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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院角度看行政执法工作
陈芳孝
（ 北京市水土保持工作总站，北京 １０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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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和非诉执行案件时，重点审查其合法性这一特点，列举出了法院合法性审查的相关

内容及对应的问题，并指出了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案件执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同时，结合法院开庭程序，
提出了应诉中需要注意的相关环节和事项，介绍了法院可能的判决方式，希望在具体工作中能够对行政管理者与执法者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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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规定，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同时满
足主要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
序，不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等

死亡。 该市城郊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污染
防治法等有关规定，给予该厂罚款 ２ 万元的处罚。 虽
然钢丝厂渗漏硫酸行为的危害发生在城郊区环境保护

方面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都属于违法的行

行政主管部门的辖区内，但该钢丝厂不在其辖区内，故

政行为。 工作中与一些法院交谈时，得知法院在审理

城郊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钢丝厂的行政处罚

行政案件时，若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就会判决

决定超越了其地域管辖的权限。 第二是因对边界划分

维持该行为；认定为违法，法院就会判决撤销、部分撤

存在分歧造成超越地域管辖权。 第三是两地行政机关

销、变更该行为，或判决确认该行为违法或者无效，或

都具有管辖权，后发现的行政机关再作处理的属于违

判决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等。

法。

１
１．１

超越法定事务管辖权的表现形式有三种。 一是超
法院重点从六个方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出法定可以采取措施的种类。 例如，某县土地管理部
门对村民王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行为，

是否超越职权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尽管其行使职权

作出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处 ５ ０００ 元罚款的
决定。 而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农村村民未经

行为的动机、目的正当，但只要超出其法定职权范围，

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

就构成超越职权。 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一般由部门管

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

辖权、层级管辖权、地域管辖权和法定事务管辖权构

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

成。 行政机关只要超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职权，即
构成超越职权。
超越部门管辖权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越权行
使其他行政部门的管理职权，二是越权行使司法权。

建的房屋” 。 根据这条规定，对这类违法行为，没有规
定可以给予罚款处罚。 二是超出了法定可以采取某项
措施的对象。 例如，个体工商户应当在其经工商部门
许可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但若超出经

超越层级管辖权也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下级

营范围，工商部门在查处时，将其合法经营的物品与非

行政机关行使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上级行政

法经营的物品一并扣留显然违法。 三是超越法定幅

机关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

度。

超越地域管辖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行为
危害地误当作行为发生地。 例如，某市钢丝厂位于该

１．２

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由实体和程序两部分组成。

市西区，靠近城郊区。 由于该厂瓷罐年久腐蚀，渗漏出

实体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所确定行政相对人权利义

大量硫酸液体，流入城郊区某村鱼池中，造成大批鱼苗

务的实质内容；程序就是完成实体内容的特定方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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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顺序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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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权。

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有告知、回避、听取当事人陈

构成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三个要

述和申辩、听证、说明理由（ 应当说明该决定认定的事

件： 一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尽合理，但

实和证据，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条文等理由） 、制
作笔录和案卷、时效、行政救济等。

没有超出法定权限。 这也是滥用职权和超越职权的主
要区别之一。 二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或者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作出行

偏离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 这是构成滥用职权的

政处罚时应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的程序规定，其中单

实质要件之一。 三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

位违法水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文书按照京水务法〔２０１７〕

不合理的。 这是构成滥用职权的实质要件之二，其主

１１５ 号文有关规定执行。

法院主要是审查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是否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１．３

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要表现形式有显失公正、违反公平原则、造成行政相对
人不必要的损失。

１．６

是否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当发

“ 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 是宪法确定的一

生法律法规规定对某类事务由其处理的情况，拒绝处

切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违反

理或者拖延处理的，称之为不履行法定职责。 具有三

该原则的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 按照这一原则要求，

个特点：必须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职责；表现为不作

行政机关在查处具体案件时，必须查清事实后，才能作

为义务或者不正确作为责任；产生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出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

争议是由行政相对人申请引起的。

的事实主要证据不足，也就意味着该具体行政行为缺

以上是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中和非诉执行案件

乏事实基础，违反了该项原则，故属于违法具体行政行

时，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所作的审查。 如果行

为。

政机关在上述几个方面不存在问题，那么所作出的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政行为就是正确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一定会维

定》 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了九种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

持该具体行政行为。

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一是严重

２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是以偷拍、偷录、窃
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是以
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２．１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执法主要存在五大问题：

四是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举证期限提供的证据材

不能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提供答辩状；向法院提供的

料；五是域外含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证据材料未办理法

证据不完全；不能针对原告诉称的理由和双方争议的

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六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

