到哪里; 公共服务
提供到哪里, 绩效评 估就到哪 里。按照 这一理念

合理、赏罚 分明、问责有 力、操作性 强的行政 问
责法制建设, 以责任为链 条, 以法律 为准绳, 以

将行政监察扩展到 政府效能领域, 成立 / 效能监
察室0, 加强对效能投诉的处理; 认真开展绩效审

民意为基础, 以政绩为目标, 健全完善行政问责,
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

计, 及时发现、整改财 政资金和 公共资 源管理与
使用中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效益低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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