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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
与功能展开

□　 李忠夏

山东大学 法学院 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２３７

　 　 作为宪法上的一项重大制度，合宪性审查既是

一项法律安排也是一项政治安排，既具有法律方面

的功能又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 作为一项政治安

排，合宪性审查权力需要内嵌于“八二宪法”所确立

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构成中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

结构的一个基本环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秩

序的语境中，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政治功能是其法律

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脱离政治功能孤立地探讨

法律功能，既无法理解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独特

性，也很难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设提供有效的理

论指导。

一、合宪性审查的宪制背景：
民主集中制下的权力结构

　 　 １．理解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社会学视角。 从规范

文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部宪法都

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规定。 但就内涵而言，民主集

中制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这种变化同“八二

宪法”以来国家权力运行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 要

深刻理解这种变迁及其内在机理，有必要引入政治

社会学的视角。 随着政治领域的功能限定，政治系

统的运行模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其内部发生了

“政”与“治”的分化，二者各自承担特定的功能，并
与人民形成内在联系，从而形成政、治、民的三重结

构。 可以说，“八二宪法”以来国家权力运行结构的

变迁，与政、治、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迁具有紧密关

联，需要从这三者关系的视角透视民主集中制的规

范内涵。
现代民主社会中，为应对社会复杂性的提升，

政、治、民三者应当有所界分，并各自承担不可替代

的功能，形成一种分化、依存和制约的结构。 在一个

功能分化的、按多元标准运行的复杂社会中，政治系

统的目标是，通过组织机制的合理设置，不再将一元

化标准强行植入社会领域，同时又要保证政治系统

沿着特定的政治方向运行，充分回应社会中不断涌

现的新问题，并有足够能力作出“有约束力的政治

决断”。
“政”是狭义之政治。 狭义的政治仅限于政党

政治，是民主运行的基础，其任务是确定政治方向，
为行政决定设定前提，其过程表现为政治意志统一

的过程。 “治”则是一套专业化的科层体系。 广义

的“治”包括立法、行政等国家权力活动，它能够专

业化地应对社会复杂情势。 在“政”与“治”的关系

中，前者可以为技术化的科层体制指明政治方向，但
又不直接介入“治”的事务领域，主要通过特定的监

督机制对“治”发挥影响。 “治”作为专业化的科层

运行机制，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回应社会环境中诸

如金融、科技、互联网、食品安全等领域的问题，并将

相关信息反馈给“政”，促使其对政治决策进行反思

和改进。 “民”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不能等

同于权力本身。 人民既不直接行使权力，也不直接

介入“政”与“治”的事务，而是通过“代表” “选举”
“程序”等要素同“政”与“治”产生结构上的关联。
这三者之间关系演变的趋势，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因社会复杂性提升而导致的国家权力运行

实践的变迁中加以透视。 在此基础上，也能更加清

晰地提炼出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及其变迁轨迹。
２．民主集中制规范内涵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时，建立在当时政治情势基础上的政治目

的是国家稳定、统一、富强，这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要

更加朝向“集中”的方向发展，从而建立起理想化的

“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结构，强调代议、执行的高

度同质化，而非议行之间的区分与制约。 在实践中，
某种程度上甚至出现了人民、代议、执行三者不分的

情况，表现为绕开专业化的科层体制，通过群众运动

直接实现政治目的，导致“政” “民”界限不分，打破

了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配置结构。
改革开放后，在政治系统中形成了“政”与“治”

的分离。 “政”所发生的变迁表现为大规模的群众

运动逐渐退场，政党政治的展开更加具有常规性，也

０６



法法学学
ＬＡＷ

ＣＵＡＡ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ＶＯＬ．３７　 ＳＵＭ．２１４

更依赖制度化的程序。 另外，为应对复杂的专业事

务，专业化、常规化的科层体制，即“治”的系统开始

独立。 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在宪法修改的基础

上，国家权力的运行和配置相应发生了变迁。 在理

解和把握民主集中制规范内涵时，要更加强调民主

的制度化以及“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强调“民”与

“政” 的适度分化以及 “政” 与 “治” 的功能区分。
政、治、民三个内部系统的分化，满足了社会复杂性

不断提升的需要。 保持三者的适度分化，保证三者

的功能界分与实现，是保障现代社会政治系统功能

展开的重要基石。
改革开放进入到新时代，社会领域进一步分化，

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这意味着，因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高度自治引

