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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研究
———以现行法律规范文本为对象的分析

王学辉,林金咏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监察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是内部行政过程中的常态。以《行政处罚法》等三十部法律规范文

本为分析样本,梳理出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在行政执法内部行政程序各环节中的实际状态。在实证分析的基

础上,从机关负责人的范围、批准权效力及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与行政执法“个案批示”的关系入手,厘清“机关负

责人批准”的法律概念,揭示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法律功能,为实现机关负责人批准制度规范化奠定基础。可以

说,规范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在当下既有必要,又很迫切,也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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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学者对于传统行政法学科的体系和研究内容提出了诸多质疑。比如美国行

政法教授马肖(JerryL.Mashaw)在《创设行政宪制(被遗忘的美国行政法百年史1787-1887)》一书中就明

确提到:将行政法理解为“司法审查之法”、“外部”行政法是对美国行政法的误读[1]2。行政法不仅是司法审

查行政权的法,也是国家建构、处理行政官员之间关系以及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法。行政法应更

加关注行政体制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由此,近年来笔者开始重视研究“内部行政法”问题,特别是行政批

示。就中国来说,批示传统自古有之,它在中国权力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深刻影响着我国政治管理秩

序,各级官员的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其实,行政批示实际上就是

一种基于职务而来的权力行为,但这种职务权力行为并没有被现行法律所规范,它只是一种行政惯例。实证

分析发现,“批示”一词主要用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以及各地颁布的相应实施细则中,而在其他领

域,除了少量行政规范性文件以“批示”称谓直接出现外,大都以“批准”、“审批”、“审核”、“同意”等称谓出现,
其中以“批准”一词出现频率最高(见表1)。换言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为是客观存在且具有法律规

范依据。因此,笔者择取“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为研究的重点,对现行生效的法律规范文本进行分析①,通
过梳理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在行政执法内部行政程序各环节中的实际存在,厘清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的内

涵与外延,并揭示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法律功能,为实现机关负责人批准制度规范化奠定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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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法律规范文本有关“机关负责人批准”表述方式统计表②

表述方式 数量(份)

机关负责人批示 10

机关负责人批准 821

机关负责人审批 132

机关负责人同意 100

机关负责人审核 41

  一 分析样本基本情况及来源

严格意义上,“批准”与“审批”、“审核”、“同意”等在词义上有所区别。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审
批”一词是指对下级呈报上级的书面计划报告等公文的审查批示;“审核”意指对书面材料或数字材料的审查

核定;而“批准”一词指上级对下级的意见、建议或请求表示同意[2]984。可以发现,“审批”与“审核”强调对公

文材料的审查动作;“批准”则是强调经审查后得出的肯定性结论,与“同意”一词可等义替换。但是,在法条

行文表述中,“批准”与“审核”、“批准”与“审批”经常存在混用情况。譬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第十八条③与《青岛市人防行政执法实施细则》第六条④同样是关于呈批《立案审批表》的规定,前者规

定《立案审批表》应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者则规定《立案审批表》应报机关负责人审

核。此外,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复议程序规则》第二十八条⑤,《行政复议决定书》应报机关负责

人批准。而《环境行政复议办法》第三十二条⑥则规定“决定书报请环境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批”。有鉴于

此,本文亦将“机关负责人审批”、“机关负责人审核”及“机关负责人同意”纳入样本检索范围并予以搜集分

析。
法条中关于“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规定多见诸于部门规章及各地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见表2)。鉴于后

者样本数量过大,且其内容主要是对相应部门规章的具体化规定,从实证分析的可操作性及样本的代表性角

度出发,笔者主要选取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少量行政规范性文件共30部进行研究⑦。与此同

时,选择与行政相对人权益关系十分密切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四个领域,并侧重于

对前二者进行实证分析。
表2.法律规范文本规定“机关负责人批示”的数量统计表

法律 行政法规 部委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 政党组织文件 行业规范

机关负责人批示 0 0 4 5 1 0

机关负责人批准 3 1 75 738 3 1

机关负责人审批 0 0 15 116 1 0

机关负责人同意 0 1 7 91 1 0

机关负责人审核 0 0 3 38 0 0

  此外,为了行文简洁流畅,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简称为《公安机关

办案程规》,《XXX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统一简称为《XXX罚程规》。如,《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将被简称

