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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决策公开
———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
夏金莱
（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 ，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
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
摘

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 ，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
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 ，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 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
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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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政府信息应当公开已经达成共识。 这是因为，一方面，对政府信息的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信息公开也就构成了政府的基本义务，而事实上知情权也是民主政治的前
提。1969 年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曾指出，信息自由意味着个人权利，信息自由的基本权利
［1］
与表现自由的基本权利一样，是自由民主制度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 。 另一方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信息公开就是防止政府腐败的“阳光”。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对公权谋私唯一的补救办法，就
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于照亮公共领域范围内每一个行为的光明 ，在于那种使进入公共领域的一切都暴
［2］

露无遗的可见性。” 行政决策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并且可能对公众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
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亦直接关系着政府政策及政府行为的公信
［3］

力

。公众参与正是行政决策合法化的重要路径 。换言之，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公众参与行

政决策的终极目标。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行政决策 ，就必须实现充分的决策公开。
一、决策公开与公众参与：良性互动
（ 一） 决策公开是公众有效参与的前提
决策公开与公众参与间具有本质性的关联 。决策公开是知情权保障的必然要求，知情权在本质上
指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对政府权力行使的知情，便是一种政治参与形态，从积
［4］
极的意义上讲，政治自由意味着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 ，是自己统治自己 ，知情权则是公民政治参
［5］
与、获得政治自由、保障其他权利的前提 。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决策事项提出主

张、表达诉求，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与决策者和利益冲突方进行对话、辩论、协商的过程，参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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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是为了推动决策结果朝着有利于参与者的方向发展 。要想真正实现这个目的，参与者必须掌握充
分的信息。
1． 必要的信息构成了参与者认知和理解自身利益的基础 ，是启动公众参与程序的钥匙。 从最简单
的层面上看，行政机关不向公众披露其决策目标和决策方案 ，则公众显然无从参与。从更深一点的层面
上分析，除了少数因为公益或者纯粹的个人兴趣而参与决策的个人或组织以外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行
政决策的利害关系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切身利益可能受到决策结果的影响 。但是，并非每个个体都能
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以及可能遭受的影响 。尤其是在行政决策事项日益包罗万象的今天，行
政决策可能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如果缺乏必要的信息支持，社会公众的确很难认知自己的利益，
更遑论了解决策对其利益的影响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往往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主动放弃 ”了
参与的权利。在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中，政府并未对垃圾焚烧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披露 ，因
此，在决策方案公布之初，当地大多数居民对即将实施的建设不以为然 ，自然也就无意参与此项行政决
策。
2． 公众参与实质上是公众与决策机关博弈和互动的过程 ，只有实现充分的决策公开，才能避免公众
处于绝对的劣势，使公众参与更富有实效。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先机，就可
［6］
以通过对规则的掌握，控制信息的传播方式、流向及范围，以此决定利益的分配结果 。 如果决策机关
掌握全面充分的信息，而只是有选择性地向公众披露部分信息 ，那么必然导致博弈双方地位不平等 。信
息的不对称将导致参与者与决策者在谈判 、协商和判别能力方面出现巨大的悬殊 ，限制参与者的行动能
力，最终使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
3． 当正当途径获取信息受滞时，公众将转向自助渠道寻找信息，容易导致非理性的参与行为。政府
的欲说还休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交织在一起 ，便极易导致谣言的散布和传播。并且，这将进一步激发公众
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公开的信息也一概持怀疑态度 。在这种情绪的主导下，非理性的参与常常
无法避免。美国制宪之父杰弗逊便明确指出 ，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将关系其本身
［7］
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 。
（ 二） 公众参与是决策公开的民主动力
政治民主、决策公开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亦为历史上的思想家所主张。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君
主主权思想时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主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
［8］
主权为基础的。” 列宁在《三种宪法或三种国家制度》一文的提纲中，也曾十分清楚地指出了民主共和
［9］
制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 。既然主权属于人民，作为人民的代表的政府便必须向人民

