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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承诺不反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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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承诺是行政权行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实践中存在行政执法中的承诺和行政管理中的

承诺。相比之下，后者多于前者，即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承诺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
依据和具体的法律规范，导致该范畴的承诺极易发生变化而形成承诺反悔，影响行政公信力的树立，损
害行政立法权威和行政相对人权益。因此，从法律上保障行政承诺不反悔成为一种必然。 行政主体在
作出行政承诺时应当谨慎，行政承诺应当制度化、契约化和可诉化。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应当构建系统的
政府行政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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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承诺的履行是现代行政法治的重要衡量标准 ，在行政主体积极履行了行政承诺的情况下 ，行政
法治通常是良性的。反之，当行政主体反悔行政承诺且成为一种普遍的行政态势时 ，那么，行政法治的
质量也就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准。当然，从大前提上讲，行政承诺的存在也与一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进程有
关，即在行政法治水平较高时，行政承诺在整个行政过程中就是相对较少的 ，而当一国行政法治还没有
达到理想水平时，行政承诺的绝对数也就会相对增多 。此时，行政承诺的履行状况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国
行政法治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行政法治还处于发展阶段 ，加之我国行政权长期的强势状态 ，便使我国
行政过程中的行政承诺的数量相对较多 ①。显然，当行政承诺成为一国行政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时 ，
行政承诺的反悔与否就成为行政法治中不可小视的一个问题 ，而且从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看，行政承诺的
反悔也是较为普遍的②。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系统研究行政承诺的不反悔问题 。 应当说明的是，对
于行政承诺而言，反悔是它的反题，而不反悔是它的正题，本文将从正题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一旦
我国行政法治循着这个正题处理行政承诺问题 ，那么，行政承诺既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行政手段，又可
以作为一个规范化的行政执法制度 。在我国行政程序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行政承诺会成为调整行
政过程的一个重要机制，并成为我国行政法治构建的基本内容 。本文试从行政承诺不反悔的概念 、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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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陕西渭南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无原则不受约束的行政承诺并不是法治行政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一定意义上讲，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不需要相应的行政承

诺的。因为，在严格的程序规则下，口头的承诺可能是多余的。我国行政权在行使中有诸多法律没有调整到的空间，行政承诺大多就存
在于这样的空间之中。而在这样的空间中，行政主体和行政公职人员的主观意识等就成了承诺中的关键因素。
②

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行政承诺是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相对不默契的情况下形成的，或者说，一些行政主体或