发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显现，需要在私人自治的基

础上适度强化国家干预。 在此背景下，政、治、民的

关系在分立的基础上，又呈现新的态势。 为应对新

的复杂情势，三者的依存度开始提升。 总之，要在民

主的基础上有效实现“集中”，政、治、民三者不能仅

仅满足于分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系与沟通，以使

“民主”和“集中”同时实现。
３．民主集中制下的议行关系。 新的社会情势

下，政、治、民三重结构的关系变化需要在国家权力

配置方面获得体现，具体反映到宪法所规定的议行

双层结构中。 在宪法上的国家权力配置层面，政、
治、民的三重关系反映为“人民—中国共产党 ／全国

人大—国家机构”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 “八二宪

法”中的议行双层结构：“中国共产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政治决断维度，属于“议”的层面，立法、
行政、司法、监察维度的国家权力则属于 “行” 的

层面。
议行双层结构的特征、议与行在功能上的区分

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只能置于政、治、民这三重结

构中才能理解。 首先，议行之间互相区分、功能有

别。 前者更注重发掘民意，并以民意为基础，通过特

定程序作出政治决定，把握政治方向。 后者则是在

政治方向的框架中进行技术化治理。 其次，议行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科层制带有技术化、专业性

和政治中立的特点，需要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为其设

定政治方向，并通过特定方式对其加以限制。 再次，
在议行二元结构中，后者也能够对前者产生影响。
政治决定作出过程中可能出现专业知识不足或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此时，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可以对政权

结构提供反馈。 最后，二者都离不开民众这一系统

的支撑，只有与民众产生关联，议行二元结构才能获

得源源不断的民主动力，纠错机制才能行之有效。

二、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
维系议行二元结构的平衡

　 　 １．议行双层结构的规范目标。 社会复杂性的提

升对于政治系统的能力提出了相应要求。 在此背景

下，就产生了两种需求：保障政治系统功能的展开，
以作出有约束力的政治决断；规训政治系统以防止

政治系统扩张。 “八二宪法”建立起的议行结构，某
种程度上与政治社会学上政治系统的内在分化相吻

合。 这种分化与耦合的议行结构，正体现了民主集

中制原则的要求：建立既民主又集中、既追求效率又

注重制约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 同时，其也符合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能够最大限

度地实现政治系统在现代社会的功能。
２．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分析。 作为国家权力运行

重要环节的合宪性审查也应嵌入到议行双层结构中

去：一方面，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展开需要以中国独特

的议行结构为前提；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又要起到

维系议行结构平衡的作用。 宪法文本对于议行关系

的规定毕竟是静态的。 历史实践表明，议行之间的

关系经常遭到扭曲，二者之间的平衡经常被打破。
合宪性审查是位于“议—政”这一维度的。 合宪性

审查扩展和加强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属性，不能仅从立法机关的属性中去理解合宪性

审查。 要准确把握合宪性审查的功能定位，首先需

要对置身于议行结构中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

法属性进行分析。
在规范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双重的主

体地位，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 基

于这一双重属性，全国人大同时处于“政”与“治”两
个系统，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处于

“政”的维度，作为立法机关，则处于“治”的维度。
这也使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立法

机关的双重地位变得更为清晰。
考虑到政、治、民三者的关系，位于政治结构中

的合宪性审查需处理四重关系：（１） “议—政”维度

中的党政关系，即通过特定的程序实现政党意志向

国家意志的转换；（２） “行—政”维度中国家机构相

互之间的关系，即权限争议问题；（３）“议—行”两个

维度之间的关系，即针对立法权的规范审查以及针

对行政、监察等权力的合宪性审查；（４）议行作为整

体的政治权力结构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涉及基本权

利审查。 合宪性审查需要在这之间保持平衡，从而

最大程度实现政治系统的功能，即效率与约束的双

重实现。 与此呼应，处于“议—行”关系维度的合宪

性审查，需同时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展开。 由于

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运行逻辑不同，合宪性审查

双重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１）在政治系统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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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服务人民民主、理顺政治系统运行、实现程序保

障、解决权限争议等作用，从而确保政治系统功能的

最大化实现，即在民主基础上有效率地作出有约束

力的政治决断；（２）在法律系统中，需遵循法律的逻

辑，对立法加以审查，对个体基本权利给予保障，以
及借由对基本权利的保护间接促进人民民主。

三、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双重功能及其具体展开

　 　 １．政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 在政治维度中，合
宪性审查应维系政治民主过程设定的政治方向，发
挥服务政治民主过程和规范政治决定的双重功能。
一方面，合宪性审查应有助于政治民主的实现，保证