负责。同时，权力行使者便必须遵循信息公开的原则 。总之，对公众公开是政府的一项责任，须使公开
［10］
达到最大的程度 。政府信息公开和公众知情几乎已经成为了法治国家的共识，“政府信息公开对于
［11］
促进经济增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治理腐败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决策公开对于公
众参与的意义以及最终产生的对行政决策科学性 、民主性的意义也已无须赘述。但对决策者，尤其是习

惯了“管理主义模式”或者“官僚主义模式”的决策者而言，任何公众参与都是对其权力的掣肘，任何公
开都是对其决策的阻滞。因此，实施决策公开是外界强加给决策者的义务 ，而排斥甚至抗拒公开更接近
于决策者的本能。长期以来，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来自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推动 ，但是实践证
明，但凡触及行为者自身利益的自我推动 ，无论其方向多么正确、理论依据多么充分，最终都难免陷入动
力不足的窘境。既然如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求足够且持续的外力支持 。从短期行为来看，参与行政
决策的公众多数是基于自身的利益 ，护卫自身利益的内生需求往往是行动的强大动力 。 既然决策公开
是公众有效参与行政决策的必要前提 ，那么公众就会持续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 ，促使甚至是迫使政府
公开决策信息。显然，公众参与就是推动决策公开的强大动力 。从长远效果分析，越来越多的有效公众
参与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 ，锻炼公民的参与能力。公民社会和民主文化的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力 ，
其形成的过程也是决策公开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参与也是决策公开的民主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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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之比较 ：基于过程的视角
无论是在立法实践中还是在学术理论领域 ，讨论较多的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然而，行政决策公开与
政府信息公开虽然都表达了行政机关和其他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向社会公众披露其掌握的信息之
意，但是，二者并非完全相同。要弄清楚二者的区别，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政府信息”。
关于政府信息的含义，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表述。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信息一般是指政府机构为履行
［12］
职责而产生、获取、利用、传播、保存和负责处置的信息 。也有的学者认为，政府信息是指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在其管理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 、获得或拥有的信
［13］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
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政府信息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为过程
中掌握的可以记载和传播的内容 。政府信息在行政主体的行为过程中产生或者被行政主体获取 ，独立
于行为过程而存在。
本文是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研究决策公开 ，那就一定不能脱离决策公开目的。 决策公开是为了让公
众更有效地参与行政决策，使决策者获得更加详实、准确的信息，让各方利益能够得到充分整合，推动决
［14］
策机关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决策草案 ，促使最终的决策方案能够体现尽可能多元和均衡的“法益” 。可
见，决策公开的目的就在于直接对具体的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 ，进而导致行政决策方案的变