为《通信罚程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将被简称为《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

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将被简称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以此类推。
二 现行法律法规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规定

关于行政执法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规定,在《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七、三十八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行政强制法》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五、三十二、五十五条,
以及《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三十一条等法律条文中得到部分体现。结合对其他法规文本的检索分析,可以

发现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是行政过程中的常态。换言之,行政执法领域中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为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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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立案审批、管辖、调查取证、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决定、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理、执行、
案件终结等多个环节(见表3)。

表3.现行法律规范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规定

规定事项 法律规范文本

立案

立案审批
《通信罚程规》第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
规》第二十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十八条;《商务罚程规》第二十一条;《农业罚程规》第二十六条、第四十
条;《青岛市人防行政执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等

管辖

级别管辖 《价格罚程规》第十四条

错误管辖 《中国人民银行罚程规》第二十三条

移送管辖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四十五条

调查取证

回避
《商务罚程规》第二十二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十九条;《通信罚程规》第十二条;《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
范(试行)》第二十六条等

调查时限延长 《出入境检验检疫罚程规》第二十二条

勘验、检查 《商务罚程规》第十四条;《邮政罚程规》第三十二条

传唤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五十三条

重新鉴定 《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八十二条

辨认 《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一百六十五条

证据调取 《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南川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则(试行)》第二十二条

随机取样 《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九十三条

先行登记保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三十二条;《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罚程规》第十
五条;《林业罚程规》第二十六条;《交通罚程规》第十六条;《邮政罚程规》第三十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
九十四条等

调查终止 《商务罚程规》第二十九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二百三十三条

行政强制措施

启动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四
十二条;《邮政罚程规》第三十二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四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
条;《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第八十三条等

期限延长
《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邮政罚程规》第三十五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三十条;《商务罚
程规》第十八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九十六条;《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第
七条;《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第八十九条等

终结强制措施 《质量技术监督罚程规》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四十四条

行政决定

决定作出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价格罚程规》第二十五条;《商务罚程规》第三十四
条;《测绘罚程规》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司法行政机关罚程规》第十四条;《中国人民银行罚程
规》第二十四条等

期限延长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五十七条;《质量技术
监督罚程规》第三十二条;《通信罚程规》第二十九条;《林业罚程规》第三十四条;《邮政罚程规》第四十一
条;《重庆市行政执法基本规范(试行)》第一百一十九条等

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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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处理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三十九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二十九条;《商务罚程规》第十八条

销毁物品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七十四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规》第七十九条

财物处理 《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四十一条;《质量技术监督罚程规》第五十一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一百七十条

行政强制执行

暂缓或者分期
缴纳罚款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七十二条;《质量技术监督罚程规》第四十九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四十九
条;《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五条等

申请执行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一百八十二条

中止执行 《质量技术监督罚程规》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停止执行 《深圳市统计行政复议指引》第十二条;《商务罚程规》第十七条

案件结案环节

结案
《农业罚程规》第六十三条;《商务罚程规》第五十二条;《质量技术监督罚程规》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四条;
《邮政罚程规》第六十二条

  在立案审批环节,机关负责人审批权主要运用于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中。行政处罚一般程序要求行政机

关深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行政决定。如《通信罚程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除依法

可以当场决定行政处罚外,执法人员应报机关负责人批准。此外,《农业罚程规》第二十六条、《北京市实施行

政处罚程序若干规定》第八条、《九江市行政处罚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石家庄市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
八条等规范性文本亦作出了类似规定。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强化机关负责人的审批权的行使,《农业罚程规》
第四十条规定,在边远、水上和交通不便的地区,执法人员按一般程序实施处罚时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报请处

罚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并存档备案。
管辖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权限分工。在级别管辖中,《价格罚程规》第十四条⑧对移交案件管

辖权设置了机构负责人批准的前置程序。在部门管辖中,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四十五条与《中
国人民银行罚程规》第二十三条,不属于本机关管辖、应当移交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案件,需报机关负责人审

核批准后再行处理。另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对于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四十五条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规定: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需要先行经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一般程序的必经环节。在行政机关调查取证活动中的回避、勘验检查、传唤、鉴定、
辨认、证据调取、调查时限的延长、取证方法的确定及调查终止的决定等环节,均可能存在机关负责人的审批

