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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人大财政监督职能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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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并赋予人大立法权、监督权、重
大事项决定权和任免权的职能。其中，监督权更是起到了约束政府权力的关键性作用，应充分贯彻于预
摘

算的整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人大在进一步完善立法的同时，亟须“一体
两翼”地着力加强预算监督，促进工作重点向强化预算审批职能方面转移，不断提高理财治国能力，推
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与公共财政、良法善治的理念相契相合，顺应关注民生、防治腐败的
时代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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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之中 ，这也意味着权力和财富在
全社会范围的新一轮分配。虽然改革已显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人大权力薄弱等突出问题 ，导致前路一
度陷入“瓶颈”。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亟须加强并落实全国人大① 的法定职权，即在重视立法权的同时，
更加强调人大的监督权、尤其是财政监督权②的实现，促进新形势下人大工作重点的适度转移和人大法
定权能的综合效应，从而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③、纠正不合理的国家权力配置。这不仅顺应了《宪法 》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然定性，而且有利于集中各种社会资源、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并增强国家整体实
力，以更好地实现人民富足、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的治国目标。
一、《宪法》框架中全国人大的双重职能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既享有对基本事项的立法权，又享有监督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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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到基层，我国共有五级人民代表大会，不同层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在组织和职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仅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论述对象，以期对人大体系的权力发挥和治国能力提升有所助益。
全国人大的监督权包括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但因篇幅所限，本文所阐述的监督权（ 包括财政监督权） 主要是围绕
② 严格地说，
着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展开的，暂略去其对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权力行使部分。从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中，也可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人大监督
权的行使状况。
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
③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 “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
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参见“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
报》2012 年 11 月 23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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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权力。根本大法赋予的双重职能奠定了全国人大的宪政品质 ，也决定了其
“一体两翼”的工作目标。
( 一) 作为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
尽管现代国家通常都设有议会，同时设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 ，但由于各国宪法和法律对三
［1］
者之间横向权力关系的安排存在诸多差异 ，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宪政体制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其基本理念和内在逻辑在《宪法 》即有明确的表述。

3 条可见，人民是主权者及国家一切权力的归属者，以选举的方式将全部的国家权力委
从《宪法》第 2、
［2］
托给人大行使，然后再由人大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该制度所强调的“人大至高无上 ”的政权组织形式
不同于西方议会制采用的“三权分立 ”体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治权，
并出于分工治理的考虑，产生政府、法院等其他国家机关，后者只是根据人大的意志及其制定的法律 ，进
［3］
行具体的行政管理或者司法活动 ，对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
因此，遵照《宪法》对人大的定位，全国人大身为民意代表机构（ 即人民的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国家机
构中的唯一体现者） ，居于同一层次的其他国家机关之上，享有对“一府两院 ”的监督权。 在权力体系

中，人大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不仅在立法权层面上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行使
主体，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人民权利的代表者，这决定了其地位优于其他一切国家机关并有权对它们
进行单向的制约和监督。
( 二) 全国人大权力谱系中的监督权与财政监督权
通常来说，可以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能归纳为四大类 ，即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和
监督权。但在这种传统划分方法的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将人大的权力概括为两权，即决定权和监督
［4］

权

。换言之，人大的职权行使过程可以简化为两个阶段 ，一是对大事做出决定，形成纸面上的法律或

决议； 二是对决定之事监督实行，让已经做出的决定切实地得到执行，已经制定的法律转化为鲜活的行
［5］
为规范。探究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程度，它是立法权、决定权和任免权获得成效的支持和保障 ，若没有
强有力的监督权，优良的法律或者决议也仅仅变成了被虚置的“摆设 ”，长久以往，精心创制的文本将在
实践中日趋“异化”，人大的权威也会逐渐销蚀。 所以，对人大权力进行有侧重的“两分 ”确有意义。 在
此话语体系中，全国人大的决定权是创设性权力 ，而广泛的监督权则为保障和督促性权力，富有实效地
保证各国家机构依法履职。这两项权力相互配合，共同实现了全体人民对国家的民主管理 ，完成了全国
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完整权力构建 。
回顾议会的发展进程，监督权是伴随着各国议会的产生就享有的一项职权 。 正如政治思想家密尔
［6］
所言： “代议制议会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这是它不便行使的———而是监督和控制政府。” 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虽然不能套用西方的代议制模式 ，但是，由全国人大依循人民意志监督行政权力，这既符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质要求，也体现了人民主权和权力制约的现代政治理念 。 至于人大监督权的范
围，也即监督权与人大其他职权的界限 ，仅从《宪法》的条文中难以做出精准的判定。 笔者认为，监督权
的本质在于制约行政权力，故应以监督效果是否有助于在广义上控制行政机关为标准 ，不宜拘囿于对其
外延的狭隘框定。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人大对预决算报告的审批含有决定权的因素，故而“严格言之，
［7］
不能完全以一种监察权视之” ，但基于对监督权的广泛认识，仍可将其归入监督权的范畴内，这样才
能实现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行为以及该决策的执行情况的全面约束 ①。

