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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
行 为“ 依 据 ”的 识 别 基 准
——以《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为中心
周乐军 周佑勇

内容提要

在“毛爱梅案”中，法院通过确定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在“内容构造”上的不一致，

认定二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否定了涉案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地位。从应然层面上讲，
“ 依据”的识别存
在形式基准、内容基准以及一并审查的原则基准三个层面。形式基准要求法院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对“依
据”的表示行为进行判定，但需结合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属性共同确认；内容基准则要求规范性文件具有对
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条件性、与行政行为形成法律关系上的一致性和法律效果的因果性，并
且应当与合法行政协议“权利处分”的关联性割断；原则基准要求“依据”的识别应指向被诉行政行为合法
性判断，并由此形成了“依据”识别的重要性检验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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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毛爱梅、祝洪兴诉浙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1]（下简称“毛爱梅
案”
），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首批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之一[2]。在该案中，两原告
因不服被告对其养猪场建筑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对江山市人民政
府制定的《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的通知》
（江政办发[2014]29 号）进行附带审
本文系“中国法治推进过程中的裁量权治理问题研究”、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东
南大学教育部教育立法基地暨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2018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司法审查”
（KYCX18_0213）阶段性成果。

[1]参见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 0802 行初 19 号行政判决书。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首批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毛爱梅、祝洪兴诉浙

江省江山市贺村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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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原告认为，该文件第 3 条第（3）款“生猪补助数量按每 2 平方米实际拆除栏舍或设施占地面积计算
1 头猪的标准确认；逾期拆除的，扣减 20%的补助款，逾期 3 个月以上未主动拆除的，依法给予强制拆
除，并且不得享受补助”，与国务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 25 条“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
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依法予以补偿”的内容相违背。但法院认为，原告对规范性文件提出附带审查的对象其实是“关
于生猪补助数量的计算及补助款的发放等内容的合法性”，而本案的审查对象为“被告对原告生猪养
殖场建筑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并非审查“因生猪限制养殖、禁止养殖等引发的补偿问题”，因此，
基于“审查对象”的不一致，判定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依据《行政诉讼法》
第 53 条之规定，
拒绝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规范性文件相关条款审查申请。

《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
“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

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该条款既为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提供了规范
依据，但同时也表明，法院实施审查的前提在于，该规范性文件系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因此，
“依
据”成立与否的确立是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的必经环节。然而，由于当前我国法律规范对依据的实
质内涵及其相应判断标准规定的缺位，实践中规范性文件存在形态的各异性、数量与内容的繁杂
性，或者因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过程的不规范等因素，增添了法院识别判断的难度，导致《行政诉讼
法》第 53 条适用的不确定性，这显然无助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价值的实现。

在“毛爱梅案”中，法院通过审查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内容/审查对象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审查对

象之间“不一致”，认定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以此排除了规范性文件的依据
地位。但从严格意义的法律论证逻辑上而言，
“某案件事实不能划属特定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尚未必
导致该法效果的否定”[1]，即非 P→非 Q 并不意味着 P→Q。可以确定，法院并没有就此正面确立了“依

据”的具体内涵及其相应的认定标准。或者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追问，除“毛爱梅案”中的规范性文件与
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存在/不存在“关联性”之外，依据认定的标准是否还包含有其他表现形式？何种类
型或何种程度的“关联性”才构成《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所规定的“依据”？具体而言，规范性文件作为
行政行为依据识别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标准必须基于以下问题的解决：
“依据”的实质内涵为何？在依

法行政原则的拘束下，行政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作出行政决定的内在要求是什么？依据判断基准的
内容表现形式以及适用的除斥情形为何？如何明晰司法权在识别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过程
中的应有边界，依据判断的价值基准以及识别判断的适恰性应该如何检验？

二、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识别的形式基准
规范理论认为，
“个别规范由适用法律机关，尤其是由法院所创造，必须总由一个或更多的既存
的一般规范来决定”[2]。因而，在“毛爱梅案”中，法院通过直接比对规范性文件具体条款与被诉行政
行为之间在“内容构造”上的不一致排除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地位，其中的逻辑是，行政行为的内容应
该由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部分或者全部决定。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规范性文件决定行政行

