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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 、
困惑及其法制化路向
乔亚南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早在 25 年前，中央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财产申报法制建设，出台过规定“草案 ”，也曾列入
“八五”立法规划。近年，地方相关“立法”活动频繁，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但若没有中央立法顶层
设计之决心，地方实践恐难继续往下推动，现有制度也恐难落于实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反
腐、防腐的有效而必要的制度，契合庞大文官群体反腐之需要，是透明政府理论延伸及公职人员个人生
活的体现。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制化路向 ，应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扩展申报主体的范围，穷尽申
报内容，明确申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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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立法”实践的迟疑与困惑
（ 一） 中央：国家立法引而未发
中央有关部门早已在关注、研究财产申报①法制，但多年来“引而未发 ”。 早在 1988 年，监察部就会
［1］
同国务院法制局论证并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和收入的规定 （ 草案 ） 》 ；

1994 年，经中央同意并转发的全国人大“八五 ”立法规划中，将《财产收入申报法 》列入立法项目［2］，至
今尚没有任何立法，但在此之后，中央先后作出五个关于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 ，分别是 1995 年《关
1997 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
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失效 ） 、
2006 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 失效） 、
2001 年《关于省部级现
的规定（ 失效） 、
2010 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 试行） 》（ 现行有效 ） 、
定》（ 现行有效） 。但以上仅限于中央文件规定，目前尚未上升到立法层次。
（ 二） 地方：从“有所作为”到“频频作为”
在中央精神引领下，一些部门和地方也开始有所作为，探索构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或公开、公示制
度，以致目前有多地出台一些规定。首先，中央某些行政机构及某些地方根据中央的规定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以更好地实施中央的规定。例如外经贸部、上海市、广东省、山东省、安徽省等地曾根据中央的文
件规定出台《实施办法》，以更好地执行中央文件 （ 但有些已经随中央规定的失效而失效 ） 。 其次，除了
针对中央规定出台实施办法之外，不少地方还进行了有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 “地方立法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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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后，此类“地方立法”活动在各地频频出现，形成一种热潮，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讨论。 例如
新疆阿勒泰（2008 年 5 月，打破了多年的制度沉寂，被称为“破冰之旅 ”） 、浙江慈溪 （2008 年 12 月 ） 、湖
南浏阳（2009 年 9 月） 、宁夏银川（2009 年 12 月） 、江西黎川（2010 年 4 月 ） 、安徽庐江和青阳 （2011 年 8
月） 、江苏淮安（2012 年 8 月） 等地。
各地从“有所作为”到“频频作为”不禁使我们想起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所走的“先地方后中央 ”的立
法路径。但这种做法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可以先在地方探索具体制度 、摸索经验，坏处在于缺乏顶层设
计，没有统一法制，效果难深入、持久，而且与政府信息公开不同，这个制度直接关涉官员个人利益，阻力
更大，未有中央以政治决心示之，地方制度恐难落到实处。
总之，据笔者初步研究，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呈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立法动议较早，进展非
常缓慢，立法层级较低。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立法”仅限于党的政策规定或行政规范性文件 。 第二，制
度设计尚显单薄，立法观念偏于保守。例如中央对于申报主体的规定，一般限于县处级以上，将大量公
职人员排除在申报范围之外，如在某一个县、县级市、市辖区，有申报义务的只有县市区领导十几人而
已。第三，近年来，地方规定频频出台，某些地方出现“试点 ”做法，似将推动中央立法。 我国立法的多
级、多层次性特点，由《立法法》予以确认和规定，地方立法都是我国立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
仍然期待中央立法早成“正果”。
二、作为现代反腐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理论基点评述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反腐制度 ，普遍适用于近三四十年，其在全世界推广得益于该制度契
合现代法治精神，体现了现代国家对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更高要求 ，也暗合了当代行政伦理的变
［3］

，更重要的是，它对现代各国庞大文官群体的反腐、防腐问题给予了预防性解决，且具有成本低的
优势。
化

目前学者对该制度理论基础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关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对公职人员隐 私 权 的 探
。有法学研究者认为该反腐制度对公职人员隐私权的限缩及其界限是首先要讨论的法理基础 ，认