在监督权之中，财政领域的监督权更是议会最先获得的权力。 正是围绕着“钱袋子 ”的权力，才逐
步构筑了议会的其他职权并形成了宪政体制 。在现代社会，尽管政府主宰着国家的日常管理 ，但议会控
制了财政收支，使政府不能恣意行事，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也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表现。 要掌控国
家的“钱袋子”，财政监督过程中最为核心的权力无疑是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即在预算案的形成、审批和
［8］

执行的全过程中，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管和督察的权力
①

。 人大通过行使预算权，让其他国

与此相近的观点，参见王敏： 《国家权力机关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监督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5 页。

该文中，作者同样认为，“从广义上来理解对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监督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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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关的每笔收支都清晰地呈现在权力机关的眼前 ，接受严格审查。借助这种公共财政管理机制，人大
控制了政府的“财”，从而取得了比纯粹控制“人”或者“事”更胜一筹的效果。毕竟，在有限的经济资源
和财政支持下，“人”如果没有“财”就不会有贪腐的资本和动力，“事”如果没有“财 ”也不能真正行动起
来，故控制住公共资金的流动，便能掌控政府行为的命脉和大方向 ，使其更加负责任。所以，在对政府的
监督体系中，预算监督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
实际上，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对预决算进行审查 、批准，这一过程正是受到了民意的指引 ，充满了民权
的元素，贯彻了民主社会和公共财政的理念。 这种监督并非“挑刺 ”，也不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独立运
作构成干扰，相反地，这是为了它们更好地履行职责，进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得以规范、有序地运转。可以
说，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不仅是全国人大开展其他工作的必要前提 ，更构成了国家权力体系塑建和国家
协调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只有认识到全国人大除了立法权之外的其他职能，才能最终达致“民治、民
有、民享”的目标。
( 三) 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架构
考虑到人大代表数量较多，并且不是专职的，全国人大中再选举产生了一个小型的、便于召集会议
［9］
和讨论决定问题的机构，这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 根据《宪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全国人大闭会
期间代表其行使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 。
同时，随着国家管理事务的日益专业化 、复杂化、精细化，人大要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就必须成立
与政府相对口的专业部门，以了解、研究并规范政府的特定活动。因此，全国人大逐步设立了多个专门
委员会，包括财政经济委员会（ 以下简称“财经委”） 等。这些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
委会领导，其设立有助于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面发挥全国人大在各个领域的监督作用。 事实上，
这种组织架构在其他国家的议会中亦被广泛采用 ，国外的议会常设委员会甚至有“行动中的国会 ”之
［10］

