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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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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地方立法存在缺乏必要性、具体性、越权严重、冲突
广泛、操作性差等问题； 这些问题导致大量立法资源被浪费 ，不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统
一、法律作用的实现，法律适用无所适从、地方保护主义合法化。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地方
立法目的不当、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欠缺、地方立法主体观念滞后、立法依据不明、相应的国家机关怠于
履行立法监督职责。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出路在于端正立法目的 、更新立法观念、实行立法专业化、明
确地方立法依据、强化立法监督责任，建立地方立法“良法”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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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包括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和地方行政机关的立法 。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源于宪法和组
织法及立法法的规定。近年来，地方立法被广泛运用，并保持着上升势头，其逐年递增的比率远远大于
中央立法。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地方立法存在诸多问题。
一、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宪法和法律虽然对地方立法基本问题做了规定 ，但从立法现状来看，地方立法实行的状况并不如人
意，地方立法尚存在许多问题。
（ 一） 地方立法缺乏必要性
并非所有的事务都需要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笔者认为，地方立法的必要性包括地
方性和具体性。
1． 地方立法缺乏地方性。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习惯需要不同于全国统一实施
的法律制度； 不同的地理、气候要求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处理这些特殊事务 ； 特定地区的特定政治、经济
文化制度要求地方立法机关享有自主性立法解决地方特定政治 、经济文化问题。 面对中国各地的具体
情况，在中央立法完成之后，各地还应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富有地方特色的地方立法 ，确保中央
立法在地方得以实现。因此，地方性是地方立法的灵魂，没有地方性的地方立法是无谓的立法 。
关于地方立法的地方性，有学者已经进行了阐述： 地方立法能充分体现本地经济水平 、地理资源、历
史传统、法制环境、人文背景、民情风俗等状况，适合本地实际。在突出地方立法针对性的同时，应将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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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性、创新性和自主性同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 就执行性地方立法而言，地方性指的是把中
央立法和地方特定条件结合起来予以立法 ； 就创新性地方立法而言，地方性指的是该地方存在适应地方

创新立法的条件； 就自主性地方立法而言，地方性指的是解决地方性特殊问题。 因此，地方性是地方立
法的前提条件。
遗憾的是，我国的地方立法缺乏地方立法的灵魂性条件 ，一些不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地方也纷纷进行
地方立法，为立法而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 例如： 就行政首长出庭制度而言，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
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 》（ 国发〔2004〕10 号 ） 。 为了落实该文件精神，湖北省政府
2006 年出台了《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鄂政发〔2006〕38 号 ］。 随后，湖北省公安
厅于 2007 年作出《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湖北省劳动保障厅于 2007 年颁布实施
了《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综合试点实施方案 》，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了
《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明确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职责的通知 》等文
件； 鄂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和《鄂州市行政机关首长出庭
应诉暂行办法》； 黄冈市人民政府作出了《黄冈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
（ 黄政发〔2007〕12 号） 、咸宁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1 月颁布了《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
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 咸政发〔2007〕3 号 ） 、钟祥市人民政府于 2007 年 4 月颁布了《钟祥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 》； 荆门市掇刀区政府制定《行政机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暂行办
法》、竹山县政府发布了《县政府关于印发行政机关首长行政诉讼出庭应诉规定的通知 》等，这些地方性
规章、决定都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甚至区政府都做出相同或
相近的规定。事实上，湖北省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只要各级行政机关按照
国务院的规定予以执行就行了 。这种缺乏地方性盲目立法的地方立法实在是没有必要 。
2． 地方立法缺乏具体性。
地方性立法缺乏具体性主要表现在执行性地方立法 。由于中央立法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因此地方
立法应当将这种普遍性和概括性具体化 ，使地方立法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我国地方立法却缺乏这种特
性。这种具体性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对上位法的重复方面 。 例如： 广东作为“侨乡 ”，其地方性
法规、规章在保护侨民利益方面应该非常完善 、具体，为此笔者专门对《广东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
办法》（ 以下简称《广东实施办法 》） 与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
（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进行了比较。非常遗憾的是，《广东实施办法 》缺乏具体性。《广东实施办法 》
第六条第二款规定： “归侨、侨眷依法组织的社会团体开展合法的社会活动 ，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
和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归侨、侨眷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拥有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侵占或损毁。”该款与《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三款基本相同。《广东实施办法 》第十条规定： 归侨、侨
眷私有房屋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归侨、侨眷业权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任何单位或个
人不得侵犯。该条与《实施办法》第十一条基本上没有区别。 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对劳动保障
监察制度的保护应该非常到位。为此笔者又专门比较了《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 2005） 与国务院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004） ，情况也不容乐观。《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之间对管辖有争议的 ，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管辖。”这一
规定与国务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是相同的。
这些情况并非 个 案，“据 从 事 立 法 工 作 的 人 估 测，地 方 立 法 重 复 中 央 立 法 者，约 占 地 方 立 法 的
［2］
70% — 90% ”
。地方立法在于通过具体性落实上位法，应在便于操作上下功夫。 地方立法的重复立