［4］

讨

［5］

为这是破解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立法难题的首要方面
［6］
产申报制度的理论基础 。

；也有学者从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关系角度探讨财

（ 一） 背景力：庞大文官群体与艰巨的反腐任务
文官制度最早确立于英国（1870 年） ，大致经历了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赃制和考试择优录用制等三
［7］
个历史阶段 。英国文官制度成为各国学习和仿效的范本，逐渐在世界各国形成较为普遍的文官制
度。现代文官具有专业性和独立性，有利于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纷繁的社会现象以及排除政党政治斗
争干扰。
现代以来，庞大文官制度的出现对既有的宪政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 。宪政国家诞生之初，思想家们
对宪政国家及民主政治的设计主要着眼于总统 、法官、议员，有慑于封建专制的恐惧，对前述三个代表人
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主体给予了防止专权 、专制的制度规制，而近代后期出现的庞大文官群体的腐败问题
是思想家们未能虑及的。实际上，文官作为一种“异军突起 ”的政治势力，给现实民主政治带来重大威
［8］

胁

。文官制度设计本身使其中立于各个政党，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且没有任期限制，可以长期任

职，为避免卷入政党斗争、避免文官受到政党支配，还专以法律保护文官的独立性，并逐渐形成庞大的文
官群体。文官不需要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使得文官在独立于总统、法官、议员的同时，又独立于人民，人
［9］
民无法“罢免”文官。因此，文官群体不可避免地滋生官僚主义及腐败现象 ，且文官人员众多，广泛存
在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防腐、反腐的任务极为艰巨。 财产申报制度可以说是“对症下药 ”。 该制度

作为一种反腐制度，规制对象具有普遍性，具有预先性反腐或者源头反腐的特点，同时其自主申报的方
式与自上而下审查的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 ，适合对庞大的文官群体统一规制。 美国财产申
［10］

报法制主要针对的就是文官 （ 联邦雇员，而不是总统、议员和法官等选举性公职人员 ）
［11］
法》出台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历史性地对各个级别文官的普遍性的防腐 、反腐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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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透明政府论（ 玻璃缸理论） 延伸及公职人员个人生活及其对后者隐私权的限缩
权威伴随着神秘，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但这是近现代宪政原则所极力避免的，相反期望实现透明政
［12］
府（ 像玻璃缸里的金鱼） 。透明政府理论要求政府对选民、对社会应当尽可能地做到透明、公开，原则
上包括政府本身的信息（ 如组织机构、政务活动等） 和政府持有或知晓的信息 （ 如方针、政策及其掌握的
［13］
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 等一切内容都应当公开。 控制信息则是专制的一种形式 。 透明政府
论最根本的理论来源应为近代宪政国家的首要原则 ———人民主权。 该原则认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
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权力，人民以“契约”的方式组成国家和建立政府。 政府产生于人民、对人民负责，所
以，在原则上，政府不应当对选民有所隐瞒，选民有权利了解政府的一切，只是基于公共管理的现实需
要，政府在某些方面可以适度地或暂时地对公众保密 ，不存在政府在某些事项上对人民永久保密 。如美
［14］
国《信息自由法》确立的“广泛披露信息的基本原则 ” 。 透明政府理论在近代以来着眼于政府本身，
但到了现代，已经从政府本身延伸及公职人员的个人生活 ，例如多个国家制定的有关政府透明的法律中

包含了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透明 。法国关于政治生活财务透明度的法律 ，实际上是对公职人员财产申
报做了规定，显然是将公职人员的个人生活纳入了政治透明的范畴 。再如新加坡要求公职人员报告个
［15］
人事项且范围很广，甚至包括用日记的形式记录每天的情况 。
［16］
有不少学者 认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置源于公民的知情权，因此将公民知情权与公职