更、调整甚至放弃。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决策公开作为行政决策中的一个环节 ，并且这个环节将伴
随着行政决策过程的始终。
弄清楚了以上两点，就不难发现政府信息公开和决策公开的区别 。
第一，政府信息公开是静态的公开，决策公开是动态的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
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 可见，使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至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
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则并非微观层面的
具体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效果 ，而是宏观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因
此，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完成性的动作 ，无论是依职权主动公开还是应申请公开，只要行政
主体向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披露了政府信息，也就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这一行
为。因此，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是一种静态的行为 。但是，决策公开是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
环节与行政决策的其他环节交互发生 ，并且每一次决策公开都会对行政决策的下一个环节产生直接的
影响和作用。因此，决策公开会随着行政决策过程的推进不断地发生 ，是一种动态的公开。
第二，政府信息公开是结果性的公开，决策公开是过程性的公开。政府信息公开通常是在行政主体
履行完某项行政职责或者完成某项行为后才为之 ，是一种结果性的公开。 行政主体的行为过程和结果
并不会因为信息公开后公众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而受到影响 。 因此，此种公开更接近于公示、告知。
导致行政主体获得政府信息的行为和行政主体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是两个独立的行为 。 前者先发生，
后者后发生，后者不会对前者产生影响。决策公开的过程性既体现在其贯穿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 ，还体
现在决策公开的内容不仅应包括前文所述的政府信息 ，还应包括决策机关的决策过程，具体包括作出决
策的每一个环节和动作、决策机关对公众意见的意见等。
第三，政府信息公开是一种点状的、分散的信息公开，而决策公开是系统的公开。 无论是依法主动
实施的公开，还是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实施的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都是行政主体就其掌握
的与其职权或者职权行为相关的内容进行的披露 ，这种公开呈现出点状的、分散的特征。公开的信息可
能是单个的，或者是各自独立的，信息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连续性，也不必然构成信息系统。但是，决策公
开是一种系统的公开。由于决策公开本身就是贯穿于行政决策始终的环节 ，并且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
的特征，因此，决策公开的信息一定不是单独的，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连续的信息系统。这种系统性
既体现为公开的信息内容上的相关性 ，也体现为公开的行为在时间上的连续性。 只有实现系统性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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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公开，才能保障公众在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中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
三、决策公开的特殊原则
尽管决策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存在一些差别 ，不过，二者毕竟都属于广义的信息公开的范畴。 因
此，决策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一样，也应当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例如：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任何主
体具有同等获取信息的权利，拒绝公开须说明理由并举证，不得通过公开信息牟利以及司法最终救济
等。但是，决策公开作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前提 ，它还应当遵循一些特殊的原则。
（ 一） 法定程序原则
所谓法定程序原则，就是说凡是需要公众参与的行政决策都必须进行决策公开 ，决策公开是行政决
策合法的必要条件。行政决策公开的法定程序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具体运用 。正当法律程序源
于自然正义理论，而自然正义原则大体上包括两项要求 ：（1） 任何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2） 人们
［15］
的辩护必须公平地听取。这两项原则被认为必须在行政过程中得到遵守 。 行政决策公开事实上是
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听取人们的辩护的前声 ，当然包含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中 。更重要的是，我国
实定法亦包含着行政决策公开的基本要求 。 决策公开保障的是公民的知情权。 我国《宪法 》虽然并未
直接规定“知情权”这一基本人权，但是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可以算作根本大法对公民知情权的确认 ，也是决策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 其
他关于决策公开的规定散见于个别单行法中 。例如：《行政许可法 》中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中
的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规定了制定环境规划和作出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建
设决定前，规划编制机关和建设单位须公开信息 ，征求公众意见。
另外，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决策公开实施和推进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
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并要求“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
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
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 ”，并再次强调“保障人民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政务
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中办发〔2011〕22 号 ） 进一步强调：“推行行政决策公开。 坚持依法科学民
主决策，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 ，推进
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
总之，将决策公开作为行政决策的必需程序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也是正当程序原则的
必然要求。当然，这一原则是否可以落实则在于有无完善的责任机制 。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
信息、参与和责任这三个核心要素，其中责任机制至为重要，如果没有使政府对其决策负责的机制 ，则其
［16］
他核心要素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 。因此，要使决策公开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行政决策
后评估制度，将是否依法实施决策公开作为行政决策合法性评估的重要指标 ，并辅以合理的责任追究机

制。如此才能保证决策公开不被漠视 ，进而使公众参与富有实效。
（ 二） 释明原则
政府信息公开是简单的披露，决策公开还应当包含信息的解读。 当行政决策事项涉及专业性较强
的技术问题时，在进行决策公开时，行政机关还应当承担信息释明的义务。“释明 ”原本是诉讼领域内
的一个术语。所谓释明，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就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有关
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促使当事人提出主张与证据的活动 。释明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平衡当事人辩
论能力的差异，补充当事人在事实资料收集中的不足 ，由此在大陆法系各国，释明制度被视为维护当事
［17］
人权利的“大宪章” 。行政决策公开应当遵循释明原则的根本原因在于 ，决策公开不仅仅是披露决策
相关信息，公开义务人还有义务对信息进行解读 ，从而使“信息 ”转化为参与者所必需的“知识 ”。 这一
点显然也是由决策公开的目的决定的 。行政决策过程中的许多信息，包括决策方案、背景知识等往往都
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甚至充斥着复杂的专业术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的确晦涩难懂。让公众陷入一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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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书般的材料里不解其意、不明就里，等于变相剥夺或者削弱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因此，在公布
行政决策方案草案和相关背景信息或材料的同时 ，还应当附有详实、明确的说明，向公众阐明草案内容、
解释草案要点，对专业性较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和说明 ，标准是具有一般教育水平和社
会经验的普通公民能够理解。
（ 三） 回应原则
公众参与是协商民主理论的要求在行政决策领域的应用 。协商民主区别于其他民主形式的本质在
［18］
于：其他民主模式的核心是投票，协商民主的核心是理性的对话、论证和说服 。 具体而言，在其他民
主模式中，最核心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最主要的参与方式是投票。 在协商民主中，虽然投票仍然是
重要和必要的方式，但最主要的参与方式是各方利益主体通过沟通 、对话、论证和说服等方式进行理性
［19］