法使地方立法丧失了，从而使地方立法完全没有必要。
（ 二） 地方立法越权严重
中央和地方立法的权限宪法和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清楚 。但是地方立法机关僭越中央立法机关的立
法权不乏其例。1984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福建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暂行条例 》第五条规定： “阻挠女学
龄儿童入学的父母（ 抚养人） ，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按虐待妇女、儿童罪论处。”2000 年 12 月，北京市第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 “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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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地方性法规、规章直接对犯罪和刑罚、民事基本制度予以规定，显然立法超越了地方立法权
限，僭越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权 。
（ 三） 地方立法冲突广泛
法制统一是社会主义法制观的核心 。实现法制统一，地方国家立法机关要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 。
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地方性规章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上级行政规章相抵触。 但是由于
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地方立法冲突的现象比较普遍，诸如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地方立法与地方
立法相冲突，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法的精神相悖不乏其例。
1． 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冲突。
尽管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性规章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但是地方性规章违反法律的现象并不新鲜 。
《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种子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 。 按照该条
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可以按照市场价。《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 已废止 ） 第三十六条规定：
“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统一价格政策，不得任意提价，省没有规定统一价格的种子，由市
（ 地） 、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共同商定。”即关于种子经营价格应执行政府定价。 河南省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认为《种子条例 》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种子法 》
的规定相冲突，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精神 ，作出了适用上位法———《种子法 》的判决，从而引起
了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冲突不乏其例，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2． 地方性规章与地方性法规冲突。
除了地方性法规与法律相冲突外 ，地方性行政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例如
山东省政府发布的《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其属于 1000 亩以上 3000 亩以下的海域使
用项目，“须经市（ 地）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市（ 地） 人民政府 （ 行署 ） 审批 ”。 而按青岛市
人大常委会《青岛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的规定，其应属于 2000 亩以下的其他海域使用项目，“应当向
当地海域使用主管部门提出审请 ，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海域使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 即在青
岛地区 1000 亩以上 2000 亩以下的海域使用项目上，《规定》要求其审批须经青岛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审查意见，报青岛市政府批准。 而《条例 》要求其向县或区海域使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县或区
人民政府审批，并报青岛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政府的行政规章与地级市的地方性法规相互
冲突。
3． 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 。
2003 年，广州东悦居业主发现住宅维修资金账户是空的 ，于是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该物业开发商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缴纳欠缴的专项维修资金 190 万元。1998 年《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
十二条规定，物业管理维修基金，由物业建设单位按物业总投资的 2% 向业主委员会移交管理权的时
候，一次性拨给业主委员会。根据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业主认为维修基金应该由开发商来交。 而
被告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维修基金应该由业主来交 ，其依据是建设部 1999 年实行的《住宅
共同部位、共同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 》。 按照该办法，商品房销售的时候，购房者与购房单位应该签
订维修基金缴纳的约定，按照购房款的 2% —3% 的比例向售房单位交纳维修基金。 广东省的条例和建
设部的管理办法，两个管理规定是明显矛盾的。
4． 多重复杂冲突。
2005 年 6 月 24 日黑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根据《母婴保健法》（ 1995 年） 修订的《黑龙江省母婴保
健条例》规定： “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即该条例保留了《母婴保健法》的婚前医
学检查制度。但是 2003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并未要求结婚登记的
当事人必须提供医学检查证明，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发生冲突，这样《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 》
因违反其上位法而无效。但是《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立法依据是《母婴保健法》，其做出这样的规
定又是合乎上位法的。但从现有的行为立法规范来讲，无论执法者还是守法者都面临两难的选择。 更
为复杂的是，《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立法依据是《婚姻法 》，这说明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发生冲
突，立法出现多重、复杂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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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地方立法操作性差
落实法律、法规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这就要求地方立法具有针对性，以便于操作。“立法如
果能够考虑并抓住下述因素的一切联系及其相互关系 ，就能达到完善地步。 这些因素就是国家的地理
［3］
位置，领土面积，土壤，气候，居民的气质、天赋、性格和信仰。” 但是我国地方立法缺乏操作性情况比
较严重。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差具体表现在地方立法条款本身表述的含义不清 ，部分规定过于笼统、抽
象、原则，这样的条文一旦进入操作程序就变得模棱两可 。地方立法条款提倡性、号召性、宣示性条款较
多，实质性、具体化条款较少。所设置的制度违背了常理，无法操作，如不适当的超前立法，超出现实承
受能力的立法，不符合一般法理的立法等。
二、地方立法问题的不良后果
立法是有一定的价值目标的，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地方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
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
（ 一） 不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
为了实现特定时期法的价值，在成文法国家里，一般以宪法的形式将法的价值位阶体现出来，并以
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实现。因此，要求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 ，下位法符合上位
法的规定，以法制统一的形式实现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法的价值。 如果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规定，
法的各种形式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的规定 ，则法的价值就不容易实现。上述我国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不
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
（ 二） 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法制统一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任何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应该是结构严谨、内在协调的有机整
体，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言： “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
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为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
［4］
现。” 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 “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
［5］
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 相互冲突的法律肯定称不上“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