人员的隐私权的关系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理论基点 ，认为“财产申报制度立法是法治的内在要求 ，其理
［17］
论基础就在于保障知情权从而实现公民的监督权 ” 。 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由我
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予以规定，是一项宪法权利，监督权存在的确是为了防止腐败发生，但在此处不是为
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知情权的范围尚在国家机关及其相关信息之内 ，未必及于公职人员本身的
个人信息。即便透明政府论延伸及公职人员个人生活 ，也并不意味着赋予了公民对公职人员个人生活
的知情权。换句话说，并非因为保障公民知情权而限缩公职人员的隐私权 。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仅
仅在财产方面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限缩 ，其隐私权的其他部分，该制度不予限制也不予保护，应由
其他法律规定予以保障。
［18］
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公职人员财产不属于隐私内容” 。笔者认为，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受到限缩，
但财产信息仍然属于隐私范围，对于公职人员的财产信息应要求全部申报 ，但对于某项财产的信息内容

未必需要全部申报或全部公开。限缩不代表否定隐私权，相反还要保护公职人员的隐私权。
“德国法院的判决曾对个人私生活领域划分为三个层级 ： 私密领域 、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 ，虽然
这一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纳的‘领域理论 ’有逐渐相对化的趋势 ，但对我们界分财产申报制度所涉
［19］
及的私生活类型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 “社会领域 ”因与公共生活交织在一起 ，本身具有一定的公
开性 ，因此涉及社会领域内的财产信息可以依制度要求予以申报或公开。“私密领域 ”，涉及“个人人
格个性的表现 ，常常与个人人格表现的核心问题有关 ，因而受到最严密的保护 ，不容任何公权力的不
［20］
利影响或侵害 ” ，应将财产信息中包含私密领域的信息予以剔除 ，无须申报或公开 。 财产信息若
涉及私人领域 ，则综合以上二者折中处理 ，即应当基于制度初衷 ，申报或公开应限于反腐 、防腐之必

需 ，除此之外的信息应当作为隐私权保护 ，例如持有房产的详细地址无须公开 ，以保护公职人员个人
生活之隐私 。
三、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法制化的方向与路径
我国如何构建财产申报制度，是在前文现实总结和理论探讨之后的必然问题。 目前公职人员财产
申报制度构建研究的文章不少，但着实缺少精细化研究，未能给法制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研究基础 。有
必要在比较研究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本文着力选择以下三个重点方面具
体而详细地探讨制度设计。
（ 一） 扩展申报主体的范围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主体是个类型化概念 ，是指有财产申报义务的主体，指向的是公职人员； 申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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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度着眼于研究哪些公职人员有义务申报财产 ，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首要问题 。
第一，将选举性公职人员与非选举性公职人员共同纳入申报主体 。
首先，对于基本申报主体，根据其是否经过民主选举而成为公职人员，可以分为选举性公职人员和
［21］
非选举性公职人员。与之相对应的通常使用的概念是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 ;或者一般职公
［22］
务员与特别职公务员 。之所以没有使用常用概念，是因为选举性及非选举性公职人员的概念，在财
产申报研究场合，更能说明这种申报主体的分类。在很多国家，选举性公职人员的财产信息是按照选举
［23］
法的规定在竞选之前就已经向有关部门申报或者向选民公开 ，其申报或公示的时间和方式由选举法
规定而不是由财产申报法规定。这也属于我们所讨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内容，但又是“通过民

主选举而产生的公职人员”不同于“其他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特点。用选举性及非选举性公职人员的
概念可以提示上述区别。另外，这个概念借用自 1988 年 3 月 11 日法国《关于政治生活财务透明的第
［24］
88 － 227 号法》“( 一) 关于政府成员及某些选举性公职担任者的财产申报 ”
，该法用选举性公职人员
泛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程序而获得公职身份的人员 。

其次，现代社会庞大的文官制度要求将非选举性公职人员纳入申报主体的范围 。 自近代开始建构
的宪政制度主要是控制总统、议员、法官的腐败问题，但现代社会呈现出的庞大文官群体 ，反而成为防治
腐败的主要阵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不应将庞大的非选举性公职人员排除在外 ，而且要把非
选举性公职人员作为主要的申报主体 。 例如美国《道德改革法 》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是把中低级别
［25］