行政公职人员向行政相对人进行承诺的目的是为了缓解行政执法中的压力，缓和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与之相适应，一旦这种
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原来的行政承诺也就有可能不予兑现。我国行政系统中使广大公众缺乏预期也往往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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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法律价值、保障对策等方面对该问题予以系统探讨 。
一、行政承诺不反悔的界定
所谓行政承诺不反悔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承诺没有不予履
行或终止履行的情形。这是我们给行政承诺不反悔所下的一个简单定义 ，对于这个定义的理解应当注
意这样一些切入点： 第一，行政承诺不反悔是一个行政法实在问题 。在行政法问题的研究中往往有两个
不同的问题范畴，一是行政法理问题，另一是行政法实在问题。前者是指为了解释和分析行政法现象人
们有意识地设立一些命题，并运用这个命题对行政法实在作出构设 、论证和分析。行政法学理是行政法
问题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但行政法学理是相对主观的，其在存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即既可以依
赖于行政法实在而存在，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脱离行政法实在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东西 ，例如行政
法关系的概念及理论、行政行为的概念及理论等。后者是指或存在于行政立法之中 ，或存在于行政执法
之中，或存在于其他形式的行政法实践之中的构成要素 ，它们可以是制度，可以是规则，也可以是其他形
式的行政法实在。行政承诺不反悔可以作为一个分析行政法问题的理论 ，但是在行政法问题的研究中，
它应当是一个行政法实在。事实上，在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制度中存在着这样的制度 ，不论这样的制度是
以什么形式命名的。若我们仅仅将行政承诺不反悔放置在学理范畴之中 ，那就大大降低了该问题的价
值。第二，行政承诺不反悔存在于行政法治之中 。行政承诺与行政法治的具体关系在行政法学研究中
尚未有深入研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法上的承诺存在于两种情况下 ： 第一种情况是法律对某一行政执
法作了严格规定，而在这个规定中为行政承诺的存在留下了一定空间 。 例如，在行政许可的实施中，常
常有一个较长幅度的法定期限，行政主体便可以依这个期限的刚性规定 ，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柔性化的许
30 日完成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作
可，如可以将 60 日的许可期限在 30 日内予以完成，
的一个承诺。第二种情况是行政法未对有关的行政管理事项作出规定 ，而行政主体为了有效履行管理
职能，便可以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某种承诺 ，这时的承诺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裁
量而作出的。行政承诺不反悔在上列两种场合都有存在的空间 ，由于现代法治国家将上列两个空间都
框定在行政法治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承诺不反悔存在于行政法治之中 。 第三，行政承诺不反悔的
法治对象是行政主体。行政承诺不反悔作为一种行政法实在 ，与行政法的法律治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即是说，行政承诺不反悔并不单单是一个行政法元素 ，而是行政法治理中的一个动态的东西 ，或者动
态于行政法治过程之中，或者动态于行政法的运行机制之中 。一旦行政法中存在某种作为动态的法理
制度或机制，这个法理就是具体的，就应当有具体的法理对象，行政承诺不反悔的法治对象便是行政主
体，而不是行政相对人。此三方面是我们界定行政承诺不反悔的基本切入点 ，若以此三者为切入点，我
们便可以发现行政承诺不反悔具有下列涵义 ：
第一，存在一个行政法上的承诺。行政法上的行政承诺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政府的必然 ，也是责任政
府的必然。即是说，在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理念之下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由原来的绝对权
威关系或命令服从关系形式转化为了契约关系或协商关系的形式 。在契约关系和协商关系之中，行政
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平等性 ，这种平等性是行政承诺存在的前提 。换言之，在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传统的权威关系模式中 ，行政主体既可以作出这样和那样的行为 ，也可以在此时作出和在
彼时作出，其行为方式是不受相应的条件制约 ，尤其不受行政相对人设立的条件制约的 。现代法治使行
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形式在本质上具有平等性和契约性 ①，而这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属性将行政
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置于了双方互动 、权利义务对等的新模式之中。行政法上的强迫在这种模式中少之
又少，取代行政主体无原则地施以强迫手段的则是一些相应的柔性手段 ，其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对
行政相对人的承诺便是一种柔性的行政手段 。然而，这种柔性手段仅仅对该手段的选择具有意义 ，一旦
① 行政合同行为广泛运用于现代行政管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合同在很多情形下就是“政府部门与特定相对人在协商基
础上达成的协议”。参见应松年主编：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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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体选择了该手段，其就由一个主观问题变成了一个客观问题 ，该问题客观化以后承诺的不反悔就
是这个问题的本质。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离开行政承诺本身来分析行政承诺的不反悔 。应当说明的是，
一旦某一承诺成为行政法问题它就具有法律上的相关属性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行政法上的承
诺与行政法上的恶意串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行政法实践中，行政主体有时为了某种不正当目的 ，便
与一些行政相对人在法律之外达成合约 ，这个合约中行政主体给行政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也是以承诺的
形式出现的，但由于这个承诺是受法外因素制约的 ，因而，其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恶意串通 ，对于
这种以承诺形式出现的恶意串通当然不能以反悔与不反悔论之 。进一步讲，行政承诺不反悔中的行政
承诺是一种正当的法律承诺，正是这个正当法律承诺的存在才使行政承诺不反悔的进一步发展有了意
义。
第二，行政主体履行了或正在履行这个承诺 。行政承诺不反悔既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承诺的态度 ，又
是其对行政承诺的法律状态。作为一种态度，在行政承诺反悔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对原来的行政承诺有
了新的认识，而这个新的认识与原来承诺作出时的主观认知是相反的 。反之，在行政承诺不反悔的话语
中，行政主体对行政承诺的认知在该承诺作出时与该承诺作出后是一致的 ，即都认同这个承诺的相关内
容。然而，行政主体对行政承诺的态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也常常存在
履行不高兴承诺的情况，即行政主体履行行政承诺与主观认同行政承诺并不一定绝对地对应 。 而对于
行政法治的精神而言，所关注的并不在行政主体对行政承诺的后期态度 ，而是其客观行为。行政主体对
于已经作出的行政承诺可能会采取下列行为方式 ： 一是作出某一行政承诺时，因主观认知的变化而不将
承诺的内容予以兑现，导致这个承诺只有客观外形而无客观上的实质要件 。 二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承诺
履行过程中，由于主观认知的变化而中止了承诺的进一步履行 。在行政承诺履行中止中，行政主体只兑
现了行政承诺中的部分义务，而没有兑现全部义务。反过来说，行政相对人只接受了行政主体的一部分
行为，而没有机会接受全部行为。三是行政承诺履行完毕后，行政主体由于态度的变化，而要恢复到行
政承诺没有履行前的状态，或以其他方式改换原来履行时的义务 ，将履行时的义务状态变为权利状态。
显然，行政承诺不反悔是对上列三种行为状态的否定 ，即是说，行政主体与行政承诺之间一要着手或打
算履行行政承诺中的义务。二要不作停止承诺内容的表现。行政主体对于行政承诺的内容要不折不扣
地予以实施，而不能只实施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个部分。三是行政承诺一旦实现后，这个承诺的法律
状态就已经结束，不能以任何理由再捡起，尤其不能将已经完成的承诺内容进行倒置性处理。 说到底，
行政承诺不反悔是对法律行为而言的 ，至于行政主体心理上对行政承诺的态度不是不反悔关注的焦点 ，
因为，如果我们从心理机制上对行政承诺不反悔作出概念界定的话 ，就违背了有关法律行为客观性的理
论，这要求读者必须从行为机制上而非心理机制上领会反悔的概念 。
第三，行政相对人受益了承诺的内容。行政承诺若放在较大的视野考察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
关系的复合体，即其涉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 、行政主体与利益关系人的关系、行政主体与国
家政权体系的关系等。这种复杂的关系形式使行政承诺与多方主体的利益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行政承
诺的直接对象是行政相对人，因此，这中间的直接主体便是行政相对人，其是行政承诺的直接受益者。
与行政相对人关联的是利害关系人 ，所谓利害关系人是指与承诺内容关联的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公民 、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他们中有些从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承诺中间接受益 ，有些则间接受害。由于行政
主体的行政承诺背后还涉及国家利益 ，这就使整个行政承诺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而这种复杂的
利益关系会对行政主体的承诺行为在履行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某一行政承诺履行时，其他利害关
系人因利益受损而提出异议，或者行政主体履行以后发现会对国家利益或某种公共利益造成侵害 ，便有
可能在承诺履行中调整相应的利益关系 。笔者认为，行政承诺不反悔中，利益关系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
衡量指标，即必须根据谁受益而判定行政承诺履行的情况 。也许，行政承诺作出后由于一些内外在原因
可能使承诺内容对第三方不利，行政主体从平衡权益关系出发而降低承诺内容中行政相对人受益的量 ，
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该行政承诺不反悔 ，而可以说行政主体反悔了这个承诺 。深而论之，行政承诺的内
容之受益者是行政相对人，而且其确确实实受益了这个承诺，行政主体将受益对象调整为其他主体，那
么，这个行政承诺就处于反悔状态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相对人受益行政承诺的内容是衡量行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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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不反悔的基本要件之一。
二、行政承诺不反悔的阻滞因素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行政承诺有行政执法中的承诺和行政管理中的承诺之分 ，前者有较为严格的法
律前提和具体的法律规定，如《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中承诺的规定①。 后者则是行政主体根据行政
管理的需要通过行政职权自由裁量之 ，其就法律规则而言是相对松弛的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存在于
执法中的行政承诺相对较少，而存在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承诺则相对较多 。即是说，我国绝大多数行政
承诺都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该领域的承诺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法律规范 ，这便导致这个
范畴的承诺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用反悔与不反悔来分析的话 ，那么，就可以说存在于行政管理
领域中的行政承诺是最易反悔的 。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权的行使中行政主体有非常高的行政权威 ，这个
行政权威使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使或存在于法律规范和法律典则之内 ，或存在于法律规范和法律典则之
外。客观上讲，行政主体的绝大多数行政管理行为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不仅行政主体的
内部管理如此，行政主体的外部行政管理也是如此 。我们以某区人民政府某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
其中就有这样一段内容： “大力提升城镇管理水平。综合推进规划管理、市容管理，切实加强城镇维护，
确保城镇运行规范、整洁、有序。严格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加快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管理和执
法，依法、有力、有效推进动拆迁，加大对违法建筑的整治力度，充分发挥规划对城市建设的调控 、引导作
用。大力推进市容环境综合管理，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建立和完善发现及时、处置快速、解决有效、监
督有力的长效机制，探索建立城市综合管理联动机制。针对重点地区、重点路段，加大市容市貌专项整
［1］
治和执法力度，大力治理市容顽症，进一步改善市容环境。” 这些内容是重大的政府行政决策，但其中
究竟有多大层面上的法律依据，我们是不易看出来的，然而，这一段话中却包含了诸项行政承诺的内容 。
毫无疑问，这些承诺从其作出开始就隐藏着难以兑现的情形 。而这些内容和行为过程都体现了行政主
体的高度行政权威。当然，行政主体具有行政权威是行政权行使所必需的 ，但是，一旦这种权威超过必
要限度，行政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有可能是琢磨不定的 ，因为其往往通过既有的行政权威随时改变行政决
定。我国诸多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都有着众多的随时改变行政方案的情形 ，例如，某市决定在一个新
行政区域建一个新型的卫星城，在投入上百亿元后突然中止了原来的决策 ，或者大大放慢了原来决策推
进的步伐，如果我们把原来行政决策中的内容用行政承诺来衡量的话 ，那么，这个承诺显然是处于反悔
状态中的。由此可见，行政承诺的反悔与行政权威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在我国行政权威相对明显的格局
下，行政承诺不反悔的阻滞因素就显得非常多见 。笔者试就目前我国行政承诺不反悔的阻滞因素作如
下分析：
第一，因行政承诺草率而阻滞。行政承诺不反悔的反题是行政承诺的反悔，因此，行政承诺的反悔
也就成了行政承诺不反悔的阻滞因素 ，而这个阻滞因素的第一个便是草率作出的行政承诺。 所谓草率
作出的行政承诺是指行政主体在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某一承诺时对承诺内容实施和实现的背景未作充分
考虑或论证，导致这个承诺的内容在客观上难以按时实现 、难以按质实现、难以按量实现的情形。 在行
政法理论中，由于行政主体考虑不同，而使行为不能实现的状态有： 主体不能，即有关的权益承受主体无
法或者不可以接受行政行为所设权利或义务的状况 ，当然，在行政承诺中主要是所赋予权利的状况，如
行政主体承诺某一行政相对人减免某种行政收费或税收的情形 ，而这个主体在法律上并不具有被减免
的资格，此种情形下该承诺中的主体是错误的 。客体不能，指行政承诺中的权利与义务是虚幻的或者无
法实现的。例如，行政主体向某一行政相对人承诺在某一自然保护区作旅游开发 ，而这个保护区本身是
国家尚未许可的自然保护区，而在这样的保护区内任何旅游开发都是不可以的 。 客体不能是行政承诺
中不能实现的主要情形。标的物不能，指行政承诺所涉及的客观对象是不存在的 ，或者至少不能在这样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公民、
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这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承诺的强调。