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民主性以及政治决定能够获得

贯彻；另一方面，政治民主过程本身包含但不限于代

议制民主过程，合宪性审查不仅应对代议制民主

（立法决定）加以规范，也应对广义上的政治决定加

以规范。
合宪性审查对人民民主的服务与确认，主要通

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其一，保障政治意志形成过程

中的参与权。 在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政党

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属于政党内部民主过程，相关程

序大多是非制度化的，但有必要通过确认和保障基

本权利，使来自最广泛群众的多元价值表达能以公

开方式呈现，并获得政党的倾听。 其二，规范政治意

志形成的过程，为之设定宪法边界。 其三，对政党意

志的合宪性确认。 在中国的议政体制中，政党意志

与国家意志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政党意志的形成

和贯彻是“议—政”维度的核心问题，从政党意志转

换为国家意志的过程需交由合宪性审查机关加以

确认。
无论是制度化的立法还是非制度化的民意发

现，民主过程总会出现偏离公意或异化的情况，也总

有一些群体无法在政治意志形成过程中充分表达自

己的利益诉求，此种情形构成合宪性审查之必要。
需受到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包括：其一，立法程序，如
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立法分工。 其

二，立法对权利义务的分配。 其三，政治决定，如全

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 其四，政党意志

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其五，政党运行的

内部纪律是否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要求相符，等等。
２．法律系统中的合宪性审查。 对于法律合宪性

审查的讨论，可从对法律草案的审查和对已通过的

法律的审查两方面进行。 对法律草案的审查属于事

前审查。 法律通过之前的阶段属于议会通过民主程

序对法律草案进行论证的阶段，合宪性审查机构若

在此时介入，或有过度介入民主过程之嫌。 但在中

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审查机

关，在审议法律草案阶段就开启合宪性自审并无问

题。 并且，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有在这个阶段进行审

查，才有可能避免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

表决通过某部法律，马上又要启动对该项法律的合

宪性审查这一矛盾现象的出现。 尽管全国人大或其

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在对自己所立之法进行合宪

性审查时，会遭遇“自己审查自己”的悖论，但如果

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立法随时代的发展极有可能

出现原本合宪、如今却不合宪的情况，这恰为合宪性

审查的开展留有余地。 因而，从宪法第 ５７ 条关于全

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规定出发，不难推

断出，无论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还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立法，都应受到衍生自“最高国家权力”
的合宪性审查权的监督。

合宪性审查不能局限于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审

查体制，而应有所超越。 无论是从合宪性审查制度

自身的属性，还是从中国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合宪性

审查权都应在政治结构中专属保留给全国人大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而不应像立法审查一样出现多元多

轨的情况。 在政治体制之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

有专属管辖权，意味着法院在遇到合宪性审查案件

时，没有处理权限，必须移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处理。 但法院和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之

间可以建立起个案审查的联动机制。 虽然全国人大

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只能是抽象审查，
但法院在个案审判过程中，若发现相关法律文件有

违宪之嫌，完全可以暂停审理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启动合宪性审查。 实际上，中国也有必要建立全

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的联动机制和二元双轨的

合宪性审查模式，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合宪性审

查的筛选权和决定权，审查权则仍然归属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
３．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落实。 合宪性审查具有的

政治层面与法律层面的双重功能属性，在“八二宪

法”中也可找到对应，即“监督宪法的实施”和“解释

宪法”两种制度安排。 “宪法监督”更适合作为政治

性的安排，“宪法解释”更适合作为法律性的安排。
具体来说，宪法监督权是全国人大拥有的权力，全国

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之权乃派生于全国人大，较全

国人大常委会专属的宪法解释权更具有根本性，因
而需要强调其政治属性。 宪法解释主要涉及类似法

律解释的技术性操作，因而适合在法律系统中运作。
可以将权限争议、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政党意志

的合宪性确认、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的合

宪性审查、政治民主程序的合宪性确认等纳入宪法

监督事项，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移交的需附带进行合

宪性审查的案件纳入宪法解释事项。 只有如此，合
宪性审查制度才能真正落地并发挥其特有功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约 ２２０００ 字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