，哪怕是议会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26］。
将选举性公职人员与非选举性公职人员共同纳入申报主体范围 ，就近代以来三权机关而言，就是把

的政府雇员全部纳入了财产申报的范围

立法机关中的议员及一般工作人员 ，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首脑及一般工作人员 ，司法机关中的法官及一般
工作人员都纳入申报主体范围，这些可以称之为基本申报主体。
第二，增加补充申报主体和特殊申报主体 。
除了上述基本申报主体以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增加补充申报主体与特殊申报主体 ，这源于现代国家
公职人员的复杂构成，这涉及“公职人员 ”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厘定。 就本文研究角度而论，公职人员的
内涵在根本上讲，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性质，使用公共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两者有其一便被要求“职务廉
洁性”，
便属于本文研究的公职人员的范围，
因为腐败可能产生于此。公职人员的外延，
就现代国家实际情
，
(
、
、
)
，
况而言 绝不仅仅在于近代以来宪政国家的三权机关 立法 司法 行政机关 的人员 还存在于大量的非三
权机关，例如一些社会组织因为法律的授权而承担了公共职能;一些协会、
团体因为承担了公共职能而获
得政府的资助;甚至政府自行设立一些公共组织，
并委托或授权其承担公共职能、
运用公共权力;有些国有
公司、
企业，
企业的管理人员因为掌握公共资源( 资金)，
也被提出职务廉洁性的要求;等等。这些组织的工
作人员由于使用公共权力和掌握公共资源而应当被冠以“公职人员”的名头，不把他们纳入申报主体的范
围，
显然会使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留下制度缝隙或制度阴影，
留下腐败“后患”。
在我国，更是如此。我国存在大量的事业单位或承担公共管理的组织以及大量政府资助的公共团
体、自治组织( 村委会、居委会) ，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 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应当被视同为公职人员，
也应当被提出职务廉洁性之要求 ，纳入申报主体的范围，防止其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
益。基于此，有些国家(地区)的财产申报法律将上述组织的管理人员或者工作人员作为财产申报主体予以专
门规定。关于事业单位，我国台湾地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二条第 5 项规定“公营事业总、分支机
构之首长、副首长及相当简任第十职等以上之主管 ”及第六项“各级公立学校之校长、副校长; 其设有附
［27］
属机构者，该机构之首长、副首长”，应申报财产 。 关于公共团体、自治组织，例如土耳其 《财产申报
与反贿赂腐败法》第 1 章第 2 条 “需申报财产人员 ”明确包括:“在基于特殊法律或专门立法而组建的
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下属机构和委员会中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职员 。”还包括“通过各种选举进入工作领
［28］

导岗位的国家公职人员”包括“村长和村委会成员” 。关于国有企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 》第
2 章第 3 条第 9 项规定:“由政府提供经费的机构的正、副首长、常任监事，韩国银行的总裁、副总裁以及
监事，银行的监察院长，农业合作组合中央会、水产业合作组合中央会、畜产业合作组合中央会的会长以
［29］
及常务监事”，应当申报财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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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穷尽申报财产的内容
申报内容是指公职人员的哪些财产应当申报 ，即应申报财产的内容、形式。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
般理论认为，公职人员所有的财产都应当申报 ，即一切收入、所得及任何类型的财产都应予以申报 ，务求
穷尽，因为任何“空白或死角”都有可能为“腐败所得”留下空间，难实现反腐、防腐之效果。 全部申报已
成为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原则 ，也可称为“务求穷尽原则 ”，目前我国公
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实践中申报内容的设定比较简陋 。例如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
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应申报的财产中居然没有包括“银行存款”。除了财产性内容需补充完善以外，立
法技术上，宜采取“列举 + 概括”的方式，要求申报人员自行申报“所列举种类之外”的任何财产和收入。
综合各国申报制度实践，可以总结或者值得借鉴的经验做法是把申报内容分为基本财产的申报和
财产异动的申报，这两种申报可以有效查知公职人员的财产情况 ，可以更好地预防腐败发生。
第一，何谓基本财产的申报。基本财产申报的内容着眼于公职人员的基本财产 ，根据全部申报或务
求穷尽原则，基本财产应当包括公职人员的全部财产 。在现代社会，财产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广泛，基于
不同的角度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但就财产申报制度而言，比较有意义的分类是：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30］