程序。谨举回避、检查及先行登记保存为例。其一,法律上的回避制度源于人类对应受公平对待期待的自然

本性[3]131。虽然,《行政处罚法》对回避制度未明确设定批准前置程序,但在行政权的实际运行中,执法人员

的回避通常需要经机关负责人批准,这可在《商务罚程规》第二十二条、《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十九条、《通信罚

程规》第十二条等部门规章中得到佐证。其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在明确调查取证应遵从全面、客观、
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必要时可进行检查。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启动检查之前,一般皆需经由办案人

员报请机关负责人事先批准。《邮政罚程规》第三十二条、《商务罚程规》第十四条均将该行政惯例制度化、法
律化。其三,《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先行登记保存应先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相应

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规》第三十三条、《林业罚程规》第二十六条、《交通罚程规》第十六条等部

门规章作出了细化规定。
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在启动强制措施、延长强制措施期限甚至终结行政强制措施环节中扮演着中枢角

色。可以说,没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为,整个行政程序将陷于停滞。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

条,行政强制措施的启动均须机关负责人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事后补办报批手续。对于后者,根据《行政强

制法》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二条,查封、扣押、冻结期限的延长须经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采取或者解除行

政强制措施,应当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终止行政强制措施,《质量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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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程规》第二十三条及《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四十四条均规定了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前置环节。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与《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均规定,行政决定的作出,须由有关机关负责人批

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

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在实务工作中,由于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巨大,机关负责人难以做到事事躬亲。执

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后,需结合法律事实拟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行政处罚建议后报机关负责人批准。
易言之,机关负责人通常是以批准行为行使由法律赋予的决定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罚程规》第五十二条、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规》第七十条、《出入境检验检疫罚程规》第三十一条等均对此作出确认。此

外,对于行政机关延长作出行政决定期限,《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通信罚程

规》第二十九条、《林业罚程规》第三十四条等法律法规均规定应事先经由机关负责人批准。
通过对样本进一步的搜集分析,笔者发现在涉案财物的管理和处理、行政强制执行以及结案环节,均有

赖于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行使。此外,某些特殊情形的处理亦依赖于机关负责人批准。如《婚姻登记档案管

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公检法机关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需要经机关负责人核准。结合前

文对立案、管辖、调查取证、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决定等环节的检视,可以看出,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

为几乎贯穿于行政权内部运行的始终,深刻影响着我国行政权内部秩序的运转。与一些国家不同,中国法律

几乎总是把行政权力授予行政机关,而不是行政首长或者公务员。行政机关的主体性质容易遮蔽内部程序

的运作[4]385。在自上而下的职务权威体系及自下而上的层层负责的责任体系之下,行政权力的内部运行深

刻影响甚至直接决定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及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三大目标”的指引下,行政法学界应予以积极回应,将研究目光投射至“内部行

政法”领域。内部行政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必然有助于改良行政法秩序,其积极效果终将对保障相对人合

法权益起到正反馈效应。
三 “机关负责人批准”概念的法规范解释

通过实证分析,行政执法中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外延已逐步廓清。结合《现代汉语词典》对“批准”一词的

解释,可对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初步定义:机关负责人对下属的意见、建议或请求表示同意。然而,作为行政

内部程序运行中的常态现象,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内涵仍待厘清。这就要求对如下三个问题作出解答:其一,
“机关负责人”的主体范围;其二,机关负责人批准的效力;其三,机关负责人批准与行政批示存在何种关联。

(一)“机关负责人”的内涵与外延

传统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常用“行政首长”、“领导人”、“一把手”等概念描述在公务员系统中担任领导

工作,具有组织、指挥、命令、监督等权力的人。在组织法层面,《宪法》第八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五

条共同架构了我国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责任体制。《国务院组织法》第二条第二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二条对这一体制进行了确认。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首长”一词意为政府

各部门中的高级领导人或部队中较高级的领导人。因此,在组织法语境下,行政首长指国务院总理、各部部

长、各委员会主任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一把手”。
在行政法学领域,“行政首长”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取而代之的则是“行政机关负责人”一词。那么,