[1]〔德〕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151 页。

[2]〔奥〕凯尔森著：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沈宗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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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容生成的客观标准是什么，也即行政机关为何要在众多的法律规范中（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等）依据该规范性文件作出行政行为？同时，行政机关是否还应该将对规范性文件的适用予
以明示？这里其实涉及到规范性文件自身的规范属性（规范适用力），以及行政行为方式的法定化
两个方面。
1.“依据”识别形式判断的外在基准：行政机关的表示行为
基于行政正当程序之公开性原则，尤其是按照行政行为的理由说明义务之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将
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规范依据，以法定的形式向相对人公开，并予以告知、送达[1]。此外，根据我国《行
政诉讼法》第 34 条之规定，
“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
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逾期提供的，需要承当举证不能、行政行为无相应依据的法
律后果。因此，从行政行为的表现方式上来说，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该由行政机
关在其作出行政行为的告知书、答复书或者决定书中予以载明或者援引，法院基于行政机关应该对外
明示的法定义务，确认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即法院可以从行政行为的外在形式
上观察，主要根据行政机关的表示行为（如载明、援引或承认、否认等）进行判定[2]。实践中，该识别基
准为许多法院所遵循。譬如，在“顾伟国与诸暨市牌头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审案”[3]中，法院便直接
以“被告诸暨市牌头镇人民政府明确被告在对原告顾伟国养殖场强制拆除未适用上述规范性文件内
容，亦未向本院就上述文件内容进行举证”为由，否认了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地位。同样，如果被告在庭
审中明确承认，法院便可径直认定。譬如在“刘印井诉萧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及规范性文件审查
案”[4]中，法院认为，
“被告萧县人民政府在庭审中确认《试行办法》系其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所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
故原告刘印井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
当然，此种形式识别进路，将依据的认定建立在行政机关单方行为表示的基础之上，虽然识别
程序简单且易操作，但也极易造成依据识别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与法院中立的审查立场明显不相符
合。那么，是否行政机关载明或者明确承认的规范性文件，就必然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抑或
者相反，行政机关未援引但也不否认甚至明确否定的规范性文件，就必然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依
据？其中，除了人为疏忽等客观因素导致应援引而未援引，或者不应援引而援引的，如果法院单纯
适用行政机关的表示行为这一形式识别基准，其实也会产生很多问题。譬如，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规
范性文件受到司法审查，故意不予以援引，或者在庭审中明确拒绝承认，法院如果绝对地遵从行政
机关单方的行为表示，便会造成许多本来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因行政机关有意漏
引或者否认的，被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同样，行政机关为了避免漏引，或者让被诉行政行为获得
更多的规范依据，以增强行政行为合法性或合理性的说服力而故意援引的，则会将许多本来不属于
[1]具体言之，在我国的《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针对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

依据的公示、告知以及理由说明等义务进行规定的明确条款。参见《行政许可法》第 30 条、第 38 条；
《行政处罚法》第 31
条、第 39 条、第 41 条；
《行政强制法》第 18 条、第 37 条等。

[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 2016 年 10 月 8 日讨论通过的参考性案例——《朱某诉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总队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及请求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案》中，识别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提出了以下 3 点途
径：1.该规范性文件是否在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如告知书、答复书中被明确载明是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