各国一般都有关于无形财产的申报规定 ，例如韩国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中有“无形财产权 ”的概念
对于无形财产申报的研究和设计非常重要 ，因为无形财产难以监督和查处，容易存储“腐败积蓄”。

。

［31］
有形财产一般具有一定的实物形态 （ 有体物） ，能够被人们直接感觉到存在 。有形财产有很多种
分类，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的场合，便于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动产包括货币现金、银行存款、有价证券、

生活或生产等物品、交通工具等等，另外，应高度注意公职人员的投资性财产，包括股票、国债、公债、公
司债、公司的出资份额等。不动产包括土地、房产的所有权及除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权利等等 。可将这些
财产列举式予以规定，方便公职人员对号入座、予以申报，也方便监督机构分类、分线索审查和监督。
无形财产可以界定为“有形物所有权以外的权利体系”，“有价证券、股票、商誉、知识产权 ”一般都
［32］

属于无形财产

。包括会员资格在内任何身份资格所可能带来的财产利益都应当纳入公职人员财产

申报制度视野下的财产范围。就笔者理解，无形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可理解为无形财产权 ，是一种可
得、可期待的财产性利益，而非现实可见的、直接的财产或利益。为防治腐败，对于公职人员某些将来可
得利益更加应当给予关注，如果这些可得利益与公职人员目前的职权有关 ，则其中可能会有权力寻租的
情况。这在我国反腐实践中并不鲜见，如某些官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却未收受好处 ，留待
以后获取某些利益或好处，获取的方式多种多样，以至于防不胜防。 根据全部申报和务求穷尽的原则，
对于任何形式存在的无形财产，公职人员都应当申报，防止腐败积蓄存储在无形财产中以留待未来提取
享用。
第二，关于财产异动的申报。笔者使用“财产异动”这个概念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公职人员财产异动
的监管，这有利于发现腐败、防止腐败。财产异动应当作为财产申报内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所言
的“财产异动”是指公职人员的财产在某一时间或某一时期发生数量上、价值上的重大变动，既包括财
产的突然大幅增加，也包括突然大幅减少，还包括房地产、车辆、古董等大价值、贵重财产和物品的突然
增加或有价证券的突然大量增持 ，如此等等。其中主要强调两点：一是时间上的突然性，非逐渐增加或
减少，而是在某一时间或某一时期突然增加或减少 ；二是数量上、价值上的大幅增加或减少。 公职人员
的财产异动往往是监管部门发现腐败 、制止腐败的好时机，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及其所得很可能在财产
异动中有所体现。所以，公职人员不单应当申报基本财产，还应当申报财产异动的情况。借鉴域外法治
经验，以下几种财产异动的情形应当给予关注并予以规定 。
首先，重大负债或无力偿债的申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求公务员要申报个人债务情况 ，例如新加
［33］
坡、巴基斯坦、我国香港地区等 。“财产性的债权”一般来说应当属于无形财产并予以申报 ，因为按照
前文关于无形财产的定义，不是有形的存在，是一定期限后的可得利益。“财产性债务 ”则属于财产异