行政法视野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边界在哪里? 是采狭义解释,将其限于行政机关一把手? 或是采广义解释,
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 前文已经提及,《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
《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条文均规定了须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事项。结合笔者在实务部门的调研成果,除了

行政机关一把手之外,行政机关分管负责人及诸多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在案件的立案、期限延长、回避、决定

等环节均享有审批权。这就说明了机关负责人与行政首长的范畴实际上是不尽相同的。换言之,行政机关

负责人包括但不限于行政首长。对行政机关负责人采狭义解释显然不太合理。
对于机关负责人的主体范畴,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法律概念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正职

和副职领导人[5]。此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
号)中得到印证。该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主体范围包括行政机关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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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副职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上海市、南京市、葫芦岛市等出台的《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

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亦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主体范畴界定为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人。
然而,作为执行权的行政不同于作为裁判权的司法,其运作与控制机理有着很大的差异[6]。因此,直接依据

司法解释将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主体范畴框定为行政机关正职和副职领导人,亦不完全准确。
笔者认为,在行政法学对审批权的研究中,机关负责人应采扩大解释。换言之,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

关的正副职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机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值得注意的是,实务中分管负责人通常由本机关

副职负责人兼任,但不排除存在例外情况。此处将其单列,是出于表达周延的需要。我们知道,在行政法学

中,职能部门是行政机关的工作部门,其并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海南省农业厅农业行政复议程序

规定》规定,“复议机构负责人对是否立案进行审定,然后呈交复议机关负责人批示。”这一规定亦清晰地展现

了职能部门负责人与机关负责人的区别。笔者将机关负责人扩大解释为包含职能部门负责人,既是回应行

政实务的需要,又具有规范支撑。对于前者,上文中已做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对于后者,笔者拟从《行政处

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出发,寻找有关规范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基于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罚程规》第三十三条规定,采取先行登记保存

措施,应当由中国保监会负责人或者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此处的派出机构负责人即为行政机关副职负责

人。根据《食品药品罚程规》第二十五条,先行登记保存须经分管负责人批准。而依据《公安机关办案程规》
第九十四条及《交通罚程规》第十六条,先行登记保存则须由有关部门负责人批准。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八十二条、《公安机关办案程规》第五十三条亦规定有关事宜须由行政机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批准。由此,机
关负责人应采广义解释,包含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人、分管领导人与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

(二)“主管机关批准”实质上演化为机关负责人批准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需经行政机关批准。《价格罚程

规》第四十三条、《商务罚程规》第五十条第三款、《出入境检验检疫罚程规》第五十九条等部门规章对当事人

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亦规定经主管机关批准。值得注意的是,《食品药品罚程规》第四十九条、《质量技

术监督罚程规》第四十九条与《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五条则规定,当事人申请延期或者分期缴

纳罚款的,经相应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由此带来如下问题:作为《行政处罚法》的下

位法,上述四部部门规章将“行政机关批准”具体化为“机关负责人批准”是否合理? 换言之,机关负责人的意

志是否可以上升为行政机关的意志?
对该问题的解答,实质上亦是对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效力的回应。现代官僚组织体制以马克斯·韦伯

(MaxWeber)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科层制(bureaucracy)为代表。我国现行官僚组

织体制虽并不完全符合科层制的制度特征,但亦具备科层制所具有的权力分层、分工明确的特征。一方面,
权力分层引致上级机关或长官就其主管事务对下级机关或公务员负有领导职权,由此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

结构体系。在东方特有的“官文化”的推波助澜下,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个人意志,特别是行政机关一把手的意

志,几乎无例外地得以上升为机关意志。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为正是机关负责人基于其个人意志作出

的。另一方面,分工明确实质上带来了责任的承担问题,进而保障了批准行为的效力。溯本追源,我国现行

行政内部责任体制植根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根据权责相一致的原则,行政首长独握所

辖行政机关内部的最高决策权,对各类事项具有最终决定权与一票否决权[7]。行政首长对本机关行使职权

所引起的后果负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行政首长为了实现个人负责的目的,运用其地位与职权,建立起了种

种责任制,推动了行政机关内部工作责任制的健全。基于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对内部行政程序的立案、行政