适用依据；2.行政机关在答辩或庭审应诉中明确表示该文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依据，理由成立的，应当认定
该规范性文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依据；3.由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综合审查认定。
[3]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绍虞行初字第 87 号行政判决书。
[4]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2017）皖行终 209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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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到审查范围之内，导致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化。因此，即便作为被
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机关应该予以公示、告知的法定义务，但基于各种现实因
素的考量，往往还不能准确地进行识别判断。由此，还必须进一步明确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
据的内在要求，也即确定行政机关为何要依据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说行政机关依据
规范性文件作出行政行为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2.“依据”识别形式判断的内在基准：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属性
从行政行为创设的角度来说，作为个案规制的行政行为，其实与法院的司法裁决一样，行政机
关永远只是实践一个立法命令 [1]。易言之，国家公权力并非直接作用于个人，而是通过具体行政行
为的方式，将国家对于个人的具体要求在个案中确定和明示下来，公民由此而获得对国家行为的清
楚认知和预见。因此，
“ 法治国意味着对行政尽可能的司法化”[2]。但与此同时，虽然行政行为作为
一种类似司法裁决的法律适用行为，当论及判断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时，还需要确定行
政机关援引规范性文件的主观性抑或客观性。如果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具有适用约束力，那么
行政机关往往就无法任凭自己随意选择；但如果规范性文件本身对行政机关无拘束力，行政机关也
就没有必须适用的法定义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可由行政机关自由援引。事实上，按照法律效
果的区分标准，我国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分为创制性规范性文件、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规范性
文件三种类型[3]，每种类型因具有不同的规范属性，对行政行为产生不同的法律作用，形成不同的识
别形态。
关于创制性规范性文件。源于创制性规范性文件主要是行政机关为弥补上位规范的空缺或不
足，基于上位规范的授权为相对人创设权利义务。从内容上看，创制性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行为内容
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脱离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对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往往就无法形成；从权
力来源上看，创制性规范性文件还具备上位规范的授权这一制度性因素，因此，创制性规范性文件
对行政机关具有适用上的规范效力，法院应该认定创制性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行为的依据，即便行
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载明或者明确否认的。譬如，在“谢春艳与泰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理行为
及附带规范性文件审查案”[4] 中，原告因不服被告对其提交申诉的回复，向法院起诉，并对泰州市人
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所附《泰州市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实施方案》
（简称
实施方案）与《审核过程中有关注意事项（代细则）》
（简称审核细则）提出一并审查申请。庭审中，被
告泰州市财政局主张，其作出的回复行为系以对原告是否具有教师资格证的审核为基础，但该审核
行为并非被告而是由教育部门实施，因此，两份文件是教育部门审核的依据，而不是被告回复的依
据。但法院认为，上述文件系被告作出答复的事实根据之依据，为保障被告之诉讼权利，仍然应对
其作适当审查。在该案中，实施方案与审核细则系泰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国资发分配（2011）63 号《关

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与苏国资（2011）88 号《妥善解决国有企业
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的授权而制定。源于上位规范的空缺与授权，这两份文件直接
[1]参见〔葡〕苏乐治：
《行政法》，冯文庄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9 页。
[2]〔德〕奥托·迈耶：
《德国行政法》，刘飞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65 页。

[3]参见叶必丰、周佑勇：
《行政规范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8 页。而根据法律对行政权的控制程度

与范围的不同，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还可分为执行命令、授权命令与职权命令三种类型。参见周乐军：
《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生成形态及其类型化——基于功能主义的观察》，
〔济南〕
《法学论坛》2019 年第 3 期。
[4]参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行终字第 00096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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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原告能否被列入幼教退休教师待遇调整范围，因此，应该将其认定为被告作出回复的依据
（间接依据）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
关于指导性规范性文件。由于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为相对人创设权利义务，或者虽然对
相对人提出了各种要求，但并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效力。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行为的作成，一般
只会形成诸如抑制、协助、调整与引导的作用 [1]，不能直接决定行政行为内容的生成（或直接决定相
对人具体的权利义务），仅对行政行为产生一些事实上的影响。因此，行政机关引用指导性规范性
文件，往往用作于补强证据，以增强行政行为合法或合理的说服力，此时，即便行政机关援引了规范
性文件，但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譬如，在“谭孝华诉汉源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中，原告
谭孝华因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被告汉源县公安局处以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为证
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被告将四川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
理违法上访行为的意见》
（简称意见）
（川公发[2010]126 号），以依据的形式提交至法庭，并表示该《意
见》系被告作为办理案件的法律指导意见。原告认为，该《意见》设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违反上位法，请求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意见》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指导
意见”[3]，仅作为处罚决定的参考，被告在行政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中均未将其作为作出行
政行为的依据，因此否定了原告的一并审查请求。
关于解释性规范性文件。相对于上述两种规范性文件，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因其特殊的规范属
性，对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效力一直存在争议。源于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只是对上位规范的内容进
行阐释或具体化，其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统一适用法律，且不具备法律的授权，不能创设新
的权利义务，因此，效力否定论者认为，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解释性规范性文件一般属于行政机关对
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理由说明，
“对该行政执法机关有拘束力的是该行政法律规范本身”[4]而非解释
性规范性文件。在“张菊香与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行政处罚案”[5] 中，原告主张被告适用的《浙
江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并未生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法院则认为，被告适用的裁量基
准，系被告体系内部制定的规范其作出行政处罚时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其
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而被告仅是在答辩中将其作为处罚合理性的参考依据予以陈述，因而否定了
裁量基准的依据资格。效力肯定论者则主张，解释性规范性文件一旦对上位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
念进行阐释，或者将宽泛的裁量幅度具体化，基于行政机关的适用便会对相对人形成实质性的影
响，因此，
“不是法定标准的具体化，而是创设必要的决定标准”[6]。在“洋马发动机（山东）有限公司、
青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管理案”[7] 中，被告称《青岛市裁量基准》并非作为行
政处罚的依据，而是按照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的要求，对裁量权使用情况进行的分析说理。法院则
认为，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根据裁量基准的具体规定，认定原告违法行为严重，并依据该基
[1]参见〔日〕室井力主编：
《日本现代行政法》，
吴微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51-152 页。
[2]参见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 18 行终 71 号行政判决书。