4

关保英: 行政承诺不反悔论

的对象上进行某种行为，例如，行政主体承诺将某一公共资源让私人去开发等①。 在行政法治实践中，
上列三个方面的因素都必然导致某一行政承诺的草率 。 草率的行政承诺就承诺本身而言并不是违法
的，即是说，某一行政承诺不能因为草率而导致它对行政相对人的无效性 ，也就是说，行政承诺中的草率
因素并不能否认它的法律效力，或者更深一步讲，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草率承诺中的过错不应当由行
政相对人买单。然而，客观情况是草率作出的行政承诺的确是无法实现或不能实现的 。 即便在行政执
法承诺中，此种草率作出的承诺也是客观存在的 ，例如，行政主体本来答应行政相对人在 10 日内办完行
政许可，但这个 10 日的期限可能无法完成许可事项。无论如何，行政承诺本身的法律属性使草率的承
诺一旦不予兑现就成了行政承诺的反悔 ，即不反悔的阻滞因素②。
第二，因行政政策变迁而阻滞。行政政策是指行政权行使中行政系统高层以及相关的权力主体为
行政过程确立的行为导向，该行为导向常常是明确和清晰的 。具体地讲，行政政策的来源既可能是行政
系统之高层，即行政系统之决策层，例如，我国国务院就处在行政系统之顶端 ，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
议确立的某一时期和某一阶段的行政方略就是行政政策之一种 。又可以是其他主体，如一国执政党也
是行政政策的主要产出者，这既包括中央关于全国的行政政策 ，又包括地方党的领导机构关于地方行政
权行使的政策③。上述政策对于一国行政权行使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它们虽然不是法律，但
常常决定着行政法律实施的走向 。它们不是行政行为，但常常决定着行政行为履行的走向。 在一些时
期或特定情况下，这些政策也可能取代行政法律。我们知道，政策的本质特点在于其灵活性和多变性，
其常常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注入一些新的内容 。可以说，无论是行政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 ，还是行
政法治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法律机制和政策机制共同对行政权的行使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④。 所不同
的是，不同水准的行政法治在政策指导行政权的机理上有不同表现 ，即发达国家政策对行政的作用常以
机制化的形式渗入之⑤，而在行政法治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政策对行政权过程的渗入有序化程度不高。
一旦政策渗入到行政权行使中，那么，行政行为就会在两个轨道上运行，即法律的轨道和政策的轨道。
毫无疑问，只有当政策轨道和法律轨道不一致时 ，政策轨道才有效。 换言之，政策轨道与法律轨道并不
是重合的，而政策的导向作用在此情况下便会改变行政行为运行的轨道 ，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原先作
出的行政承诺就会因为政策的介入而改变 ，这种改变反映到具体的承诺中就有可能是原行政承诺的反
悔。当然，有些行政承诺由于本身在法律典则的严格规制之内 ，反悔的情形不会因政策的介入而出现。
而存在于行政管理中本身以承诺形式为法律效力的承诺便有可能因政策的介入而反悔 ，例如，行政主体
承诺廉租房的改善可能会因房价调整政策而不能实现 。因政策变迁而阻滞行政承诺不反悔的情形在我
国行政法治中是非常多见的。
第三，因行政系统内部变化而阻滞。行政系统内部变化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机构变化和人事变化
以及其他方面的硬件变化。行政系统中的机构设置虽然在行政组织法的机制下具有稳定性 ，但在行政
①