强制、行政决定等环节享有最终审批权。在责任制的约束下,机关负责人的审批权要求下级职员服从与执

行。由此,上述四部部门规章将“行政机关批准”具体化为“机关负责人批准”并无不妥。申言之,法规文本所

规定的“主管机关批准”,在行政内部程序中实质上演化为机关负责人批准。
(三)机关负责人批准是“个案批示”的下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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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笔者对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的关注始于对“内部行政法”的关注及对行政批示的研究。
在对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的实证研究中,部分法条中存在着批示与批准混用的情况。我们知道,在行政复议

立案环节,通常需要审查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层层报批,最终由机关负责人批准立案。根据《广州市行

政复议案件办理程序补充规定》第六条⑨,《立案审批表》依照权限报主管领导批准立案。而《海南省农业厅

农业行政复议程序规定》⑩则规定,《立案审批表》应呈交复议机关负责人批示。更有甚者,个别法规文件在

同一条款中出现批准与批示等义替换的情况。譬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许可工作制度》规定,许可机

关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作出许可决定的,经许可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决定期限。许可机关负责人批示后,
许可机关应当向申请人发出延期通知书并说明理由。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列举有关法条,并不是为了对有关

法规文本进行立法技术层面上的批判,而是为了探究批准与个案批示之间关系。法条中存在的词组混用现

象,侧面体现了批准与批示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也排除了二者呈并列关系的可能。但二者之间

究竟呈包含关系还是交叉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对二者关系的讨论,首先需要从批示的概念谈起。何为批示? 《现代汉语词典》对批示有两种解释,作动

词解有(上级对下级的公文)用书面表示意见之意,作名词解则专指批示的文字。作为一种文书形式,“批示”
活跃于党政机关的管理活动中,且常常和其他正式公文形式混同,具有很强针对性、时效性和约束力,承办者

必须认真落实。从行政法视角关注的批示称为行政批示。现实中行政批示的身影随处可见,而其内容更是

无所不包。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批示业已成为当下中国党政干部意志表达的最为主要的方式,
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的常态机制,由此深刻影响了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责任追究的全过程。”[8]行政批示

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职务而来的权力行为,但这种职务权力行为并没有被现行法律所规范,它是一种行政惯

例。有学者将其定位为“非制度化的行政控制方式”[9]。
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活跃于行政执法领域。而在该领域中,行政批示往往表现为个案批示,即行政执法

系统的机关负责人在行使职务权力的过程中,以书面形式对具体执法个案发表个人意见、观点或看法。作为

行政批示的重要一支,个案批示深刻影响我国行政执法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若进一步分解的话,这种

批示行为有如下法律特征。
其一,主体要素。个案批示是由行政执法机关系统内具有领导职务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或办案部

门机关负责人作出的。即是说,只有具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握有一定行政权力的负责人才能作批示。上文已

经指出,机关负责人包含行政机关正副职领导人、分管领导人与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符合主体要素的要求。
其二,职权要素。个案批示是机关负责人履职过程中个人意志表达的一种载体,是其个人职务权力行使

的体现。而机关负责人在履职过程中行使由法律赋予的或基于行政惯例形成的审批权,同样是其个人意志

的表达和权力行使的体现。
其三,形式要素。个案批示必须是机关负责人以书面形式作出的。对于机关负责人批准,虽然现行法规

文件没有直接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的形式,但其规定的须经机关负责人批准的事项皆依赖于有关行政

文书的运行,均需由机关负责人书面作出批准。由此可推知,法规文件中规定的机关负责人批准应采用书面

形式。
其四,对象要素。个案批示是行政机关负责人针对具体执法个案作出的处理意见。通过对法规文件的

实证分析,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贯穿于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立案审批、调查取证、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决定等

环节。
上述环节均指向于具体执法个案。因此可以说,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同样具备主体要素、职权要素、形

式要素及对象要素。换言之,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类属个案批示。
结合笔者前期研究成果,行政法应重点关注个案批示中的“事中批示”。事中批示的实体性内容大致有

审批类、决策类、技术类和指导类等四种类型。审批性批示是指执法个案中,机关负责人针对下级人员的请

示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等意见。可以看出,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内容上类属审批性批示。在事中批示的可执行