[3]基于“为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违法上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国务院《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现提出以下意
见”
的表述，
《意见》对被告并不具有应当适用的法律义务，
仅是一种指导意见。
[4]参见王天华：
《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
〔杭州〕
《浙江学刊》2006 年第 6 期。
[5]参见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 0402 行初 52 号行政判决书。

[6]〔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
高家伟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95 页。
[7]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 02 行终 804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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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具体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那么该基准是被告作出本案行政处罚行为所依据的规范
性文件，于是对该基准实施了合法性审查。
其实，从法源构造的角度而言，法律渊源的判断存在实质性理由与权威性理由两种判准，前者
通过其陈述内容的恰当性来支持法律结论；后者则是基于一种独立于内容的规范“来源”或“地位”
来获得支持法律结论的约束力[1]。其中，权威性理由除了基于上位法律规范授权这一制度性事实要
素形成创制性规范性文件之外，解释性规范性文件系基于行政自制而产生一种“应当适用”的相对
性法律效力。所谓“应当适用”的权威性理由，从行政机关内部而言，主要是基于行政机关的领导权
或监督权而产生，同时还可借助于行政机关内部激励、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等自我约束机制来实
现；从相对人外部而言，则是源于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反复适用时所确立的行政惯例和所体现的法律
原则的效力[2]。只是无论是作为自制规范的内部效力还是外部效力，在为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况下而
可脱逸适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相对性的法律效力[3]。此外，在实质性理由方面，解释性规范性文件
往往通过限定行政裁量的真实目的、列举相关考虑的因素，以及对行政裁量的显失公正进行权衡
等，因其内容的合理性也可为行政机关乃至法院提供客观的参照标准[4]。尤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空
白构成要件，通过裁量基准的细化往往就相当于创设新的决定基准，在符合上位法情况下，更宜将
其纳入法源范畴[5]。因此，对于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并不能因为存在上位规范的映射，就否定对执法
机关产生约束力，相反，只有在为实现个案正义的情况下，才具备否定适用效力的正当性。这意味
着，如果符合行政自制的要求，并在不需考量个别情况的条件下，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被诉
行政行为的依据。在“广州圣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区城市管理局城乡建设行政管理
案”[6] 中，原告主张其违法情形符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量化细化基准
表》中的一般违法情形，涉案违法行为应适用“16 万元至 24 万元”处罚幅度，被告给予原告 24 万元罚

款并不符合基准的要求，显失公正。被告则主张，该基准表并不是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对涉案违法行为规定了十万元到三十万元的处罚范围，
被告没有超过该范围，处罚决定合法。法院认为，该基准明确规定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
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标准，该规定对被告行政执法、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约束
力，被告应该遵守，因此认可了基准的依据地位。
由此可见，虽然基于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依据应予以明示的法定义务，法院可以根据行政机
关的表示行为对依据直接判定，但此种外在的形式识别基准容易陷入诸多困境，需要结合规范性文
件的规范属性这一内在基准共同判断。源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创设之要求，以及规范性文件自身
的规范适用力，进一步确立了法院在识别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它要
求对依据的识别并不能纯粹地建立在行政机关单方的表示行为基础之上，而是需要综合考量规范
性文件生成的具体法律依据或者制度性成因等，并由此确立与之相对应的规范属性。基于上位法

[1]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策尼克：
《论法律与理性》，陈曦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94-

296 页。

[2]参见周佑勇：
《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及其效力界定》，
〔吉林〕
《当代法学》2014 年第 1 期。