称

。

为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更好地代为履行国家管理的职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之下也设立了一
些工作机构和服务机构，包括法制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法工委”） 、预算工作委员会 （ 以下简称“预算
工委”） 等。上述工作机构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信息资源和人才储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
工作提供了多功能的协助，专门性工作队伍的建立、健全也适应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处理国家事务的
基本需要。
二、财政领域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现状的审思
法谚云“徒法不足以自行 ”，所以，全国人大不仅应继续完善法律体系，还应将其与监督权力相结
合，尤其是对财政收支进行预算监督 ，让“条文中的法律 ”变成影响国家治理的“行动中的法律 ”。 但当
我们从立法权和监督权这两个维度反观全国人大的履职现状时 ，依然会发现诸多不完备之处。
( 一) 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人大高度重视立法，制定和修改了大批法律，完成了我国
法律框架的整体构建。吴邦国委员长于 2011 年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①。 在肯
定现有立法成果的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立法进程中的不足 。尽管我国已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
统部门制定了主要的法律，但在其他领域尤其是财政领域，一系列规范基本事项的法律尚付阙如，这在
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活动的有序运行和人大财政权的充分发挥 。因此，财政立法和修法的紧迫性非
常突出，应当将其列入全国人大下一阶段的重要议程之中 ，引起充分的重视。并且，当前立法在形式、内
容、价值等方面仍显粗糙，从“依法治国”到实现“依宪治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具体说，在我国目前的财政法律体系中，其一，尚未制定《财政基本法 》，缺乏一部规定财政基本原
则、基本制度的统率性法律。其二，财政活动各阶段的主干法律较为空缺，比如财政收入方面的诸多未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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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大立法的税种法、《非税收入法》、《公债法 》，财政支出方面的《财政投资法》、《财政转移支付法 》，
财政管理方面的《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监督法 》，等等。 其三，财政法律的效力层次普遍低下，很多
事项仅通过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调整，“授权立法 ”现象盛行，从而损及法律规
范的权威和稳定性，违背了财政法定的基本原则。其四，一些现有的财政法律已经较为陈旧，其制度和
理念亟须顺应新形势加以改变。以《预算法》为例，现行《预算法 》保留了较多计划经济色彩，已不能适
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且缺乏预算公开、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条款，故应充分把握此次修法机会，对这部
法律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改。其五，财政立法未及时跟紧改革的步伐，更遑论对改革起到引领和促进作
用。现阶段，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频繁出手，但立法工作却相对滞后，这导致改革实践与法治创新之间日
渐脱节。
( 二) 监督权力较为薄弱
目前，尽管我国的法律框架已经形成，但全国人大的财政监督权仍然非常薄弱，预算审批权未能充
分、完整地行使，预算权横向配置不够合理。正如前文所述，民主社会、法治国家的构建并非仅靠书面的
法律文件就能自动实现，面对政府私设名目乱收费、“三公”经费不合理增长等种种现实情形，只有切实
发挥人大的监督权，才能为公共财政的有序运作保驾护航 。
预算审批作为人大行使财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 ，是一项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
力，其行使的法律后果在于确立年度性财政收支的规范依据 ，对其他国家机关的财政收支行为产生拘束
［11］

力和执行力

。在西方国家，审查预算是议会最主要的职权和日常工作。如果我国人大也能切实发挥

将形成对政府活动的有效约束，进而成为一柄震慑官员贪腐念头、保护民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预算审批权，
众基本权利的利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预算是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一个可操作的抓手，它既
又影响市场经济的实现程度； 既关涉“国计”，又与“民生”紧密相连。但在
影响吏治问责和政务权力分配，
当前的预算过程中，
全国人大的监督权时常被行政部门“架空”，整体来说趋于形式化，预算审批徒有其名
而不具其实，
经审批的预算案也不能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可见，
单薄的监督权力不足以支撑起公共财政大
容易滋生贪腐现象，
阻碍了整个体制改革的进程，
也危及财政法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厦，
从微观上说，我国目前的人大预算监督权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其一，在预算监督的对象
，
上 预算审查范围不够周全，尚未实现对政府所有财政收入、支出的全覆盖。 虽然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
代逐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但是，由于各部门、单位的创收名目层出不穷，我国对非税收入的控制
力度仍显不足，大量公共资金游离于预算体系之外 ，变成了行政机构坐收坐支的“私房钱 ”。 其二，在预
算监督的权限上，人大不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 现行《预算法 》只规定预算草案由人大审批，但对于
人大是否有权修正预算草案则语焉不详 ，这就会使人大迫于压力不得不全盘接受预算草案 ，导致预算的
审批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其三，在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上，我国的预算调整制度还不完备，产生了部分财
政资金脱离预算监管的失控现象 。确实，预算执行中可能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情形 ，但因为超收预算收
入未列入《预算法》第 53 条规定的预算调整情形，这就意味着超收的财政收入无需人大另行审批便可
直接使用，造成了预算控制政府权力的制度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落空 。 其四，在预算监督的程序上，相关
的程序性规则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我国对人大的议事规则并没有在法律中进行统一 、详细的规定，在预
算审批的实践中，由于预算审议的时间较短，且预算草案不能提前发给人大代表，使得本应充满激烈辩
［12］
论的预算审批过程频频冷场 。其五，在预算监督的机构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等工作机构的
人员编制不足，难以担负预算初审的重任。鉴于预算审议工作的专业化和人大代表的预算知识欠缺 ，预
算草案的初审至关重要，但负责初审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存在人手短缺的窘
境，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现在只有数十人的编制 ，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它发挥咨询和辅
助作用。
三、全国人大的职能建设与体制构想
可以看出，人大在财税立法权和监督权上均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强 。在当前阶段，随着社会主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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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形成，这说明大规模的立法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全国人大应当更加重视《宪法 》赋予它的监督
权，着力于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倾斜。
在财税立法上，一方面，立法机关应加快对尚有缺漏的领域的法律研究 、制定和推行，填补法律“空
白”。并且，要密切跟进社会发展修改法律，通过法治建设及创新巩固改革成果 ，为“营改增 ”扩围、房产
税扩围、预算公开等制度改革提供保障和引导 。另一方面，在完善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应当促进“法治 ”
向“良法之治”、“善法之治”①的提升。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法治应当包含两层意义： 已制定的法律
［13］