性上,有参考性批示、运用性批示和执行性批示三种类型。执行性批示指机关负责人作出的事中批示包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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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可执行内容。基于职务权威,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要求下属遵照执行的效力。因此,
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可执行性上类属执行性批示。此外,以个案批示的效果为分类依据,可以分为涉权性批示

和非涉权性批示。由于机关负责人批准几乎贯穿于行政执法全过程,其效果无法一概而论,需要视情况而

定。如机关负责人在行政决定环节对拟处理意见作出批准,该批准行为涉及外部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产

生、变更、消灭或确认,应属涉权性批示。如机关负责人在调查取证中的辨认环节作出的批准行为,则属非涉

权性批示。
四 “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的法律功能

机关负责人批准业已成为行政权力内部运行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制度和规则不仅包括法律规范,而且

还包括了在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10]55。机关负责人

批准源于行政惯例,并逐步得到部分法律法规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确认。可以说,作为正式制度与非正

式制度交织的产物,其在行政权运行的内部场域对内部行政过程起控制作用,而在外部场域则成为司法机关

审查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通道。
(一)机关负责人批准对内部行政过程起控制作用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控制表现为,在行政执法权的运行过程中,对其活动进行组织、管理、指挥、协调、控制

的过程。作为行政控制的机关负责人审批权控制作用源于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公务员具有的服从义务则是

审批权控制作用效力源之一。根据《公务员法》有关规定,公务人员应履行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

和命令的义务。在上级不改变或作出立即执行的指示的情况下,即使公务员认为该决定或者命令有误,也应

当予以执行。这就意味着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具备执行力,即批准行为一经作出,机关负责人的个人意志即

须具有由办案人员予以落实的效力。此外,我国现行责任体制是审批权效力的另一源泉。前文已经指出,
《宪法》及有关政府组织法确立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责任体制,并由此发展出层层负责的行政内部责任体制。
若公务人员违背服从义务,则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政治责任。追责制度对于公务人员来说,是一把“达
摩克利斯之剑”,从反向上保障了审批权的行使效力。审批权由此成为机关负责人履行管控职责的有效手

段。
机关负责人审批权的控制作用体现于行政执法程序步骤的启闭、顺序的择定、方式的选择、时限的延长

以及结论的走向等内部环节。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在行政处罚中,机关负责人批准对程序性事项的控制包括

立案、管辖、回避、期限延长、调查取证方法的运用、先行登记保存、调查终止、案件终结等环节;对于实体性事

项的控制主要包括行政决定的作出、涉案财物的销毁或先行处理等。在行政强制措施中,机关负责人批准的

控制作用体现在启动行政强制措施、延长强制期限及终结行政强制措施上。在行政强制执行中,机关负责人

批准对申请执行、中止执行、停止执行等程序性事项起控制作用,对暂缓或分期缴纳罚款等实体性事项起控

制作用。由此可见,鉴于机关负责人审批权贯穿于行政执法活动的全过程,其对整个行政执法活动的控制面

涵盖实体性事项与程序性事项,触及机关负责人与普通公务人员以及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及实务调研结果,行政强制措施的启动一般情况下须由办案人员制作《行政

强制案件立案审批表》,填写案件简要情况及承办人意见,由承办人所在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并报机关负责

人批准。我们知道,行政强制措施的启动将直接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权、财产权等权利。因此,增加机关

负责人前置审批程序,缩小了能够实际启动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人员范围[11]120,有利于敦促行政机关审慎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防止行政强制措施的滥用。此制度设计的初衷显然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可以

说,在启动行政强制措施节点上,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审批权既控制了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启动这一程序性环

节,亦是对行政机关最终对外采取强制措施种类的实体性控制。若机关负责人不予批准,即便机构负责人审

核意见与之相左,承办人亦只能服从机关负责人的决定。可以设想,个案中若存在“权钱交易”之类的腐败现

象,机关负责人极有可能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这显然影响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秩序。
(二)机关负责人批准成为司法机关审查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通道

从法理上讲,未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实践中,因为履行行政机关负责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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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手续而被撤销的情形并不少见。何海波指出,虽然法院还很少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唯一的理由,但行政

决定应当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而没有经过其批准,有可能构成法院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换言之,
即使外部程序合法,内部手续不合法的情形仍可能被法院确认为违法[4]472。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程序给法