公共资源在现代行政法中是一个基本的规制对象，即是说，行政法自 20 世纪中期以后就调整有关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毫无疑

问，行政主体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理论上讲，公共资源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它的受益主体乃至于经营主体
都是不特定的。正因为如此，《政府采购法》要求在公共资源的经营中必须通过竞争等方式确定相应的主体资格。而在行政法治实践
中，一些行政机关往往出于诸多非理性因素的考虑随意承诺将某种公共资源交给已确定好了的主体经营，而不以法定程序为之。
②

草率承诺无法实现和不能实现中，行政相对人是否有过错、行政相对人是否应当为这个过错买单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能够

证明行政相对人有欺诈行政主体的行为，按常理行政相对人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但就行政承诺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而言，行政相对
人似乎是无须为此买单的。
2012 年
③ 如 2011 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 深圳市 2011 年《关于建设廉洁城市的决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等。
④

正如安德森所言： “某一法令只是赋予某个机构对某些问题采取行动的合法权威，机构的效能和其实现目标的程度，受机构借以

活动的政治环境以及它所拥有的政治支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影响着某一机构如何运用它的处理权和计划的执行。机构存在环境包
含许多力量，它们在此时或彼时对机构的行动发挥着影响。”参见［美］詹姆斯·E． 安德森著： 《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 1990 年
版，第 125 页。
⑤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9·11”以后，美国政府的行政政策对行政权行使的影响。以社会治安的行政执法为例，在

有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政策的导向下，美国社会治安的管理不断强化，而且这种强化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与美国宪法规定的人权保障
原则有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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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实践中，新的机构的产生和组建，旧的机构被撤销以及机构本身的组合并非是个别现象 ，也并非是
偶然现象。例如，我国近年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构建中 ，就撤销了一些行政机构，组建了一些机
构，合并了一些机构等。行政系统中的人事变化更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这包括免职和任职以及撤职
等。上列变化就其固有属性看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变化 ，这个内部变化本来不应当直接影响到行政
系统的外部属性，然而，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每一次的行政系统内部的变化都会或深或浅地影响到外部
行政过程之中。这种影响有时表现为原来行政方略的调整 ，即新的机构和新的行政领导对行政管理和
行政执法传统方式或原来方式的否定 ，而形成新的方式和方略。有时则表现为对原来行政空间的扩展
或缩小，尤其在行政机构被整合的情况下 ，原来的行政空间要么被拓展，要么被缩小，例如，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后，一些机关固有的行政空间就发生了深刻变化①。 有时还表现为对某种重大行政决策的否
定，在行政系统中行政人员变化时此种调整最易发生 。如某市原市长对于实现绿色城市情有独钟 ，在其
任职期间朝着决定市民出门一公里后就必然有城市绿地的目标发展 ，而在新的市长上任以后，原来这个
决策就发生了重大调整，即将原来的绿色城市的理念取而代之以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理念 。 上列内部变
化所导致的外部变化对于已经作出的行政承诺而言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知道，行政主体的行政承诺有
时是一对一的，即一个行政承诺只对应一个行政相对人 ，有时则是一对多的，即一个行政承诺对应多个
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相对人不特定的情形下，承诺虽具有普遍性的战略意义，但承诺的对应方
都较为松散，正是这种松散性为行政主体变化后行政承诺的变化提供了温床 。 一旦行政主体将内部行
政变化延展到行政系统之中，行政承诺不反悔就必然会出现阻滞 。
第四，
因行政承诺受到第三方质疑而阻滞。行政承诺的作出与行政承诺的履行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二
者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得完全不同。就行政承诺的作出而论，其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完全的合
整个过程只有两个参与主体，就是承诺方和被承诺方，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就行政
意下而为之的，
承诺的履行而言，
则是另一种情形，
其是多个社会主体的行为，
与多个社会主体的利益有关联，即是说行政
承诺履行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单一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这其中包括制约行政主体的司法机关和立
包括与行政相对人有关联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这种复杂的关系形式对于行政承诺的履行而言注
法机关，
入了诸多复杂要素。同时，
行政承诺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可以从理论上归入给付行政行为的范畴。
我们知道，
在行政法上给付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法定职责或服务的要求，在特定相对人处于失
业、
年老、
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及其他法定情况下，依照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行政规范的规定，对上述相
［2］
对人无偿提供物质帮助或其他优待的具体行政行为” 。作为给付的行政行为，
行政主体必然是以国家资
甚至一些特定社会主体的资源为代价的，
例如，
行政系统在公共绿地建设的行政承诺中，
就
源或公共资源，

有可能以公共土地价值的转换为代价。进一步讲，行政承诺在作出时行政主体可能还没有能力对相关的
利益分配以及利益分配后的结果予以考虑，
但是，
进入行政承诺的履行阶段，这些问题就有可能暴露出来。
或者利益关系人由于承诺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而质疑原来的承诺关系，或者制约行政主体的其他国家机关
质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承诺关系，一旦这样的质疑出现，它就有可能成为阻滞原来承诺履行的因
行政主体完全可以对一些质疑不予考虑，继续兑现原来承诺的内容，但是这只是预期情况中的
素。当然，
一种。即是说，
第三方对行政承诺的质疑常常会成为一个诱因，
进一步导致行政主体反悔原来的承诺。我
国行政法治实践中，
因第三方质疑而使某一承诺中止的情况并不少见。
三、行政承诺不反悔的法律对策
行政承诺不反悔在行政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对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给予关注。在行政法治
实践中，一个行政承诺也许具有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分 ，但承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除非这
种承诺本身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恶意串通下为之的 。也就是说，行政承诺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①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对行政职权的一种整合，在整合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权力有所剥离，而新组建的机关则行使了若干机