彼此矛盾的法律也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服从”。我国宪法也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规定为一项重要原则 。
但是我国现行的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破坏了我国法制的统一。“立法质量与法律权
［6］

威性下降，立法不能与其他法治环节协调统一发展 ，从而有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
（ 三） 不利于法律作用的实现

一般认为，法律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功能。这些法律功能要求法律体系必须整体划一 ，
在规定上协调一致，在适用上结果统一。只有这样，法律于建立时保持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才能便利
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由于法律体系的不统一，必然导致指引作用在指引时指引的道路并不一致 ，在
评价上没有统一的结论，在预测上不可确定，在教育上无可是从，在强制上无法落实。 法制不统一导致
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矛盾，这种相互矛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度，影响法律的
权威性，这样会使人们对法律内在的认同与信仰相互矛盾 、莫衷一是，难以获得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
与服从，从而难以实现法律的应有的作用 。
（ 四） 导致法律适用无所适从
法律冲突使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无所适从。2006 年 9 月，李某等三人搭乘出租车返回住所，因
交通事故造成李某椎体压缩性骨折 ，经鉴定为十级伤残。由于李某与出租车公司在赔偿问题上没能达
成一致，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起诉至苏州工业园区法院，要求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
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令被告出租车公司赔偿李某医疗费 、残疾者生活
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 12 项共计 172138． 79 元。 被告则认为，本起事故属
交通事故，应当按照处理交通事故的专门法律———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处理，按照 14084 元给予两年的赔偿。依据不同的规范性文件，得出的赔偿数目不同。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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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法与非执行性立法的上位法规定相冲突导致法律适用无所适从 。
（ 五） 使地方保护主义合法化
地方立法主要是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设定的立法权 ，故地方立法主要是地方经济立法 ，
诸如吸引外资、土地使用、税收激励、经济合同、技术进口、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等方面。这种立法对本地
区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其消极因素，例如，地方立法有可能使地区封锁、保护地
方利益方面等消极作用合法化，例如，通过地方立法提高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增加行政事业性收
费、对异地投资企业实行双重征税等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珠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研究》一文中认为： “目前大多数市场分割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地方政府制定了大量法规和政策来保
护本地人员、企业，限制外地人员、物品和服务流入，也限制本地的资本流出。”
（ 六） 大量立法资源被浪费
1979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6 日，共有地方性法
在中国人大网中国法律法规信息系统搜索 ，
规、规章 33455 件。其中超过 2000 件以上的有三个省，辽宁省高达 2408 件，广东省 2353 件，山东省
2099 件，超过 1000 件的 12 个省，包括江苏省（ 1767） 、浙江省（ 1438） 、吉林省 （ 1434） 、黑龙江省 （ 1370） 、
河北省（ 1258） 、云南省 （ 1149） 、四川省 （ 1180） 、河南省 （ 1113） 、安徽省 （ 1046） 、贵州省 （ 1044） 、湖北省
（ 1038） 、陕西省（ 1008） ［7］。据统计，
1979—1994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法律文件 16． 9 件
左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地方性法规 209 件左右； 1995—1997 年 6 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平均年制定法律文件 17． 8 件左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地方性法规 662 件左右； 1997 年
7 月—1998 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法律文件 24． 7 件左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
定地方性法规 877 件左右。即： 1994—1997 年 6 月与 1979—1994 年相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
1997 年 7 月—1998 年与 1979—1994 年相比，全国人大及
平均增长约 5% ，地方立法平均增长约 217% ，
其常委会的立法平均增长约 46% ，地方立法平均增长约 324%
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立法资源的大大浪费 。