[3]参见周佑勇、周乐军：
《论裁量基准效力的相对性及其选择适用》，
〔北京〕
《行政法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
[4]参见熊樟林：
《裁量基准在行政诉讼中的客观化功能》，
〔上海〕
《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 8 期。
[5]参见谭冰霖：
《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
〔武汉〕
《法学评论》2016 年第 5 期。
[6]参见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8）粤 71 行终 1323 号行政判决书。

·152·2019/4 江苏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律规范授权的创制性规范性文件与基于行政自制而产生的解释性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产生了
一种内在的初显性适用的法律义务，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属于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相反，不具有法
律效力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则一般难以契合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条件，不宜认定为被诉行政
行为的依据。

三、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识别的内容基准
“依据”识别形式基准的基本面向是依据识别路径上的基础与前提，即只有确立了规范性文件
的规范属性及其具体类型，才能审查该规范性文件应否被行政机关适用，以及对适用正确性作进一
步判断。具体而言，依据识别的内容基准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规范性文件规范内容的可实现性或
者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之间关联性的具体表现；内容基准的除
斥情形。
1.“依据”识别内容基准的前提性要求：权利义务受到实际的影响
既然行政机关依据规范性文件作出行政决定，那么，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必然被规
范性文件所包含。这就意味着，如果规范性文件本身并不具有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
具体内容，基于该规范性文件所形成的行政行为同样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或者
说，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不具有对应关系。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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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条第 10 款规定，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

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果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对原告的权
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那么就可基于规范性文件本身的不可诉性，直接认定规范性文件并非被诉
行政行为的依据，否则，被诉行政行为也将不具有可诉性。
换句话说，法律之所以允许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在于该规范性
文件通过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对它的适用，间接地对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产生了不利影响 [1]。
规范性文件本身如果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或者仅规定与相对人无利害关系的程
序性内容，该规范性文件便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譬如，在“李夏春不服修水县人民政府行政
强制案”[2]中，原告认为被告修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修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东津水库库区船舶清
理整顿活动的通告》
（简称通告）内容不合法，向法院提出一并审查申请。法院认为，该通告系被告
“针对特定区域，特定船舶以及一定期限范围，在职权范围内开展东津水库库区船舶清理整顿活动
的程序性告知行为，并没有涉及到侵犯上诉人合法财产的内容”，于是拒绝了原告的审查请求。
2.“依据”识别内容基准的表现形式：法律关系构成上的一致性与法律效果形成上的因果性
规范性文件经由行政机关的适用，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必然居于对行政行为的内
容或者法律效果产生创制或生成的地位 [3]。此种地位具体表现为二者在法律关系构成上的一致性
以及法律效果形成上的因果性。
在“毛爱梅案”中，法院以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在“审查对象/内容构造”上的不同否
定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就其本质而言，毛爱梅要求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
[1]参见李广宇：
《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
（上），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6 页；江必新主编：
《新行政诉讼

法专题讲座》，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15 页。

[2]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行终 134 号行政判决书。

[3]参见〔奥〕凯尔森：
《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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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提出申请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涉及的是“行政补偿”法律关系，而
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的是“行政强制拆除”法律关系。很明显，法律关系的不一致将无法在规范性文
件与行政行为之间形成对应性或者关联性。具体而言，法律关系是两个或更多的主体之间，经由法
律规范所塑造的关系，其基本构成是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对象）、权利
义务（内容）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构成。因此，只要某一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非属于
同一法律关系，或者存在法律关系构成要素上的差异，那么，该规范性文件就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
的依据。而所谓因果性，是指由规范或者对规范的运用造成的权利侵害，必须已经出现或者构成了
威胁，而且，可能发生的权利侵害，必须是恰好由规范或者通过对此规范的运用造成的（因果关系）[1]。
因此，某种间接的或者纯粹的事实上的影响，譬如，规范性文件在法律关系中仅起“事实证明作用”
的则应被排除在依据的识别范围之外。
首先，如果原告提出审查申请的规范性文件仅系行政机关用来证明某一事实关系的存在，或者
“仅是提醒和告知广大市民有关事项的一种方式”[2]，而非以此决定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那么，规范
性文件与行政行为之间就没有形成规范效力创设的因果性关系。譬如，在“李洪川与成都市双流区
国土资源局、成都市国土资源局信息公开案”[3] 中，原告向被告成都市双流区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双流县 2012 年第 1 批乡镇建设用地的批复》
（川府土[2012]538 号）对应的（供