关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其行政空间上，包括行政事态空间、行政地域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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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行政承诺反悔的当然理由 ，若某一行政承诺确实存在不合理性 ，可以由行政机关对这种不合理
性买单，但要对承诺进行变更则必须通过法律程序为之 ，并将其中因不合理调整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
失以其他方式予以弥补。深而论之，行政承诺不反悔是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行政法命题 ，这个命题的法
律价值可以由下列诸点予以佐证 ： 其一，树立行政公信力的价值。行政公信力是指行政系统以及行政主
体本身以及它的行为方式被公众认同的状态 。即是说，行政系统自身有较高的威信，其行为方式亦得到
公众的普遍认同，其就是有公信力的。反之，其存在本身就受到其他社会主体的质疑，其行政方式也常
常被行政相对人诟病，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行政主体的公信力是较差的 。行政承诺的反悔与否是行政公
信力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一个行政主体能够在行政过程中长期信守诺言 ，毫无疑问，这样的行政主体
就会不断博得公众的信任。而当行政主体今日反悔自己的承诺 ，明日反悔自己的承诺时，其就不再有公
信力。应当指出，我国行政主体的普遍公信力是比较低的 ①，而且在诸多方面公众已对行政过程产生了
巨大的失望。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从行政承诺不反悔这一并不太大的事情做起 ，行政公信力的树立也就
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其二，保证行政立法权威的价值。毫无疑问，不论在何种政权体制之下，行政权的
运行都必然存在于法内和法外两种机制之下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行政过程不可能单单从法律的视
角进行描述。存在许多任务（ 如预算、协调和计划 ） ，对此，法律并不是首要的考虑。 执行机构的创设，
和文官领域的许多发展一样，一直就没有得到立法的授权，而是被看作实质上属于各部管理的一种形
式。许多政治家和行政人员倾向于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待法律 ，把它当作一种实现社会或经济政
策的手段。在诸如税收这种政府领域，详细的规则存在于制定法或解释制定法的司法判决中。 即使这
［3］
样，这些规则也不能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 法内的机制是相对理性化的，而法外的机制中非理性的
成分相对多一些。因此，对于一国而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就必须尽可能将行政权的行使回
归或框定在法律范围之内。行政承诺反悔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法外因素对它的干扰 。 事实上，行政承
诺反悔使行政过程中一大部分行为方式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 ，这样即便我们在行政立法方面做了许多
工作，即便行政立法体制已经基本完善 ，同样不利于树立行政立法权威的价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
立法对行政过程的规制被法外因素的规制所取代 。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承诺不反悔的又一基本价值
是有利于树立行政立法的权威。其三，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价值。 行政法上的承诺往往是行政主体
给行政相对人许诺下的一个义务 ，即是说在整个行政承诺中，行政主体是一个义务主体，而行政相对人
则是一个权利主体。行政主体通过对承诺内容的实施履行了对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行政相对人便从这
个义务履行中受益。进而论之，一旦行政主体作出行政承诺，行政相对人既获得了某种权益，又对这种
权益有了行政法上的正当预期，这是行政承诺行为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最明显的特性之一 ，正是由于行
政相对人与行政承诺的这种深层次的关系 ，就使得一旦行政承诺反悔，行政相对人的损失就要比行政主
体终止其他行政行为的损失要相对大些 ，因为在行政承诺反悔的损失中，行政相对人既有物质上的损
失，又有精神上的损失，尤其是他对行政系统的失望使这种心理创伤难以用一种救济手段来弥合 。 同
时，行政承诺在有些情况下是以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出现的 ，若被行政主体反悔后，行政相对人便无法
用司法途径进行权益救济。故而，可以说行政承诺不反悔具有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价值 。 行政承诺
不反悔的阻滞因素及其上列法律价值决定了对于我国实现全面行政法治而言 ，行政承诺不反悔是至关
重要的，从法律上保障行政承诺不反悔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那么，如何保障行政承诺不反悔呢？ 笔者试
提出下列方面的思路：
第一，行政承诺应当谨慎化。在行政承诺行为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是对等的，这与其
他相关行政行为有一定的区别。我们知道，在有些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的意志力占上风 ，如在行政强制
和行政处罚行为中。在有些行政行为中则是行政相对人的意志力占上风 ，如在行政救助行为、行政物质
帮助行为中，行政主体为一定行为与不为一定行为必须依行政相对人的诉求而为之 ，行政主体在这种行
政行为中的无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行政承诺行为中，既不是行政主体的意志力占上风，也不是行政
① 这也是我国要建立政府诚信体系的原因。近年我国一些地方已经着手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如上海市人民政府 2003 年出台了
《关于加强本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意见》、《上海市 2003—2005 年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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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的意志力占上风，而是在双方对等意志力之下为之的 。在这个对等关系中，行政主体是可以作出
选择的，既可以依据兑现承诺的能力而选择承诺 ，也可以依据兑现承诺的能力选择不予承诺 。就行政主
体具有行政承诺的选择性来讲，其在整个承诺中是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至少具有自身能力的完全控制
力。若每一次的行政承诺行政主体都作很好控制的话 ，那么，行政承诺的反悔也就不会存在。正是由于
行政主体在承诺中的放任态度才会带来承诺履行中的无法实现性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要在行政法
上对行政承诺不反悔进行保障，首先应当强调行政承诺的谨慎化 。在行政法治中，行政承诺的不谨慎作
出常常与行政主体拍脑袋和拍胸脯的两个行为方式有关 ，一些行为主体不对所承诺的事项进行调查研
究，便轻易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表态。当然，若我们把原因深层追究一下的话，便可以说行政主体这样做
时常出于攫取行政政绩或其他不良的主观动机 。行政承诺的谨慎化要求行政主体既不要为行政相对人
拍脑袋，也不要为行政相对人拍胸脯，而是比较严格地处理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关系 。为了控制行政
主体不经过论证和调研的行政行为发生 ，一些国家的行政法制度中设置了谨慎条款 ，还有一些国家制定
了专门的行政行为谨慎法。这样的法律典则在调整行政主体其他行政行为的同时 ，也对行政承诺的谨
慎化作了规定。目前我国行政法中关于行政行为谨慎化的规范还是一个空白 ，我们既可以在相关的行
政程序法典中作出这样的规定，也可以通过制定单一的行政法典对行政承诺中的谨慎化予以规定 。
第二，行政承诺应当制度化。行政承诺既发生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中 ，又发生于一般意义的行政管理
行为之中，因此行政承诺较之行政法上的其他行政行为都要复杂一些 。一方面，行政承诺会以具体行政
行为的形式出现，当行政承诺对象单一、主体单一、内容单一时，其就是一个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尤其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承诺更是一个附着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即它附着于一个主行政行为之中 ，是一个主行
政行为的从行政行为。显然，在行政执法中的承诺还不能完全包容承诺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属性 ，即是说
作为单独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现的行政承诺在行政管理行为中同样是存在的 ①。 另一方面，行政承诺还
会以抽象行政行为的形式出现，当行政承诺对象相对模糊时，承诺行为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属性就要明
显一些。例如，行政主体在自己所辖行政区域内 ，向行政相对人承诺提高公共福利的行为，就更接近于
抽象行政行为，因为在这个行为中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 。也许，正是由于行政承诺的这种复合属性，我
国学界没有针对行政承诺进行相应的理论构建 ，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也没有针对行政承诺进行相应的制
度构建。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承诺的本质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权行使中的相互
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进入国家行政权力行使领域就应当是一种法律关系 ，而非抽象意义上的行政关系。
客观实践中行政承诺关系也与行政法关系是重合的 ，无论关系主体、关系客体，还是关系运行中的实在
逻辑，都难以从法律关系的理论构建中剥离出去 。我们肯定了行政承诺行政法关系的性质以后 ，对承诺
行为以及因这个行为而引起的法律关系进行制度构建就是理所当然的 。 换言之，我们应当在行政法典
则中肯定行政承诺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 ，甚至将其上升为行政法上的一种制度 ，使行政
承诺依相关的制度规则而为之。
第三，行政承诺应当契约化。行政承诺的理念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在这个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基本
的曲线是行政调控方式由刚性而柔性 ，由强迫而自愿。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法理论中最早的理
论范式是“红灯理论”，所谓红灯理论就是指行政法通过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使其在面对公众生活时立
即刹车，将公与私予以严格区分，并使它们在两种运行逻辑之下运行之。 后来该理论被放弃，而换之以
“绿灯理论”，该理论主张行政主体对于公众生活的介入是无条件的 ，尤其在现代福利国家之中，只有允
许行政主体无条件地介入公众生活 ，其才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在绿灯理论之下，
公共权力范畴与私人权利范畴不再有原来的绝对性 。同时，行政主体在绿灯理论之下也可以有更多更
［4］