动考量的对象。有关财产申报的一般理论认为，公职人员在陷入债务纠纷或出现重大债务问题的时候 ，
更加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因此需要对其特别关注。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务员条例规定：“任何公务员
一旦无力偿还欠债或申请宣告破产 ，必须立即向政府部门首长申报和报告； 有关部门接到报告后，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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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监察该公务员的工作表现及行为 ，并在管理上采取相应措施，比如不将该公务员安排在一些可能接触
［34］
钱财或容易发生贪污受贿的岗位 ，以防止其利用职权来解决个人的债务困难 。”
其次，重大财产性交易的申报。重大财产性交易很明显属于一种财产异动 ，只有财产性的交易才纳
入本文研究的视野，作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内容予以考察 。重大财产性交易或使公职人员的财产价
值或数量由于本次交易而在短时间内数额较大地增加或减少 ，监控公职人员的重大财产性交易有利于
防止腐败交易的发生，现实中更可防止公职人员转移腐败所得或实施有关腐败所得的洗钱行为 ，因此有
必要将重大财产性交易纳入财产申报的内容范围 。所谓重大一般应当以所在国、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
和商业习惯来衡量。例如美国《政府道德法 》做出规定，对于不动产、股票、债券、期货或其他证券的交
［35］
易，价值超过 1000 美元的，公职人员应当申报交易的数额和日期 。 当然，对于一些敏感性收入也应
当纳入重大财产性交易的范围，如从亲属之外的人获得的大笔借款或馈赠等等 。

再次，财产范围一般包括家庭财产，但限于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的财产，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便是如此规定，是适宜的。我国台湾地区的财产申报法律原本规定“配偶和子
［36］
女”，后来发现规定失虑，遂又改为“配偶和在学子女 ” 。“在学”子女与“共同生活 ”子女，范围有别，
各有侧重。
值得注意的是，财产异动申报另一个特点是申报时间不固定 ，且属于个别申报，任何一个公职人员
在财产发生异动时，就应当立即申报，而不像基本财产申报在固定的时间统一申报 。
（ 三） 明确申报的时间
申报时间是指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时间点 ，即何时应当申报财产。 总结各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
时间点，一般包括任职申报、现职申报和离职申报。我国应当予以借鉴，将这三种方式都纳入我国公职
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中。
防治公职人员腐败是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价值 ，但何谓“公职人员 ”，有关财产申报的理论通常将
公职人员做出扩大解释，以扩展反腐范围。严格意义的公职人员仅指已具备公职人员身份且正在履行
公职的人员，但是任职前申报和任职后申报显然已经突破了严格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内涵和外延 ，在财
产申报研究上可以将前者称为狭义上的公职人员 ，将后者称为广义上的公职人员。
现职申报是具备公职人员身份且正在履行公职的人员的财产申报 。 为了预防腐败，又增加了两个
申报的时间点。那些“希望成为或可能成为公职人员的人 ”和“已经离开公职人员的岗位、失去公职人
员身份的人”，也应当申报财产，申报财产的时间、方式等内容可以与狭义上的公职人员有别。 各国公
职人员财产申报理论和实践都采纳了这一理念 。俄罗斯前后发布的几个关于财产申报的法令，其名称
［37］
中都含有“希望担任联邦国家职务的公民和正担任联邦国家职务的人员 ”的表述 ，明确将两者视为应
申报财产的公职人员的两个主体 。