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 只有法律本身是科学、良好
的，才能保证法律执行和公共治理的效果是积极的 ，这要求全国人大在法律的制定程序、内容和价值上
多下功夫，促进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从工具主义的“依法而治 ”到真正实现目的定向的“良
［14］

法之治”，有助于将和谐精神导入我国的法治进程 ，达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

在财政监督上，全国人大应当更好地发挥预算监督权 ，加强对预决算的审批力度，进而控制政府活
动。为此，全国人大要完善自身的体制构建 ，充实专业人员，并促进具体制度的可操作化，以在更广的范
围、更大的纵深上发挥监督职能。
( 一) 落实人大在预算全过程的监督
为了让政府更加依法行政，人大需要在预算周期中对政府进行监督 ，才能握紧国家的“钱袋子 ”、全
体人民的“钱袋子”。以时间为轴，可以将预算监督权划分为预算编制监督权 、预算审批监督权、预算执
［15］

行监督权

和对预算执行结果的监督权。将代议制监督渗透、延伸到整个预算过程，在各个阶段展现

不同的样态，已经成为公共预算国家的优先选择 。
1． 预算编制阶段的积极、主动参与
根据现行《预算法》，行政机关负责预算的编制②，但即便如此，人大、人大常委会及其下设的工作机
构在预算编制阶段也不能无所事事 。预算监督需要获取有关政府活动的全面 、准确的信息，这在一定层
［16］

面就取决于代议机关能否发展出收集 、整理和分析信息的组织能力

。

为了使预算审批能够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储备之上 ，人大在预算编制阶段就必须细致准备 ，加强搜集
资料和参与编制活动的力度，以熟悉本年度预算的素材和新政策 。而且要从宏观角度把握大政方针 ，将
部分注意力放在编制机关是否遵循预算基本原则上来 。惟其如此，人大的预算审批才能有据可依、落到
实处，为后续监督提供前提性的支持。同时，通过加强人大与预算编制机关的交流，可以促进人大在旁
听、调查和沟通的基础上掌握翔实的预算讯息 ，在人大与政府间建立以预算为核心的平等对话通道，并
借助听证、公开征求意见等机制，引入社会公众的诉求表达和讨论 。这不仅有利于形成一个高质量的预
算案，而且能够提高预算审批效率，加深政府对预算案的认知程度和贯彻力度 ，大大增强人民对预算的
认同感。
2． 预算审批阶段的审批权廓清与充实
在各民主国家，议会的预算权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有规定 ，但预算权的范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就使
得不同国家议会在预算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要让全国人大摆脱权力虚化的状态 ，就应改变粗略、
笼统的赋权方式，厘清人大的预算权范围，进一步扩充人大的预算权能，以使预算审批的功效得到充分
发挥。在预算审批阶段，人大不仅应考察预算案的外在形式是否合乎法律 ，还应考虑预算案的具体内容
是否与已有法律法规相符，在实质性审查之后，做出确认或者否决的判断。
针对现行法律中人大审批权范围偏窄的局面 ，首要的是应当赋予人大预算草案的修正权 。实际上，
在审查政府预算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议会都能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正 ，只是在具体的修正范围和方
式上不尽相同。比如，美国议会可以修改政府预算的总数和构成 ； 英国、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的议会可
［17］