的协商

。投票强调的是结果，少数人的利益和主张必然湮没在多数人的决定之下，其诉求不仅不会

在结果中得到反映，甚至连表达的过程都无法实现。 这也就无可避免地形成了所谓“多数人的暴政 ”。
相比之下，协商民主更加注重过程而非结果 ，试图通过将公民之间的理性协商引入民主过程之中，通过
参与者之间沟通和互动，提升民主的质量，使得决策不仅仅是结果上的“多数决定 ”，而是更加科学的、
理性的决定。从效果上来看，即便是利益和诉求未能实现的少数人也得到了充分尊重 ，而他们的表达也
成为了保障决策公平、公正的重要力量。按照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 在公共对话中，一切论证都应受到
［20］
尊重，以共同福祉为基础的更好论证的力量 ，是决定公共生活质量的关键 。
可见，互动性是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一特征在决策公开环节就表现为行政机关
进行决策公开不能仅仅是一个单向的行为 ，还应当包含对公众意见的回应。如果缺乏政府回应，信息公
开难免沦为行政机关自编自演的独角戏 ，情节是否真实，戏码是否精彩皆由行政机关一手掌控，观众只
能是观众。如此一来，公开与参与便成了自说自话的游戏 ，通过决策公开促进公众参与的目的即便不会
落空，也将大打折扣。所以，回应应当成为决策公开的附随义务。 决策机关在公开决策信息之后，有义
务对公众的疑问予以解释，对公众的质疑予以回答，对公众的意见及时反馈。
（ 四） 合理期限原则
决策公开的目的不仅仅是披露信息 ，而是为了让公众掌握充分的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参与行政决策 。
这就说明，公开决策信息不是一个行为的结束 ，而是为了下一个行为更好地开始。 既然如此，对行政机
关公开决策信息的时间就应当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从每一次公开信息到进入下一个决策环节必须
预留合理的期限，以便公众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消化和理解信息 ，并做好参与下一决策环节的准备。若不
如此，决策机关完全可以轻松地使公众陷入措手不及的境地 。
四、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 一） 应当公开的信息
基于决策公开过程性、动态性的特征，对应当公开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需要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
流程的视角，以纵向的思维进行思考。
1． 决策动议阶段。理论上讲，提出决策议题的可以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当然后者只能通过政府机关或者其职能部门提出建议 ，经批准后方可启动行政决策流
程。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行政决策都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议题并发起的 。
行政决策事项通常都会对一定数量 ，甚至是较大数量的公众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因此，任何行政
机关都不可以随意做出行政决策 。这就决定了行政决策的启动是一件相对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言更
为慎重和复杂的工作。作为动议者，必须经过充分调查、周密思考、多方权衡，方可提出启动行政决策的
建议。而且，提出决策议题时必须说明理由，并对提议的决策涉及的利益关系及可能对各主体的利益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因此，谁提出决策议题、提出议题的理由、议题涉及的利益影响是需要公开的内容 。
2． 决策草案阶段。决策议题被采纳以后，就意味着行政决策正式启动，此时就进入决策草案阶段。
显而易见，本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决策草案 。跟提出决策建议相比，起草决策草案要复杂得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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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行政决策都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 ，决策者必须依据既定的法律和政策，针对要解决的问
题，拟定并选择决策方案。决策的起草者需要完成的工作至少包括：（1） 搜集、整理与决策内容相关的
背景资料，调查了解决策相关实际情况；（2） 搜集、查找决策草案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3） 对决策事
项可能涉及的利益主体及利益影响进行调研和分析 ；（4） 拟定两个以上的方案，分别写明决策目标，工
作任务，措施方法，时间步骤，决策执行部门和配合部门，经费预算，行政决策征求意见的方式、途径和期
限，决策后评估计划等内容，分别陈述理由并分析利弊，供决策者比较和选择①。
以上资料、信息、依据以及决策方案的内容都应当公开 ，这一步的公开就是为了下一阶段公众参与
做准备。因此，公开的信息是否充分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 。
3． 决策参与阶段。（1） 听证、座谈、问卷调查等。 从目前我国的公众参与实践来看，法定的参与方
式和途径实际上非常有限，最为常见的就是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其中，听证会是让公众发
表意见、决策机关与公众寻求共识最有效的方式 。但是，如果听证组织者在听证会之前未向听证参加人
公开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且在听证会上讲他们作为反驳听证参加人的重要依据 ，那对听证参加人而言
［21］
就极度不公平，或者说，那就违背了“平等武装”的程序要求 。所以，听证组织者必须在提前合理的期
限公开拟作出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背景资料，并公布听证会参加人名单、时间、地点、听证程序等具
体事项。当听证会结束之后，听证会的召开情况、听证各方的意见、听证组织者对听证参加人意见的采
纳情况及理由等均属于应当公开的内容 。
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虽然程序要求可能不如听证会一样规范 、严格，但是
对于公开内容的要求大同小异。
（2） 专家咨询。咨询专家意见是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常见方式之一。 在这个环节，决策公开的内
容因公开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 。首先，咨询专家意见前需要向专家提供必要和充分的信息 ，否则专家
无法给出完整、准确和权威的意见。其次，专家不等同于公众，专家必须是与决策事项没有利害关系的
人，他们的意见体现的是决策科学性的要求 。为了满足决策民主性的需要，专家的意见还必须向利害关