［8］

。 如此立法一方面容易导致规范之间

三、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成因
地方立法冲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地方立法目的不当
地方立法目的不当首先表现在地方或局部利益保护主义方面 。地方或局部利益保护主义在地方立
法领域表现在地方立法权力寻租 。
“权力寻租是从经济学的寻租理论引申而来的 ，它指国家公务员以掌握的行政权力为筹码 ，向企业
［9］
或个人出租权力，索取高额回扣，获得暴利。” 这里的“权力寻租 ”一般指的是行政执法权寻租。 随着
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寻租”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立法权寻租。 地方立法寻租指的是经济利
益主体通过地方立法或立法代言人介入立法 ，制定带有利益倾向性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的活动。立法更
具有隐蔽性，其以合法的形式掩盖更为严重的、长久的违法事实，使利益主体获得违法行为的特权，因而
［10］
是更高级、更“合法”的非生产性权力寻租 。一些地方立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运用地方立法权
力予以“寻租”。下面以“特权车”扩大来说明权力寻租。
“特权车”出于公务的需要，在特定情况下给予其优先权，便于紧急情况下顺利完成公务。《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免交通行费的车辆范围只包括军队车辆 、武警部队车辆、公安机关车辆、执行
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车辆。 非常遗憾的是，这种车辆免费通
行批准的权力却被地方立法机关运用立法权予以“寻租”。《云南省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免交包交管理
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了包交车辆通行费包括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纪委办公厅使用专
段号牌的车辆，省公安（ 非免费车辆） ，各州（ 市 ） 、县 （ 市、区 ） 公安 （ 非免费车辆 ） 的车辆，路政机构在辖
区内收费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车辆 …… 经省交通主
管部门或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批准的其他车辆。《天津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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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规定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部门“警”字号牌的车辆不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也可以免交过路通行费 ，
经市政府批准减免通行费的其他车辆免交过路通行费 。 类似的“立法寻租 ”并不鲜见。 如各汽车产地
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就十分明显 ： 在天津，街上只让跑夏利车，在上海，只允许桑塔纳车占领出租车市
场，长春的捷达车比其他出租车受到更多的优待 。这些地方立法保护了地方利益，但违背了有关法律的
［11］
平等、公平竞争的精神 。这样的立法目的难以制定出良好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
（ 二） 立法主体立法技术的欠缺