以改变资金的用途，但是不能增加支出总额

。通过行使预算修正权，可以增强代议机关的监督能力，

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也就是“真、善、美”的法。“真”要求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善”要求法
① 所谓“良法”，
的价值的合目的性，“美”则要求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参见李步云、赵迅： “什么是良法”，《法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125—135 页。
“国务院编制中央预算、决算草案”，第 15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编制本级预算、决算草案”。
② 《预算法》第 14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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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得以在预算案中融合自己的偏好和意见 。因此，我国应在《预算法 》中将修正权纳入人大的审批权
范围，由此加大权力机关的预算职责，对明显不合理的预算开支也多了一条制约途径 。
3． 预算执行阶段的适时调整与监督
为了保证预算执行的严格性，议会需要经常性地监督政府是否按照通过的预算案执行政府预算 ，并
对执行过程中的预算变更行为进行审查 ，这是公共财政国家的通行做法。 例如，在美国，将资金从一项
［18］
活动调整到另一项活动，一般要经过国会的同意 。实际上，对于预算执行监督，尤其是预算调整的情
形，各国议会的重视程度并不逊于预算审批监督 ，其中除了政府的内部监督机制外，议会的预算执行监

督权构成了最根本的保证。
因此，在赋予政府一定自主权的同时，还应加强人大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这要求人大定期或不
定期地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预算执行报告 ，在必要时提出质询，还可有选择地就某一专项问题展开调查
研究，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对于规模较大的改变先前预算案的行为 ，人大应当发挥预算调整权，对新的
财政收支进行追及性的审查和批准 ，旨在限制政府以不正当的理由或者不规范的方式偏离原有资金安
排，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让人大监督“褪色”。因此，《预算法》有关预算调整的情形有必要加以扩充 ，从而
增强预算的刚性和约束力，也有助于解决超收预算收入和突击支出的现实难题 。
4． 预算反馈阶段的结果审计和绩效评价
在大多数国家，预算执行之后，政府的账户和财政说明都要提交给一个独立的审计机构 ，而且议会
［19］
在审查审计结果的基础上，一般会就预算编制和执行形成意见 ，反映到来年的政府预算中 。 在美国，
主要由审计总署（ GAO） 、国会承担当前年度预算结束后的审计工作，审计内容也已经从集中检查有关
［20］
部门是否依法正确记录提供给它的资源 ，进一步扩展到了项目评价 。 在英国，依据《1983 年国家审
计法》，国家审计局（ NAO） 亦完全独立于政府，主要负责向下院的国家账目委员会报告工作，从而构成
［21］
了英国下院财政监督工作体系的组成部分 。
因此，我们应当反思审计机构的定性和归属 ，并对审计的内容、法律责任等进行考察。 在我国现行
体制中，审计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下设的监督机关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要接受本级人民政府及上级审计
机关的双重领导①，这种隶属关系使审计机关难以独立地对政府开展财政监督 。 而且，现有审计制度的
对象不够全面、方式不够科学，也缺乏严厉的归责机制，造成了“审计风暴 ”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 鉴于
［22］
此，有学者提议建立人大审计制度，这能将人大经济监督推向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的轨道 。 笔者
认为，出于发挥审计实效、壮大人大监督力量的目的，可适当考虑推动审计独立，在人大中设立由专业人
员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让审计模式由行政型偏向立法型 ②。 同时，财政审计的内容应更加重视对预算绩
效和资金使用效益的评定，改变长期以来的“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 ”现象； 在法
律责任的追究上要明确归责标准 、加强处罚力度，让政府负担起自身的财政责任。
通过预算执行后的反馈，对前一个预算周期的预算编制、执行工作进行总结反思，为下一年度预算
工作的改进和预算水平的提高提供经验 ，这使得预算不再只是一次性草草了事，而变成了一个循环递
延、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一种日益娴熟、科学精致的国家治理方式。 并且，通过绩效评价，有利于提高
财政问责的程度，保证政府的资金使用行为真正履行其公共责任 ，促进理财的效益化和治国的优质化 。
( 二) 完善议事规则
［23］

议事规则指代议机关进行各种活动时必须遵守的程序性规范

，是议事活动有序、有效进展的前

提，是立法、审批程序正当化的重要保障。常言道“魔鬼藏在细节里 ”，代议民主不仅需要抽象的理论支
“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第 7 条规定，
① 现行《审计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国务院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主管全国的审计工作”，第 9 条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
负责并报告工作”。可见，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强调了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但由于行政隶属情况，审计工作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
自被监督者的干扰。
②

根据审计机关的隶属，各国的审计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即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我国目前采用行政型体制，即