系人及其他公众披露。因此，当专家出具意见以后，决策机关还应当将专家意见的内容及其对专家意见
的采纳情况和理由向其他公众公开 。
（3） 风险评估。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重要性。
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将风险评估列为了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 。风险评估的方式或者手段可能涵
盖以上参与方式的一种或者几种 ，但是最终都会形成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显然属于决策公开的内容。
4． 决策论证议定阶段。当前面所有的环节和程序都走完以后，就进入了决策的最后论证和议定阶
段。决策机关应当结合公众的意见，包括专家意见和风险评估结论，对决策草案进行相应的修订、调整，
在取得利益平衡的情况下确定最终的决策方案 。该方案应该是前面所有信息、意见、过程和最终措施、
计划的综合反映和体现。这一阶段不仅要公开结论，更要披露决策机关对各方意见的采纳情况及其理
由。
5． 决策后评估阶段。行政决策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方案，该方案还需要通过后续的若干甚至一系列
行为去实施。实施的过程既是执行决策的过程 ，更是检视和评估决策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过程。 在实施
的过程中，若发现决策措施偏离或者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 ，则应当及时对决策方案进行修正，甚至中止、
中断决策的实施，或者宣告决策终结。行政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变动往往会对目标群体和利害关系人的
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决策实施过程中的评估信息、决策实施中方案调整的信息以及对错误决策
失败责任追究的信息都应当及时向公众公开 。
（ 二） 决策公开的例外
任何公开都有例外。哪些信息可以作为公开的例外？ 在这一点上，决策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有着
不少相同之处。目前，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基本都公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属于公开的
例外事项。其中，国家秘密不得公开，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可以免予公开 。这三类信息也属于决策公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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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外。
但是，就决策公开而言，还有一项可以免予公开的信息，即决策过程中的内部讨论信息。 在行政决
策的过程中，决策机关或者相关机构的人员必然会就决策事项进行讨论 。 这种讨论类似于司法实践中
合议庭对案件的合议，合议庭每个成员都可以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每
个人的观点都会被记录在案，并由法院归档保存。如果众人的意见不一致，最终会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形
成结论性意见。但是，未被采纳的少数审判人员的意见并不会体现在裁判文书里 ，也不会对当事人公
布。
笔者认为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内部讨论过程 ，特别是各种意见和想法的文件可以免予公
开。之所以设计这种豁免，是因为自由和坦率的内部讨论有益于形成更加科学的决策 。 如果决策机关
的工作人员和相关机构的顾问、专家等担心内部辩论情况及初步想法和意见可能要公开并受到公众质
疑时，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讨论就可能不会完全坦诚。更何况，内部讨论意见并非最终的决策意见 ，甚
至连决策草案都不是，即便公布也会让公众无所适从，反倒可能引起公众因未成定论的想法而造成的思
想混乱。因此，对于决策过程中的内部讨论信息，可以免予公开。 当然，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此部分免
予公开的信息属于酌情豁免，即可由决策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之后决定是否公开 。第二，虽可免
予公开，但不能免予记录。对每个参与讨论者的意见和观点均应如实记录并留档保存 ，这既是基于以后
决策评估和问责的需要，也能促使讨论者慎重发表意见。当然，在内部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后，统一的意
见以及理由不属于决策公开豁免的范畴 。
参考文献：
［1］［5］［日］芦部信喜． 现代人权论 － 违宪判断的基准［M］． 东京：有斐阁，
1984．
［2］［美］汉娜·阿伦特． 论革命［M］． 陈周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383，
190，
236．
［3］宁国良，罗立． 公共政策公信力：构建政府信任的重要维度［J］． 政治学研究，
2012，（6） ：108 － 114．
［4］［日］有仓辽吉先生还历纪念刊行委员会． 现代宪法的基本问题［M］． 东京：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75． 95．
［6］叶必丰． 价格听证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解决思路［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04，
（3） ：29 － 32．
［7］张庆福，吕艳滨． 论知情权［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2，（1） ：106．
1956． 279．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9］列宁． 列宁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524．
［10］［法］罗伯斯庇尔． 革命法制和审判［M］． 赵涵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139．
［11］周汉华． 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专家建议稿） 的基本考虑［J］． 法学研究，
2002，（6） ：75．
2002，（4） ：59 － 64．
［12］应松年，陈天本．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3］刘恒，等．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