大的作为。后来还出现了相对折中的“黄灯理论”等

。现代一些发达法治国家则更喜欢契约理论 ，正

如英国学者所描述的： “自 1979 年以来，连续几届保守党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创新 ，转变了我们所谓
①

通常情况下，当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尤其在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作的承诺都具有附着性，而当行政机关在相对抽象的意

义上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所作的承诺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例如，一些环境保护部门常常会作出在特定时间内改善某种环境的承诺
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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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国家’的角色定位； 而保守党政府所提出的政策创新，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在公共部门中以不
同形式适用的契约理念和预期……所有这些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导致政府履行职责的方式发生许
多重大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制定政策的总体责任虽然仍属中央或地方政府 ，但是一部分行政结构出现
［5］
了授权产生的执行机关身份。” 虽然契约本身是非常古老的，但将契约的精神拓展至行政法中来则是
一个新的思路。一则，契约的介入使行政法中“公”和“私 ”的界限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也无须作出像
以前那样清晰分辨之必要。二则，契约的介入使行政法调控模式由原来的强制主义变成了协同主义 ，这
样的协调既使行政相对人得到了巨大的心理满足 ，又使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使不再像以前那样难看。 笔
者认为，行政法上契约理论的出现对于行政承诺而言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即是说我们可以用契约精神调
适行政承诺。就目前而论，尽管行政承诺表现出了行政主体对待行政相对人积极性的一面 ，但从承诺不
能完全兑现或不兑现的角度讲，承诺仍然是在行政权强势的情况下作出的 ，在行政法治实践中，一些行
政主体撕毁行政承诺也像作出行政承诺一样简单 ，这样便使行政承诺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而不具有改
换行政法治的实质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承诺应当以契约的形式出现 ，一个承诺中，
主体双方是通过契约的文本联系在一起的 ，该契约中除了写明行政主体所承诺的义务以外 ，还有相应的
追责条款。至于这种契约是否要严格框定在公法契约的范围之内则是可以考虑的 。 换言之，我们完全
可以用私法契约的模式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承诺中连结起来 。
第四，行政承诺应当可诉化。行政承诺关系的形成无疑是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进行的 ，至少对于大
多数行政承诺而言是如此①。这种宽松的氛围可能会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行政承诺即使没有完全兑现
也不会给双方主体造成什么不良后果 ，也许会有人认为在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承诺时 ，行政相对人中的一
些可能会一笑了之。笔者注意到，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确实有一些没有兑现的行政承诺公众一笑了
之的情形，如果某市政府向市民承诺在数年内建成国际大都市的承诺 ，数年后，这个城市距国际大都市
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公众对于这个承诺往往不会太当真 。但是，在笔者看来，行政承诺无论如何都应当
是一个行政法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出这个承诺的一方是公共权力的代表者 ，其作出承诺的行
为是一种政府行为，乃至于国家行为，而非某个社会个体的行为。如果我们否定了行政承诺正式法律性
质的论断，那么，任何一次的行政承诺一旦因某种原因而阻滞 ，一旦被行政主体反悔，行政相对人就不能
对这种反悔无能为力，相关的权力主体也不能将这种反悔视为正当 。若深一层论之，行政承诺若被行政
主体反悔，行政相对人就应当有行使诉权的机会 。在目前的行政法制度中，绝大多数行政承诺的反悔公
众并无行使诉权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行政主体的承诺既可以这样为之 ，也可以那样为之，承
诺中的内容既可以予以兑现，又可以不予以兑现。这样的状况所反映出来的仍然是行政权力的强大性
和无原则性，而且行政承诺会作为行政主体忽悠行政相对人和其他权力主体的一个东西 。总之，在行政
相对人不能对反悔的行政许可说不 ，或者不能将这种反悔交给第三方公断时 ，行政承诺对整个行政法治
的危害、对行政公信力的危害会超过所有不当行政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行政承诺没有兑现或只部分
兑现时，行政相对人便享有相应的诉权。 当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范围作了严格规
定，依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承诺反悔后其中的某一部分无法进入诉讼状态 。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
并不难解决，我们可以用现代契约的起诉方式构建行政承诺反悔中行政相对人的诉权 ，即用私法原理处
理相对人与承诺主体的关系。在行政承诺由公法关系转入私法关系以后 ，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就不再有
障碍了，因为这时普通的诉讼制度就能够对此予以调整 。
四、行政承诺不反悔与行政法治新进路
行政承诺不反悔与行政法治的关系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知道，仅就行政承诺不反悔这个命题来
①