第一，任职申报，或称任职前申报。任职申报是指希望成为公职人员或拟将成为公职人员的人应当
进行的财产申报。从时间上看，可将任职申报分为任职前申报和任职后申报 。结合各国普遍做法，建议
将选举性公职人员一律设定为任职前申报 ，非选举性公职人员可考虑级别情况分别设定为任职前申报
和任职后申报。
首先，将选举性公职人员统一规定为任职前申报财产 。在现代国家，选举性公职人员一般包括国家
或地方立法机关中的议员、司法机关中的法官以及行政机关的首脑和主要领导人员 。 在我国主要是各
级人大代表、法官及各级政府的组成人员。自近代以来的宪政制度，这些人被认为是享有国民授权使用
的国家权力并代表国民行使国家权力 ，为了防治其腐败，通常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就会规定这些人员在竞
选之前就要申报财产。我国目前的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尚没有规定这些选举性公职人员应当申报财产 ，
因此将来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制不妨将这些人员一律规定为任职前申报财产 ，防止不合格的人 （ 例
如已有腐败行为的人） 进入选举性公职人员的队伍。 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 》规定，该法的立法宗旨
［38］
是“把公职人员、公职候选人的财产登记和登记财产的公开予以制度化 ”，以防止腐败 。 值得注意的
是，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出现“公职候选人”的概念，将“公职候选人”与“公职人员”并列使用。
其次，非选举性公职人员可考虑级别和职务情况分别设定为任职前申报和任职后申报 。 非选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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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不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成为公职人员 ，一般是通过考任、聘任、调任等方式而成为公职人员。 按
照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理念 ，这些人从不具有到具有公职身份时应当申报财产 。笔者认为，综合考
虑级别和职务情况，对于领导职务可采用任职前申报，对于非领导职务采用任职后申报，同时处级以上
公职人员统一采用任职前申报。处于领导职务的公职人员腐败的风险性和危害性比非领导职务更大 ，
最好采用任职前申报。据我国《公务员法 》规定，有相当多的领导职务的公职人员是非选举性公职人
员，应采用任职前申报。我国目前中央和地方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大都采用了这一模式 。 例如安微庐江
县《拟任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实施办法 》，江西黎川县纪委不久前出台的《新任科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
办法（ 试行） 》，等等。
关于处级以上公职人员统一采用任职前申报 ，基本上也符合我国目前已有的财产申报制度实践及
其精神。按照目前中央有关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最新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
采用处级以上的界定标准。
第二，
离职申报，
或称离职后申报。离职申报是指已经离开公职人员岗位、失去公职人员身份的人员
所应当进行的财产申报，
申报的时间是在离职之后。公职人员离职有退休和辞职、辞退、开除等情形。多
数国家规定公职人员离职后需申报财产，称为“离职申报”或“离职后申报”。例如“法国为离职时或期满
［39］
前，
美国、
墨西哥为离职后 30 天内，
埃及为离职后 2 个月内” 。离职后申报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
组成部分，
成为一项重要的反腐内容，我国应当予以借鉴。在我国完全可能存在的情况是，公职人员任职

期间为他人谋利，
待离职后再收受好处，
或是离职以后再开始享用其任职期间积累的“腐败所得”，再或是
利用其“尚未疏远”的官方关系“发挥余热”、
进行斡旋，
帮助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贿赂。
据笔者研究，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离职后申报财产的规定 ，又可分为三种情况：离职时申报、离职后一
段时间内申报和离职后终身申报 。有些国家规定离职后随即应当申报财产 ，如墨西哥《公务员职责法 》
［40］
规定公务员应当在卸任后的 30 个自然日内申报其财产状况 。 菲律宾《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道德标
［41］
准法》也有同样的规定 。有的国家规定离职后一定年限内要定期申报财产，例如有的甚至规定了终

身申报制，例如新加坡。
以上三种数第三种规定最为严格 ，新加坡采此规定，可见其反腐制度之严格。 那么，我们国家应当
采用哪一种？ 笔者以为，对我国大多数公职人员采用离职后终身申报似乎并不可取 ，因为财产申报本身
会产生巨大的申报工作量，庞大的公职人员群体离职后终身申报会使制度成本过大 ，从法律上说，公职
人员离职后要求其终身申报财产 ，那么其个人隐私或会受到侵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基础理论也不足
以支撑这种制度，因为此时其已不是公职人员，我们无法用职务廉洁性来限缩其个人隐私权利 。我国可
以视情况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做法 。
四、结语
我国反腐任务极为艰巨，现有反腐制度困境出现后，需要创新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反
腐优良制度，具有预防性、成本低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可以对庞大的文官群体一体规制，方便
有效，现代社会庞大的文官群体已成为现代国家反腐的主要阵地 。 我国有庞大的公职人员群体，反腐、
防腐任务更为繁重和艰巨，非常需要财产申报法制。目前地方关于财产申报制度实践挺多 ，为中央立法
提供实践经验支持，也无形中推动着中央立法，中央立法着实应当尽快实施，在申报主体、申报内容、申
报时间三个方面重点做出规定。希望这一“阳光法案”早日普照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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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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public officials，property declaration；subject of declaration；content of declaration；time of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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