院提供了审查内部行政程序的管道[4]389。“福建省官头海运总公司不服福建省莆田县国税局扣押轮船行政

强制措施案”中,莆田县国税局下属分局扣押行为因为未经税务机关行政负责人批准而被撤销。“合肥旅

行社诉淮南市交通局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中,双方争点在于被告采取的现行证据保全措施是否符合法定程

序。法院审理后,援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及《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认定淮南市交

通局对原告车辆进行证据保全时未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属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判处被告的证据保全行

为违法。“刘后春诉浏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处罚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浏阳市国土资源局在2010年1
月28日对刘后春非法占用土地一案立案、调查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而领导审批立案却是2010年1月

29日,违反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李某诉邢台市公安局桥西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行

政相对人依法进行处罚时,应根据其权限履行审批手续,但原告在法定举证期间内所提供的证据中,无行政

处罚审批手续,不能证实其程序合法性,故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在某些案例中,机关负责人的批准行为成为判定行政程序违法的间接依据。在“江西南方隧道工程有限

公司诉高县税务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高县水务局的法定代表人王某系第三人高县惠泽水利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第三人与该行政处罚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故王某应当回避。但是,被告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批材料中却又出现王某的审批意见,由此可推定王某参与行政处罚全过程,违反了回

避原则,系程序违法。不同于上述案例,在该案中,机关负责人作出批准行为本身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八条的规定,但其行为却成为了行政机关违反回避原则的证明材料。由此引致如下问题:根据回避原则,机
关负责人在应当回避的情况下,审批权的行使主体应如何确定? 现行法律法规似乎对此并未作出解答,有待

于学界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五 结语:应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

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是法治与人治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成的产物。其法治因素体现

在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规范形式对机关负责人审批权予以制度化确认,并由此描绘出机关

负责人批准行为的外延轮廓。但对于机关负责人批准行为本身,更多为人治因素所主导,是机关负责人个人

意志的体现,容易陷入随人而定的无序局面。出于建构行政法秩序及响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号召,结合中国行政法制的现状,应逐步实现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权运行的规范化。可以说,规范机

关负责人批准行为在当下既有必要,又很迫切,也是难题。
一般说来,法律规制路径的建构无外乎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种途径。现阶段要出台一部法律对机关负责

人批准行为进行规范似乎不太现实,行政自制和司法规制这两个途径更具现实意义。一方面,机关负责人的

批准行为作为内部行为、过程性行为,通过行政内部自制以规范行政内部秩序更为合理。故应明确行政机关

负责人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责任,严肃追责,倒逼机关负责人守法自律,发挥好机关负责人在法治建设中

的“少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在司法审判中,应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着眼点和立足点。鉴于负

担性行政行为的潜在侵益性,应突出正当程序原则。对于未经机关负责人法定审批程序的行为,一般应视为

违反法定程序,并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通过撤销判决予以撤销。对于授益性行政行为,在不损害第三

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采用确认违法判决,并给有关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对于可能存在违法违

纪行为的,则应将有关情况反馈至监察委员会另行处理。当然,以上规范路径的建构可能还不太成熟。从行

政法角度看,对于规制手段的具体内容及规制手段之间存在的衔接环节,是值得我们更加深入思考和研究

的。

注释:
①此处的“法律规范文本”具体指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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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表1数据均采样于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WoltersKluwer)。检索公式:“机关负责人批示/批准/审核/审批/同意”+全文

+精确搜索+主题分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时效性:“现行有效”。

③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同时附上相关材料(投诉材料、申诉材

料、举报材料、上级机关交办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材料、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监督检查报告、已核查获取的证据等),由县级

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两名以上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④根据《青岛市人防行政执法实施细则》第六条,执法人员接到领导交办、上级转办、检查发现或群众举报的案件,应当按照行

政处罚规范透明运行相关要求进行案源登记,认为符合下列条件的,在7日内填写《行政案件立案审批表》,经法制机构和分

管领导审查后,报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核立案。

⑤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行政复议程序规则》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人员对案件进行全面了解、审查后,一般应当在行

政复议期限届满15日前拟定行政复议案件审结报告、行政复议决定书或者其他案件处理决定书,经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审