行政承诺从深层次讲与行政诚信（ 无论是作为理论层面上的，还是制度层面上的行政诚信）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质而言之，如

果没有行政诚信理论的支撑，行政承诺就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承诺应当是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氛围中
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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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是一个自律性的命题，所谓自律性是指行政承诺反悔与不反悔实质上所依靠的是一个自律机制 ，
就是行政主体与行政公职人员通过良知和相关的道德因素对其进行约束的机制 ，这个机制在现代行政
权的行使中是非常必要的。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我国行政权和其他国家权力行使中的重要约束机制 。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不能认为，行政承诺不反悔就是一个行政法治中的实在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行政主体和行政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中即使出现了反悔 ，他也不当然地构成不法行政的问题。 此点也
使行政承诺反悔一旦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 ，行政相对人也不一定有非常有效的手段对其进行救济 。
基于此，我们认为，行政承诺不反悔无论如何都必须和行政法治联系在一起 ，不能游离于行政法治之外。
然而，行政承诺不反悔究竟如何与行政法治联系在一起 ，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定意义上讲，也
是一个具有高难度的行政法治问题 。换言之，行政承诺不反悔从表层看，是一个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和
公职人员的行为问题，但是，这个行为问题远远超越了行政行为的范畴 ，它可以成为现代行政法治中的
一个新问题，可以带来现代行政法治在某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我们知道，现代行政法治是一个动态的发
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下列若干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一是行政法规范行政权的方式朝着
多元进路发展。例如，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行政法仅仅允许行政主体扮演“守夜人 ”的角色，当国家
形态发生变化进入民主国家或者福利国家以后 ，行政主体除了承担“守夜人 ”还要进行一定政府管制，
还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行政救助在现代法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就是例证 。 二是行政法规范行政权
的技术越来越考究。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行政法对行政主体的要求往往是非此即彼 ，其通过对职权
的明晰界定使行政主体的行为和行为方式非此即彼 。而后来因为赋予行政系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
政法不再强调非此即彼的控制方式 ，而通过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约规范行政执法和行政行为 ，近几年
相应的道德准则、技术准则等都是行政法规范行政权的重要方式 。三是行政法中的制度形态越来越多 。
在传统行政法中，严格的行政组织制度、程序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是行政法的主要制度板块。 然而近
年行政法中出现诸多新的制度形态 ，例如行政合同、行政给付等，都说明行政法治是随着行政权以及现
代社会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这一点使我们通过行政承诺不反悔来对我国行政法治的新进路进行
构设有了充分的理由和信心。在笔者看来，下列若干方面可以被视为是行政承诺不反悔对我国行政法
治发展方向的助动：
第一，关于行政诚信制度的建设问题。笔者曾撰文对我国制定行政诚信法的问题进行过研究 ，指出
行政诚信在我国进行构建既是必要的又是有内容的 。近年，我国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中采取了诸多
措施，我们既提倡在民间建立社会诚信体系 ，也强调在政府行政系统建立诚信机制 。对于我国的政府行
政系统而言，诚信体系显得更加必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行政权向来都是一种相对强势的国家
权力，这种相对强势的国家权力尽管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具有一定优势 ，但同时也常常存在政策乃至行政
决定朝令夕改的状况。也许行政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其政策和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是合理的 ，但对于
行政相对人和社会系统而言，行政系统政策的频繁变化会使行政相对人失去正当预期 ，进而在他们的内
心深处便会产生行政主体不讲诚信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行政承诺反悔当然是不诚信的表现，而行政承
诺不反悔则是政府诚信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由行政承诺不反悔出发构建行政主体诚信体系是一个
事半功倍的事情。那么，行政诚信制度究竟如何构建？ 笔者认为： “各国在确立行政诚信原则时不外乎
两种方式： 一是规定在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典中 ，二是用单行法律规范来规定。在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还不能出台的情况下，制定有关行政诚信的单行法律规范就是一个非常适时的立法选择 。 我国行政诚
信法应体现有关行政道德的规则、有关执法承诺的规则、有关积极行政的规则、有关诚信责任的规
［6］
则。” 行政诚信对于现代行政法治而言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在现代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诚信是行政程
序法的立法价值和新的行政法治发展进路 。因此，我国行政诚信的建设应当是系统的、成体系的，并应
当突显其在整个行政法治中的地位 。
第二，关于政绩工程的控制问题。笔者此处所讲的政绩工程是指行政系统尤其一些行政机构或者
行政首长在任职期间人为地动用公共资源并刻意形成某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行政工程 。由于这些工程
和日常的行政管理相比具有集中性 、大规模性、较大的社会影响性等，常常被人们冠以行政政绩的名称 。
在我国较低层次的行政系统中，一些行政主体和行政首长非常乐于营造某种政绩工程 。 有些政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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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城市所实行的文明城市的建设工程 ； 有些工程属于文化性的，例如近年多地都出
现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决策 ； 绝大多数则是经济性的，例如大型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工程、大型
投资项目的建设工程等。所有这些政绩工程都有这样的特点 ： 一是具有短期行为性。即是说，当这些行
政主体在推进这样的工程时，并不考虑它的长期效应，常常脱离主客观条件而人为地促使该项决策的形
成。二是大规模性。凡构成政绩工程都必然动用诸多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 ，对于一些行政主体和行政
首长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这些工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而不是这些工程本身的效用 。 三是主观性。 我
们知道，行政决策所动用的是公共资源，所产生的效果也往往会影响到公共利益 ，正因为如此，在法治发
达国家有关较大的公共工程决策的作出都必须严格地以行政程序法为之 ，包括对这个决策的论证程序，
甚至包括对这个决策的民主表决程序等 。但是，我国行政系统所构筑的这些政绩工程绝大多数是主观
的，形象地讲就是拍脑子工程。上列三个方面使政绩工程既涉及大量的公共资源 ，又缺乏可靠性。而且
绝大多数这样的工程大大加大了社会公众的负担 。我们要说的是，当行政主体在推行这样的政绩工程
时，他对公众是作出承诺的，显然这样的承诺是难以兑现的。由于其不可兑现性，便在公众心中产生了
行政承诺反悔现象①。基于此，行政承诺不反悔对行政法治中的又一个影响就是要人为地控制政绩工
程。
第三，关于公务义务履行中的行政道德问题 。 上列已经指出，行政承诺不反悔是一个自我约束问
题，说到底它是存在于行政公职人员中的一种心理机制问题 ，对于这样的心理机制而言，通过道德进行
规范是非常有效的。当然，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往往将道德的东西通过立法转化为法律的东西 。1978 年
美国就制定了《美国政府道德法 》，该法制定的大背景是水门事件后公众对总统以及政府部门的不信
任，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政府不诚信和不道德的存在导致了政府道德法的出台 。该法要求政府行政系统
及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把遵守道德作为一项行政义务。 笔者注意到，美国政府道德法制定
后，大大规范了政府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 ，大大提升了政府行政系统的诚信度 。行政承诺一旦
反悔就意味着政府行政系统和公职人员在公众心目中丧失了道德价值 。 因此，行政承诺不反悔的约束
机制可以由纯粹的道德规范而渗入到法律规范中 。其实我国已在有关公务员义务的立法中确立了公务
员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范畴，不久前中共中央颁布的八条规定和国务院制定的有关新的行为准则也包
含了这样的道德准则。在笔者看来，美国政府道德作为单一法典的立法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行政
法典在长期的立法过程中走的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道路 ，尤其在程序法典的制定中更加强调这
一点。所以，我们制定一个行政系统或者公务员的道德性法典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 这是行政承诺不
反悔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另一个新进路影响 。
第四，关于行政法的泛私法化问题。在法治传统中，公法与私法似乎是泾渭分明的，即是说，凡调整
公权关系的或者纵向权力行使关系的法律规范被认为是公法 ，反之，凡调整私权关系或者横向权利关系
的法律典则被认为是私法。从理论上讲，这似乎没有争议，似乎不存在界限上的模糊性，然而，在现代行
政法治中，公法和私法的关系则具有一定的交织性，正如姜明安教授所指出的： “西方现代行政和行政
［7］