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一体制的独立性较低，审计的有效性也有所削弱。参见马骏、赵早早： 《公共预算： 比较
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95—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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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还需要具体的议事制度设计，这往往成为议会职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决定性 （ 至少是不可或
缺的） 因素。正因为议事规则如此重要，所以，它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多数西方国家议会在每次召集
［24］
之前，必先确定本届议会运用的议事规则 ，然后才能开始正常的活动 。
针对我国人大议事规程不完善的现状 ，应当积极促进议事制度和程序的细化、体系化，为人大各项

职能的发挥提供一个开阔的舞台 。
其一，推动议事公开。议事的公开性，要求立法及预决算审批的全部过程，不仅要向国家权力机关
公开，而且要通过新闻媒介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议事公开是民主原则的体现，是国民行使知情权、言论
自由权、议政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内容。通过让议事的结果及过程在阳光下运行 ，有助于加强舆论监督和
社会监督，具有规范权力行使、促进立法和审批科学化的意义。同时，这也对人大产生无形的压力，保证
人大代表在选民的视域内认真、负责地履行议事职能。
其二，充分贯彻多数决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兼具民主和效率的表决原则 ，在社会实践中也被
普遍采用。当前，我国的很多法律和议案都是超高票、甚至全票通过的，这既显得不真实，也无任何实
3 /4 等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以外，其他法案和议案只
益。实际上，除了某些重要的法案和决议需要 2 /3、
需过半数就可通过，完全没有必要执迷于对超高票数的过分追捧 。
其三，鼓励议事过程中的发言和辩论。议会辩论制度作为一项程序性规则，以民主、公开和言论自
［25］
由为基石 ，意见表达既是思维碰撞、智慧激发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诉求理性商谈的过程 。 由于我国
人大代表人数众多、专业性欠缺等原因，议事时鲜有辩论场面，法案和决议案往往在宣读了文字稿后就
表决通过。尽管存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仍应通过人大代表专职化、适当延长会期、适量缩减与会
人数等尝试，鼓励更多的意见发表和观点争辩 ，将人大建成为国家大事的公共论坛，从而使得从议事过
程中走出来的法律或决议成为经历了重重博弈和妥协之后的民主产物 。
其四，增强人大代表对议事对象的了解程度 。以预算草案的审批为例，在实践中，每年全国人大会
议对预算草案的审议一般只安排一天 ，而且与会代表往往在开会当天才能看到预算草案 ，这令他们很难
完全理解，更难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建议。所以，应当将法律草案或者预算草案在正式开会的几十日、乃
至几个月之前就提供给人大代表 ，让他们在充足的时间里通过资料收集 、自主学习、咨询专家、田野调查
等方式，增进对草案内容的了解，这样才能让议事产生实效。
总之，对议事规则的系统构建能够起到维持议事秩序的作用 ，使立法和审议理性、平和地进行，在适
度辩论的基础上防止出现议程拖沓 、议而不决的现象。因此，亟须健全全国人大的议事规程，为其行使
立法权和监督权提供一个更加完备的程序基础 。
( 三) 优化相关工作机构的组织构造及人员编制
在专业化治理的时代，要想强化全国人大的监督功能，就必须健全人大的工作机构、增加人员编制，
并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否则，如果机构设置不科学、人员配备不齐全的话，将可能面临虽
有“米”却无“巧妇”亦“难为一炊”的窘境。
放眼民主建设较为成熟的国家，它们的议会均设有众多工作机构或服务机构，拥有庞大的人员队
伍。以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为例，这是一个在美国 1974 年预算改革运动之后设立的、从属于
国会两院的非党派性预算专业机构 ，有工作人员 220 多人，大多为经济与财政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 。 国
会预算局不仅就收支总水平进行预算成本预计 ，还根据对经济趋势的阶段性预测进行项目分析 ； 凭借国
会预算局向国会提供的信息和分析意见 ，国会便可了解各种申请的财政含义 ，并能对财政政策做出更具
［26］
针对性的决定 。
在我国，虽然全国人大已经设有一些专门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工作机构体系也已初步建
立，但是，目前为人大提供信息支持、决策辅助的机构还很稀疏，专业人员团队较为单薄。尤其在预算审
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①只有 20 多名工作人员，分摊到下设的预决算审查室、法案室和调研室
①

在 1998 年 12 月 29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并对预算工委的主任、副主任进