在我国当前的地方立法体制中，地方立法文本往往是由地方人大或政府将本应属于地方人大或政
府法制部门的立法起草职权，委托给相关行业或政府主管部门，由其来直接担任地方立法的起草主体。
这些立法人员是一般的公务员，立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高，加之作为一项工作的完成，有立法的文
件草案即可，立法者的责任心也不强。地方人大代表也非专业人员，其审查通过法律草案时只注重能力
和水平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立法技术的缺陷制约着地方立法的“良”性。
（ 三） 地方立法主体观念滞后
立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实现法的人权保障价值 、社会公平公正价值、保障社会稳定的价值等。但是法
的价值是不平等的，是有位阶的。在立法中如何把握法的价值位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一个技
术问题。目前地方立法大都停留在秩序的价值追求上 ，忽视地方立法的人权保障价值、公平公正价值、
效率价值等。例如在我国的地方性法规中，审批事项所占比例不小。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6 年 12 月到
2001 年 5 月，省级及以下政府和部门大量运用行政审批来对经济 、社会事务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一些省
［12］
级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在 1300 项左右，最多的超过 2200 项 。 事实上这些审批制
度背后的深层次意识在于保障法的秩序价值 。如何保障地方立法能够符合上位法的精神，符合时代的
要求，需要对地方立法有个理性的认识 ，确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立法观念。 恪守传统的习惯、恪守保
护地方利益的思维是不能制定出良好的地方性法规的 。
（ 四） 地方立法抄袭所致
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重复，原因在于地方立法机关的抄袭。抄袭既包括抄袭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
规章，也包括下位地方立法“抄袭”上位地方立法，还包括“抄袭”其他同级别省市的地方立法，有时还可
［13］

以在上位地方立法中发现下位法的影子

。 地方立法抄袭除了抄袭立法内容外，还抄袭地方的形式。

有学者就土地管理法的中央和地方立法对比进行了研究。“在章的设置上，完全照搬上位法结构 （ 结构
安排没有任何创新，创新的章数占上位法章数的百分比为 0） 的地方立法数额占所有地方立法数额 （ 30
件） 的比例为 36． 7% ； 几乎完全照搬上位法结构（ 结构安排上仅有 1 章发生变化，占上位法章数的比例
为 12． 5% ） 的地方立法数额占所有地方立法数额 （ 30 件） 的百分比为 36． 7% ； 两项地方立法之和共占全
［14］
国地方立法总数的 73． 4% 。” 有学者统计，在重庆的地方性法规中，有 15% 是对国家法律作的说明性
［15］
实施办法，既不能创新超越，又不必重复说明，实在没有意义和价值 。