核后,报工商总局负责人批准。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工商总局负责人批准并加盖工商总局印章后送达有关当事人。行政复

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⑥根据《环境行政复议办法》第三十二条,环境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拟定行政复议决

定书,报请环境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审批。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加盖印章,送达当事人。

⑦选取的具体样本如下:《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通信行政处罚程序

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邮政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文物

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商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测绘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深圳市统计行政复议指引》、《重庆市行政

执法基本规范(试行)》、《重庆市南川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则(试行)》、《青岛市人防行政执法实施细则》等共三十部法律

规范文本。

⑧《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

辖的案件移交下级价格主管部门查处。移交案件管辖权应当报请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者经授权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

责人批准。

⑨《广州市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程序补充规定》第六条规定:“承办人应依照复议条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复议申请进

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应该受理的,需填写立案审批表,依照权限报复议机构主管领导或复议机关

主管领导审批,在领导批准立案后应将立案情况向复议机构主管领导报告。”

⑩《海南省农业厅农业行政复议程序规定》规定:“根据《行政复议法》,农业行政复议按以下程序进行:……三、审批。复议机构

负责人对是否立案进行审定,然后呈交复议机关负责人批示。……”

一方面,个案批示是行政执法内部秩序稳健运行的节拍器。在水务局对外作出行政决定之前,需由分管领导复审或签发。

若事项涉及重大许可,则须集体会议复审并由局长签发。如果机关负责人作出“证据尚不充分,须重新勘查”的批示,将会

导致办案程序倒流至“办案人员现场勘查”环节,办案人员需要补充进行现场勘查。如果机关负责人予以签发,办案人员作

出的初步处理决定方可上升为水务局的行政决定并送达给行政相对人。这充分说明,在我国自上而下的职务权威体系以

及自下而上的层层负责的责任体制之下,批示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行政程序、行政决定走向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个
案批示同样会影响行政执法外部秩序。虽然个案批示隐身于行政执法内部秩序之中,但由于领导意志与机关意志的混同

常使部分个案批示上升为行政机关对外作出的行政决定。可以说,个案批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外化”对行政

相对人权益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样以水务局审批取水许可申请为例。如若机关负责人明确作出否定性批示,即便办案人

员已经作出具有肯定性倾向的初步处理意见,水务局最终对外作出的处理决定也只会是否定性的。可以设想,个案中若存

在“权钱交易”之类的腐败现象,机关负责人极有可能作出否定性批示,使本应被授予许可资格的行政相对人没有得到公正

对待。这不仅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行政法秩序。

涉权性批示指个案批示的效果涉及外部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消灭或确认。若批示的作出仅影响行政机关内

部管理事务或行政程序性事项,则为非涉权性批示。

参见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莆市法行初字第4号。

参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田行初字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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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0)浏行初字第10号。

参见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2)西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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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BehaviorofPersoninChargeinAdministrativeAgency:
Basedonthelegalnorms

WANGXue-hui,LINJin-yong
(SchoolofSupervisionLaw,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Chongqing401120,China)

Abstract:Theapprovalofthepersoninchargeoftheadministrativeorganinadministrative
lawenforcementisthenormalstateintheinternaladministrativeprocess.The30legalnorms
suchastheAdministrativePunishmentLawareusedasanalyticalsamples,andtheactualstatus
oftheapprovalactionsoftheresponsiblepersonsintheintern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sofad-
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issortedout.Onthebasisofempiricalanalysis,thispaperstarts
fromthescopeofthepersoninchargeoftheagency,thevalidityoftheapprovalauthority,as
wella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approvalofthepersoninchargeoftheagencyandthe“case
approval”ofthe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aimingtoclarifythelegalconceptof“approval
ofthepersoninchargeoftheagency”andrevealtheapprovalofthepersoninchargeoftheagen-
cy.Thelegalfunctionoftherightlaysthefoundationforthestandardizationoftheapprovalsys-
temoftheresponsiblepersonoftheorgan.Itcanbesaidthattheapprovalofthepersonincharge
oftheregulatorybodyisbothnecessaryandurgentinthepresent,anditisalsoaproblem.

Keywords:approvalbehavior;personincharge;normalizedlegaltexts;approvalsystemof
personin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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