行了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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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每个科室的人员配备更是少之又少 。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财政项目错综庞杂的形势下，预算审
查任务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又因为人大代表的专业知识欠缺 ，预算草案的初审至关重要，因此，仅依靠
预算工委现有数量的工作人员，远不足以承担起协助全国人大财经委进行预算草案初审的重任 。试想，
美国国会中单论国会预算局就有 200 多名工作人员，鉴于我国的复杂国情，预算工委应当扩充编制，吸
纳经济学、财政学、法学等领域的人才，增强自身的履职能力。这样，才能为计算、统计和财政分析工作
提供人员保障，才能更加细致、全面和充分地审查预算草案，才能在密密麻麻的数字之间发现不合理的
财政收支，为全国人大的财政监督提供专业辅助 。如果仅仅为了节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构的几
百人甚至几十人的编制，却要冒着多达数百亿的公共资金从预算审查的缝隙中溜走的风险 ，让部分官员
的不轨之举借助现行体制的漏洞而有机可乘 ，这显然得不偿失。
四、强国目标下人大工作重心的适度转移
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强调的是法治，更进一步则为“良法善治 ”。 法治建设向来是“两条腿走路 ”
的，立法与监督构成了人大“躯体”上的两个“羽翼”，而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时期 ，全国人
大薄弱的监督权严重阻碍了法律的落实 ，造成了空有“法律 ”却缺乏“善治 ”的局面，这使得社会的改革
进步难以实现根本性飞跃。特别是在全国人大的预算监督权方面 ，目前人大享有的实体权能仍然不够
稳固和全面，程序规则也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使得人大难以将各种不和谐的财政行为有效地阻挡在国
家运行轨道之外，官员贪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大症结 ，民生问题在财政支出部署中没能得到足够的
关照。
因此，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全国人大应当适度转移工作重心，更加重视监督权的行使。 通过强化预
算权，在预算编制、审批、执行和绩效评价的过程中发挥监督职能，从而贯彻“理财治国 ”① 理念，使我们
的国家更加强大和美丽。
一个强大中国的建设，需要全国人大综合提高自身汲取、管理和分配公共资金的能力，促进人民的
富足，进而增强国家的实力和生命力。财政收入的增加虽然是国家建设的必备前提 ，但它并不等同于预
［27］

算能力的发展和国家力量的强大

。为了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全国人大应当全方位地提高自身的理

财能力，在汲取收入的同时，尤其要重视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分配，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财力雄厚、发
展稳健的国家。在此之上，还应逐步贯彻“藏富于民 ”的观念，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民生建
设，只有实现了“民富”，才能真正保证“国强”。这就要求，一方面，要按照更有效率的方式来筹集收入 、
安排支出，通过财政资源的运作，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财政收支是任何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管
是通过税收等方式汲取收入，抑或通过基建投资等方式进行支出，都需要以效率为目标，把握好一个
“度”。通过成本收益的测算和衡量，通过财政资源的合理调度，确保财政收入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财
政支出在恰当的地方产生优化效用 ，这才是一种科学、精明的理财策略。 另一方面，要对有限的财政资
源进行更为公平的分配，以满足更多公民的生活和发展需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众的基本权利。 当前，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随之而来 ，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参差
不齐，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基础公共服务的享有数量和质量存在较大差距 ，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
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并且，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较为失衡，教育、科技、社会保障支出所占份额偏小，经
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行政管理支出费用仍旧庞杂②，这表明，我国亟须加强对基本民生和福利的财政
［28］

保障，从传统的“建设财政”适当向“民生财政”

靠拢。 因此，我们在强调做大经济“蛋糕 ”的同时，还

应强调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将“蛋糕 ”在全体社会成员间相对均衡地分配，“从各方面提升人民精
意即民主理财、科学理财、法治理财。这种治国理念的提出体现了
① “理财治国”强调的是通过“理财”更好地实现“治国”的目标，
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公共财政、民主法治的理念一脉相承，为化解我国现阶段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中央部门近年来公布的“三公”经费决算也呈现整体减少的态势，但是，由于概念不清、科目
② 尽管政府的公务性支出有必要性，
不细、费用被转嫁等因素，导致“三公”经费的数据仍较笼统粗略，不能反映其庞杂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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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神、文化及物质之生活素质” 。
一个美丽中国的建设，需要全国人大通过财政监督，对公共资金的管理、运作进行控制，从源头上防