［14］杨解君． 公共决策的效应与法律遵从度———以“汽车限购 ”为例的实证分析［J］． 行政法学研究，
2013，（3） ：63 － 69．
［15］H． W． Ｒ． Wade． Administrativ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66．
［16］［美］科尼利厄斯 ·M． 克温． 规则制定———政府部门如何制定法规与政策［M］． 刘景，张辉，丁洁
2007． 75．
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7］熊跃敏． 民事诉讼中法院的释明：法理、规则与判例———以日本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J］． 比较法
2004，（6） ：66 － 76．
研究，
2008，（6） ：8 － 14，
［18］［20］王锡锌． 公众参与：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想象及制度实践［J］． 政治与法律，
13．
2009． 1．
［19］［美］约·埃尔斯特． 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 周艳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1］［德］汉斯·J． 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等． 行政法［M］． 高家伟译． 北京：商务印
2002． 205．
书馆，
17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On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Xia Jinlai
（ School of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it’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The former is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n latter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democratic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The purpose of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is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Given this，we should not equate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with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has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s，process and systematicness． As a result，in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but
also abide by some specific principles． Similarly，we should determine the scope of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ecision-making，public participation，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olicy-making，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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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ractice，the Confusion and the Way Forward to the
Legalization of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of Public Officials
Qiao Yanan
（ Law school，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As early as 25 years ago，the Central Government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research on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officials’property declaration，promulgating the draft and including it in the “EightFive”legislative plan． In recent years，local relevant“legislative”activiti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entral legislative’s top-level design，the practice is difficult to be continued pushing down and the existing system is difficult to be implemented． The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of the public officials is effective and necessary to modern anti-corruption and preventing corruption and fit the needs of anti-corruption in the large group of civil officials，which is performance that
the transparent government theory extends into the personal lives of public officers． To our country，the way forward to the legalization of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of public officials should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ree areas：extending the range of subject of declaration，exhausting the content of declaration and clearing the time of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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