地方案）”政府信息，被告成都市双流区国土资源局以“该批复系增减钩挂试点项目土地征收批次，
没有川府土[2012]538 号对应的供地方案”为由进行了答复。原告不服该答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予
以维持。原告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在庭审中就被告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
引用的“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项目土地征收
审查报批工作的实施意见》
（川国土资函[2007]1385 号）”规范性文件提请附带审查。法院认为，被告
对原告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复议决定依据的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 28 条第 1 款第 1 项的规定。复议机关虽然在复议决定书中引用了涉案规
范性文件，但其目的在于对事实进行查明和论证（即证明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复议决定是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而不是依据涉案规范性文件作出复议决
定。作为查明事实的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内容与行政复议决定之间明显不存在法律效果形成上的因
果性，而仅具有一定的事实上的影响力。
其次，如果规范性文件实属行政行为的作用对象，则倒置了二者之间的主客体法律关系。倒置的
法律关系既不符合法律关系构成要素上的一致性，也与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属于行政行为具体
内容创设的源泉地位相悖反，无法对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形成产生因果性关系，因此不是被诉行政行
为的依据。比如在“邓庆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厅信息公开案”[4]中，原告向被告浙
江省公安厅提出申请，要求浙江省公安厅公开“《关于依法处理进京实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的指
导意见》
（浙高法[2014]63 号）及《适用的若干意见》
（浙公办[2014]153 号）的“法律依据和立法程序”，并
对这两个文件提出合法性审查的申请。法院认为，原告要求对涉案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依据和立法程
[1]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
《行政诉讼法》
（第 5 版）莫光华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51 页。

[2]参见“朱浩与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行政公安其他二审案”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 03 行终 147

号行政判决书）。

[3]参见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川 0191 行初 158 号行政判决书。
[4]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2 行终 874 号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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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信息公开的申请，实质上是针对相应文件合法性的质疑，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也显然不
是被告答复的依据。在这里，原告要求附带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其实是被诉行政行为信息公开或答复
行为的作用对象，
“与撤销被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请求事项不属于同一行政法律关系”[1]，规范性文
件与行政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倒置，无法在二者之间形成“依据”的法律效果。
3.“依据”识别内容基准的除斥情形：合法行政协议的“权利处分”
从规范内容上看，即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对相对人具有实际的影响而具有因果性，同时规范性
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也存在一致性的法律关系，但依然存在依据识别的除斥情形，即，基于合
法行政协议“权利处分”的关联性割断。
现代行政所追求的公共服务活动，除典型的行政行为外，还通过公法契约、私法契约以及行政
指导等多种多样的行为方式或单独或组合地加以实施，作为传统意义上行政高权行为客体的相对
人亦可能成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通过与行政机关“共同受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这一法律行为的
约束”[2]，有关行政协议“权利处分”的合法性逐渐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可。虽然行政协议“权
利处分”无法对行政机关产生“权力创设”的法律效果，但基于法律关系双方主体之间意思表示一致
的约束，行政机关由此可以获得针对合同内容实现的“请求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行政的模
式改变了行政法的管制手段，
“ 法规的内容由上位阶决定下位阶模式转变为协商模式，其意味着高
权乃借由说服、劝说的方式来补充，甚至取代其执行法律”[4]。
基于行政协议“权利处分”这一意思表示内在作用力的除斥，即便行政协议的内容系依据或者
参考规范性文件而形成与确定，从外在形式上看，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与行政行为的内容之间具有显
著的一致性与因果性，但该行政法律效果的产生实则系基于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双方意思的协商一
致而成，行政行为与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而被割断，此时，规范性文件并非行政行为的依
据。譬如在“全起昌与大冶市人民政府、大冶市东岳路街道办事处行政征收案”[5] 中，原告认为被告
大冶市人民政府制定的《2013 年大冶市尹家湖东岸片区建设房屋集中拆迁工作方案》
（冶办法
（2013）26 号）无权对征收个人财产的事项进行规定，因此，按照该文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
效。但法院认为，虽然补偿协议中有“按照 26 号文件有关补偿安置规定”的约定，但该协议的具体
内容是由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而成，并非被告单方直接执行 26 号文件的具体内容而作出，由此认

定 26 号文件对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和签订程序不构成实质影响，依法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所