范部分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促进政务活动的廉洁、透明和阳光化。 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有一个经
［30］
典论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鉴于行政权力的运用直接涉及经济资源配置，直
接关系到各种商业活动的管理，直接与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又因其具有相当的主动权和裁量
［31］
权，故一旦不能加以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将很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重灾区 。因此，必须加强人大对行
政权力的控制，保证政务活动的廉洁。 在现代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议会的预算权成为监督政府的最重
要、有效的手段，故全国人大应当重点培育预算能力 ，将零散、碎片化的每笔财政收支都条分缕析地安置
在预算体系之中，便于从中探析不规范的财政活动 ，并进行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使得预算监督权成为
预防、惩治腐败的利器。进一步说，由全国人大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对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权力
行为进行监督，这也符合人民主权理念，使全国人大做到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随着人们的民主意
识和政治参与热情不断增强，官员贪腐问题日渐引发关注，事关国家的发展稳定大局，所以，促进政务信
息公开，加强人大监督，应当成为国家治理和体制改革中的重点问题 ，这亦有利于建成一个清正廉明、欣
欣向荣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
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立法工作组织协调，加强对‘一府两院 ’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
算的审查和监督”①，这正映射了人大工作的着力点和总方向。 在新形势下，全国人大不仅应当加快立
法、完善法律体系，还应当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尤以预算监督权为重。 通过人大双重职能的
“两翼齐飞”，为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更加有效地解决官员贪腐问题，并积极回
应社会重大民生建设的迫切需求 ②。 只有全国人大实现工作重点的适度转移，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实
现向“理财治国”和公共预算的转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迈进，才能建设一个愈
加强大和美丽的现代中国，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就为之不远了。
参考文献：
［1］［10］［23］张千帆． 宪法( 第二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42，
353，
363．
［2］童之伟． 理顺关系 摆正位置———评人大代表质询法院引起的争论［J］． 法学，
1997，( 9) ．
［3］［4］［9］蔡定剑．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四版)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27，
364，
228．
［5］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文化研究室．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度和监督工作［M］． 程湘清等著． 北京:
1999． 23 － 24．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6］［英］J． S． 密尔． 代议制政府［M］． 汪瑄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80．
［7］王世杰，钱端升． 比较宪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67．
［8］［15］刘剑文． 民主视野下的财政法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86，
192．
［11］汤洁茵． 财税法治的形成与《预算法》修改———以预算审批权为核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2，( 4) ．
［12］王毕强，郑猛． 预算报告反对票创历史记录 预算审批频遭冷场［EB / OL］． ht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 china /20120326 /144311679589． shtml，
2013 － 08 － 18．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199．
［14］张文显． 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

①

参见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9 日，第 1 －

3 版。
②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参见“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6 日，第 4 版。实际上，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环境保护、治安等均属于
民生的范畴，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生问题日益重视。

30

刘剑文

耿

颖: 新形势下人大财政监督职能之建构

2010，
50( 3) ．
报，
［16］［17］［19］马骏，赵早早． 公共预算: 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206，
174，
163．
［18］［20］［26］［美］托马斯·D． 林奇． 美国公共预算 ( 第四版) ［M］． 苟燕楠，董静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
2002． 10，
11，
46 － 47．
济出版社，
［21］焦建国． 英国公共财政制度变迁分析［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08．
［22］刘来宁． 论建立人大审计制度的几个问题［J］． 人大研究，
1992，( 4) ．
［24］肖蔚云，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 宪法学行政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61．
［25］姚来燕． 我国人大财政权研究［M］．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238．
［27］马骏． 治国与理财: 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58．
［28］刘尚希．“民生财政”趋向日渐凸显［J］． 人民论坛，
2007，( 9) ．
［29］葛克昌． 国家学与国家法———社会国、租税国与法治国理念［M］． 台北: 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
1996． 52．
公司，
［30］［英］阿克顿． 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M］． 侯健，范亚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42．
［31］沈荣华． 行政权力制约机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6． 6．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scal Supervision of NPC in the New Situation
Jiu Jianwen1

Geng Ying2

（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bstract： China’s Constitution prescribes the system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s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system，and ensures NPC the power of legislation，supervision，decisions on major issues and appointment or removal of officials． Among these powers，fiscal supervis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estric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which should be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whole budget process． Since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lready taken shape，in this new situation，NPC should not only perfect legislation，but also strengthen budget supervision，and shift the focus of work to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budget． By raising the ability of NPC to manage wealth and govern the country，and modernizing the mode of
national governance，we can fit in with the idea of public finance as well as governance of good law，and also
serve the needs of new time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revent corruption．
Key words： functions of NPC； fiscal supervision；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of budget； nation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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