法则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公私不分，公中有私，私中有公。” 这个描述比较形象地反映了现代行政法治
中私法广泛渗入的问题。所谓私法对行政法的广泛渗入是指原调整民事关系的相关法律准则现在越来
越多地进入行政法领域，或者成了行政法的一个原则，或者成了具体的行政法规则，或者以一种制度形
态存在于行政法治体系之中。我们知道，诚实信用本是民法的最基本的原则，然而，该原则现在也成了
2004 年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就将这个原则确立了下
我国行政法的原则之一，
①

政绩工程或者形象工程在我国行政系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应当深入探讨政绩工程在我国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政绩工程在

我国的产生可能有下列原因： 一是我国行政系统中行政首长和相关公职人员的遴选机制大多是自上而下运行的，即是说广大公众对行
政公职人员的决定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这样，便必然产生公职人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样的心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愿
意做点儿在他看来有影响的事而不是平实的事让决定他前途的上方看看。二是我国行政首长实行严格的任期制，由于我国没有将公务
员分成政务类和事务类，导致所有公务员都实行任期制，毫无疑问，公务员乃至行政首长在任期有限的情况下，常常乐意在他任期内多
做点事，这种心态并非不当，但它产生的效果就有可能带来政绩工程的效果。当然，我国的行政传统、长期在行政管理中形成的一些不
正当观念也是政绩工程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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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中谈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时强调： “诚实守信。 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 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
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 ，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
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还如行政合同在我国行政法的诸多领域被广泛运用，当然，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向就是行政系统将行政管理中的一些职权通过外包的方式交由个人或者私人组织实
施，而这个外包行为也是由私法的精神产生出来的 。私法建立的基础是两个相互平等的主体以及平等
主体相互信任的理念，行政承诺不反悔事实上就是要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
系形式，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形式。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泛私法化既可以作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
趋势之一，又可以将其视作由行政承诺不反悔所推导出来的一个行政法治新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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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o Ｒegret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
Guan Baoying
（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
Abstract：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during the exerci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including the commitment in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nd the commitment i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contrast，the latter is more than the former，namely，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 is in the field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ince there is no strict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norms，resulting in the category of commitments easy to change and pull back，this will influence the building of the administrative credibility，and damage th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lative person． Therefore，it is inevitable to ensure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 not to regret by law． We
think the administrative subject should be cautious in making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 while administrative
promise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agreeable and actionable． We should build systemic government credit set
up in the administrative nomocracy in China．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commitments； no regret； the means of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cred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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