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将其排除在本案审查的范围之外。同样，在“柴俊太与江山市清湖镇人民政府
行政确认案”[6]中，原告因对被告关停其生猪养殖场的行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认为江山市
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深入推进生猪养殖污染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江政办发（2014）29 号）
违反《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相关规定，且制定的补助标准
不合法、不合理，向法院申请一并审查。法院认为，关于被告对原告的生猪养殖场实施关停、拆除的

[1]参见“徐静、谷富强与天津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行终 177 号行政裁定书）。
[2]〔德〕汉斯·J．沃尔夫等：
《行政法》
（第二卷），
高家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150 页。

[3]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
《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1 页。

[4]〔德〕施密特·阿斯曼：
《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6 页。

[5]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黄石中行初字第 00042 号行政判决书。
[6]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 08 行终 28 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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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生猪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书》而作成，虽然协议书中明确规定以 29 号文
件规定的补助标准作为补偿标准，但亦是双方合意的约定，并无不符法律规定，因此认定 29 号文件
并非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

四、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识别的原则基准
作为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必经程序，对依据的识别还需要进一步明晰法院在判断过程中所
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原则基准既为依据的识别，尤其是对疑难复杂案件提供价值指引，并可以此
检验识别结论的适恰性，同时还可划定法院在识别程序中的权力边界，防止司法审查过犹不及。
1. 价值基准：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指向性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3 条之规定，规范性文件提请司法审查的方式与途径仅可在对行政

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与规范撤销的客观之诉不同，
“一并请求”审查要求，在任何情况下确

认了规范性文件的非法性，并不导致撤销该规范性文件，只是让法院在当次诉讼中剥夺该规范性文
件的效力 [1]。因此，规范性文件的一并审查依然属于依附于个人权利救济的主观撤销之诉，而不是
独立的违法确认之诉。基于德国学者赫尔维希的旧实体说理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
的、特定的、具体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在实体法上有多少个请求权，则诉讼上就存在多少个诉讼
标的[2]。
“一并请求”审查之诉仅有一个诉讼标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违法审查不可脱离于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判断而成为独立的诉讼标的。因此，从应然层面上来讲，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是“适用
审查”与“共同审查”而非“文义审查”与“单独审查”[3]。换言之，人民法院针对原告的“一并请求”对
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其目的不是为了基于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来决定其是否有效或者应否撤销，
而只是为了解决该规范性文件是否可以作为认定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4]。其实，从我国最
高法院对规范性文件法律地位规定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与行政行为合法性之
间的关联性。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0]8
号）第 62 条第 2 款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但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法
释[2018]1 号）第 149 条则规定为，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

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应当”意味着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2. 检验基准：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的重要性
源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依附性，对规范性文件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认定，必然指向于
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很明显，无论是创制性规范性文件对上位法律的补足，还是解释性规
范性文件对上位法律的具体化；无论是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在法律关系构成上的一致，
还是具有法律效果形成上的因果性，都表明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重
要的，或者说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关联性。
[1]参见〔法〕让·里韦罗，
让·瓦利纳：
《法国行政法》，鲁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788 页。

[2]参见张卫平：
《诉讼的架构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11 页。

[3]参见朱芒：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要件——首例附带性司法审查判决书评析》，
〔上海〕
《法学》2016 年第 11 期。

[4]参见应松年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9 页。

·156·2019/4 江苏社会科学

法学研究

所谓重要，是指对依据的认定必须足够明确地表明，接受请求的法院在该规范有效的情况下形
成的结论是不同于在该规范无效的情况下形成的结论的，即规范性文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判断是必要的。相反，只要法院在不适用其认为违法的规范的情况下，还有能够按照其期望的方式
做出裁判的可能性，则该规范不具有对于裁判而言的重要性 [1]。即，如果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
由其他有效法律规范直接予以认证或支持，那么该规范性文件就不具有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
适恰性。在“钱苏庆与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常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2] 中，原告钱苏
庆向被告常州市房管局申请房屋信息公开，被告按照建办厅函[2008]741 号（简称 741 号）文件精神，
认为常州地区涉及私房改造的政策、文件及有关档案，可能涉及国家秘密，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

14 条第 3 款“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之规定，作出“确定后再答复”的《告知书》。原告对该

答复不服，认为其所申请的信息并不涉及国家秘密，于是针对 741 号文件的合法性向法院提出一并
审查的申请。法院认为，虽然 741 号文件涉及到对原告申请的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界定，但被