（ 五） 相应的国家机关怠于履行立法监督职责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保障权力良性运转的基础 ，缺乏监督与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腐败与权力寻
租。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 。立法法第八十
八条具体规定了通过撤销的方式行使宪法与法律的监督权 ，并增加了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授权机关的法规、规章的监督权。但是，遗憾的是，这些规定都只是写在纸
上的规定，至今仍然没有一例上级国家机关撤销下级国家机关违法或者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 相应的
国家机关怠于履行立法监督职责是地方立法存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四、地方立法问题的解决
找出了地方立法困境的原因，我们有必要根据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消解因地方立法不良带来
的不利后果。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出路在于端正地方立法目的 、更新地方立法观念、强化地方立法专业
性、明确地方立法依据、强化地方立法监督责任，建立地方立法“良法”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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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端正立法目的、更新立法观念
由于我国地方立法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机关受利益的驱动，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借助制定抽象
行政行为来延伸、扩张其行政职权的现象相当严重 ，地方立法的负效应日益暴露出来，还有一些地方立
法机关立法的目的是完成地方立法任务 。从理论上讲，地方立法机关立法不在于通过地方立法搞地方
保护主义，也不在于地方立法机关完成地方立法任务 ，而应该按照法的价值的要求，通过立法保障人权、
维护秩序、提高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只有端正地方目的，才能解决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地方立
法的“良法”。
（ 二） 强化地方立法专业性
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清理、修改、废止要求立法工作人员不仅要有立法为民的负责态度 ，还要有丰富
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立法技术，有良好的法律素养。立法质量说到底是立法者的素质问题。 立法是一
门科学，很难指望没有立法知识和技术的人员能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议会立法程序中最重要的问
［16］
题是如何确保决定者的素质和如何提供充分的信息以资判断 。” 为此，地方立法机关应该大力提高立
法工作人员的素质。
提高立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最直接、最快的方式是引进人才。 近几年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博士、硕
士毕业生越来越多，各地进行法制建设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多 ，从不同的地方引进具有博士、硕士学位并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是最快的方法 。其次，要组织地方立法的工作人员参加法律专业知识讲座 、坚
持业务学习和研讨，使立法工作人员及时更新法律知识 ，了解相关领域的前沿理论动态，提高立法水平。
提高立法素质还要鼓励现职人员进修 、学习，特别是鼓励这些人员参加全国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进入专业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系统训练 。通过学习深造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既是业务
专家，也是实践专家。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立法工作者是立法机关不可多得的人才 。
（ 三） 明确地方立法依据
地方立法包括执行性立法、创新性立法和自主性立法。不同类型的立法具有不同的良法要求。 执
行性立法因为是执行上位法，因而要求其必须明确其所执行的法律 ，并且具有能体现地方特色、能促使
上位法落实、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立法简明等特征。创新性立法是在国家尚未制定法律
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而先行制定地方性
法规，具有先行先试的特点。这就要求创新性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或政策上的依据 。 自主性地方立法是
地方立法机关根据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就所辖范围内的地方性事务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 所以地
方自主性必须只能就宪法、组织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地方性事务进行立法 ，并不得抵触宪法和上位法的原
则和精神，对地方事务有特别针对性，民族性、与同位阶相关立法协调等。现实立法实践中，对立法依据
没有做出明确的要求，于是为了实现地方利益可以进行没有法律依据的地方立法 ，从而违背了设立地方
立法权的初衷。
（ 四） 强化立法监督机关责任
随着立法法颁布实施以后，享有立法监督权不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包括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
常务委员会、省级政府等。鉴于地方立法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强化立法机关的监督责任，建立相应的
地方立法审查制度，有可能的话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建立抽象行政行为审查制度，通过多方立法审
查制度启动立法审查，确保地方立法“良法”的实现。
（ 五） 建立地方立法“良法”标准
建立制定“良法”机制的方法很多，但确定地方性立法的良法标准是最直接的方法之一 。
地方立法良法标准是指评价、检测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是否是“良法 ”的基本准
则。构建地方性立法良法标准的目的是使地方性立法机关依据立法的“良法 ”标准评价、检测立法成
果，避免立法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制定出优良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使其立法工作有效地达到最佳效果。
因此，构建地方立法良法标准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密切相联 。
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包括提高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的质量及其立法成果的质量两个方面的内
容。具体来讲，提高地方立法质量一是提高地方立法的特色性 。地方立法必须与本民族、本地方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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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和实际需要相结合，不断提高立法的自主性、科学性和适应性，满足本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及地方
事务不断发展的需求。二是提高地方立法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地方立法的现代化水平包括不断提高立
法观念、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现代化程度 。三是把地方立法质量问题与国家整个法治建设的
进程相联系。地方立法受国家立法的指导、制约和保障，因而它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轨迹而孤立地进行，
但它又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自主进行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可以以自己的立法成果为国
家和地方的法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
根据地方行政立法特点所体现的执行性 、自主性和创新性三种功能，我们把地方性立法分为执行
性、自主性和创新性三类。根据地方立法类别建立不同的“良法 ”标准是解决地方立法问题的关键所
在。鉴于本文篇幅的限制和写作的需要 ，有关地方立法的良法标准将另文阐述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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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ocal Legislative Problems in China and Solutions to Them
Zhou Wei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Local legisl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gislation in China． In local legislation，there exist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necessity and specification，serious ultra vires，wide conflict and poor maneuverability，which
led to the waste of large number of legislative resources，and which are not helpful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law，the unity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law，the uncertain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local protectionism． The local legislative problems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improper purposes of local legislation，the lack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 of the legislative body，
the lag of conception of the local legislative body，the un-clarity of legislation basis，the lack of supervising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 solutions to these local legislative problems are to have correct
purpose of legislation，update legislative concepts，implement legislative specialization，make clear the legislative basis，strengthen legislative oversight responsibilities and establish the“good law”standard for local legislation，etc．
Key words： local legislation； legislative problems； legislat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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