告常州市房管局作出答复行为的依据是《信息公开条例》第 14 条第 3 款，否定了 741 号文件作为答

复行为的依据。在该案中，原告试图通过确认 741 号文件的违法性，来纠正行政机关将其申请公开
的信息作为国家秘密的认定，但实际上 741 号文件仅仅是被告常州市房管局“对政府信息不能确

定”启动保密程序的事实理由或者补强证据，有无 741 号文件对相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界
定，行政机关都具有在“不能确定是否公开时上报有关部门确定”的裁量权（是否构成裁量滥用，则

属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而非依据的识别问题），可基于《信息公开条例》第 14 条第 3 款直接获得
法律依据上的确证。因此，741 号文件对被告行政机关答复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言不是重要的，不

是被诉行政行为答复的依据。相反，如果规范性文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具有重要的影
响作用，即便规范性文件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格式依据”，但只要“形式正当与否同样会影响到被
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对该规范性文件提出一并审查就符合法律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依据的识别应该指向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价值诉求，即便规范
性文件涉及到行政机构的主体资格或行政职权（管辖权）等相关内容，虽然“主体合法”是行政行为
合法性审査要素之一，而且是最基础的要素，法院应该审查此类“内部文件”[4]，但如果该规范性文件
不满足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的“重要性”基准，同样不具有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适恰
性。在“龙佳与长沙市望城区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审案”[5] 中。原告龙佳称因自己合法拥有的
房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明身份的人员拆毁，向被告望城区公安局报案，要求被告立案查处，被
告则以《行政处罚法》第 18 条和国务院国法秘函[2005]256 号《复函》[6] 为依据，认为原告报案的内容
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予以拒绝。原告不服提起诉讼，并对国法秘函[2005]256 号《复函》申请一

[1]〔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69 页。

[2]参见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6）苏 0411 行初 118 号行政判决书。

[3]参见“刘卫东、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二审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 891 号行政判决书）。

[4]参见贾圣真：
《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现状与问——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为素材》，
〔北京〕
《行政法论

丛》第 20 卷（2017）。

[5]参见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6）湘 0112 行初 72 号行政判决书。

[6]该《复函》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

为，
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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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审查。法院认为，基于被告调查的认定，原告龙佳及亲属报警所称房屋被拆、本人被人绑架系法
院对其房屋执行强制腾地，其所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于当天对龙佳作法律宣传解释工作，由于并
无龙佳所称房屋被不明身份人拆毁的事实，因此认定《复函》不是被告不作为的依据，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 78 条规定，
“ 公安机关受理报案、控告、举报、投案后，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应当立即进行调查；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投案人，并

说明理由”，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报案不予立案的行为并不违法。在该案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行
政机关（被告在答复告知书中载明《复函》系其不予立案的依据），都主张法院的强制腾地以及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原告的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是《复函》所规定的“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告无权管辖。但实际上被告对原告报案不予立案系基于被告查明并无原
告主张的事实，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78 条之规定可直接获得合法性支持。尽管被告不予立案

的法律效果与《复函》规定的法律效果具有同一性，但《复函》并不具有决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重要
性，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

五、 结

语

“毛爱梅案”表明，规范性文件作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识别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有重要
意义，但该案并未系统展现“依据”识别标准与路径的全貌。源于行政行为创设的司法化以及规范
性文件规范效力的约束，法院对“依据”的识别并不能仅凭行政机关的单方表示，而应该通过审查规
范性文件生成的规范依据、制度成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法律效力类型，来判别行政机关对规范性文
件应否适用的具体形态。规范性文件经由行政机关在个案中的具体适用，必然表现出二者的内容
在法律关系构成上的一致性与法律效果形成上的因果性，由此形成“依据”识别的内容基准；该识别
基准同时需满足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内容具有对相对人权利义务造成实际影响的前提性要求，且应
将合法行政协议的“权利处分”除斥在外。源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一并请求”
的制度设计，
“ 依据”的识别必须受到规范性文件应服务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这一价值基准
的约束，由此进一步确立了“依据”识别适恰性的检验基准——作为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对被诉行政
行为合法性判断有重要意义。总之，基于行政行为表示行为与规范性文件规范属性的形式基准、规
范性文件的内容基准以及一并审查的原则基准，共同构成“依据”识别的操作路径。
〔责任编辑：钱继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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