焦点进行答辩；开庭准备不够充分；处罚决定书内容存

人提供的证言；七是被当事人或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

在诸多问题，如无文号，不交待诉权，无法律依据，超越

无法辨明真伪的证据材料；八是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

职权范围，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与结尾的印章不符，适

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

用法律不当等。

不予认可的证据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九是不具备合
法性和真实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１．４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结合法院开庭程序，应诉中应重点注意四个环节。

２．１．１

答辩环节

答辩是被告在行政诉讼中最基本的诉讼行为。 按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仅限于适用实体法律规范错误

照行政诉讼的要求，原告不服某种具体行政行为提起

的范围，不包括适用程序法律规范错误。 其表现形式

行政诉讼后，法院将依法把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并要

主要有： 适用法律法规性质错误；适用法律法规条文

求被告接到起诉书后应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写出答

错误；适用了没有效力的法律规范；未适用应当适用的

辩状。 现实中，有的行政机关不愿写答辩状，有的是虽

法律法规条文；没有适用法律法规条文中必须适用的

然写了但也不符合要求，还有的是平时接触少根本就

内容。

不会写。

１．５

是否存在滥用职权
在行政法中，滥用职权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

２．１．２

陈述环节

陈述是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主要诉讼行为，虽然都

行政行为虽在其自由裁量权限的范围内，但违背或者

是用语言表达，说明某种事实和行为，但必须要求有层

偏离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不合理地行使了自由裁

次性，针对性要强，与开会发言是不同的。 法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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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就要求应

具体行政诉讼案件中，由于被委托人员在层次、角

诉人必须围绕这个中心陈述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便弄

度、能力、经验、水平和对案件了解程度等方面存在差

清事实真相。 但该阶段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陈述层次不

异，往往使被诉行政机关在庭审中不能充分表达法定

清，抓不住重点，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局面等。

代表人的意志，无法充分表达行政执法的真实情况，无

２．１．３

举证质证环节

行政诉讼法第五章对证据规定了七条（ 新版行政

诉讼法规定了八条）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
释》 （ 以下简称《 解释》 ） ，对证据又增加了六条，但仍不
能适应行政诉讼的需要。 因此，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最高人民
法院又出台了《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 证据规定》 ） ，共分六个部分，８０ 个条款。

（１）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期限。 举证责任

就是对应该确认的案件事实，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

法准确决断是非责任，不能对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或
放弃及时决定表态。 这样做的后果是法定代表人不能
准确了解自己所在部门依法行政和行政管理，以及在
行政诉讼中的真实情况，不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所以
倡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印发的
《 北京市行政处罚案卷标准》 和《 北京市行政处罚案卷
评查评分细则》 ，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也有相应的要求
与评分标准。

２．２

非诉执行案件中，行政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 解释》 第九十五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

任。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

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

证明什么，即证明的对象；二是由谁来提供证据证明案

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其他明显

件事实，即举证责任的分配；三是举不出证据证明案件

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因此，在对申请执

事实的法律后果。 诉讼不同，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

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中，法院按照上述规定，以是否

同。 刑事诉讼规定，由控方（ 起诉机关） 负举证责任，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依据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

民事责任进行平等分配，“ 谁主张谁举证” ，而行政诉
讼则要求被告负举证责任。 在行政诉讼法中只要求被
告承担举证责任，行政机关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就要
求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这实际上是依法行政延伸到诉

定。 若存在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法院就会裁定不予
执行。

２．２．１

事实方面的问题

（１） 证据问题。 行政机关在如何取证及证据规则

讼领域的体现。 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的适用方面存在模糊认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证据形式

将会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不合法。 形式合法是证据合法的要件之一，因此行政

（２） 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负举证责任，并不是说

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作的调查笔录、勘验笔录、复

原告不承担举证的义务，《 证据规定》 中也明确指出了

查笔录等应当有当事人签名，如当事人拒不签名，应有

哪些方面应由原告举证。 另外，《 证据规定》 第六条也

同行的在场人及案件承办人共同签名加以证明，否则

明确规定，原告有权提出证据证明被告行为违法。

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申请人依据该形式不合法的

（３） 关于提供证据的期限。 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

状副本之日起 １０ 日内提供证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

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依据，显然缺乏事实根
据。 二是对证据的认定适用不同的规则。 被调查对象

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原告的举证

拒不提交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提交的证据，应视被调查

期限，除起诉时应提供证据外，《 证据规定》 第四条、第

对象为举证不能。 行政机关应调查另一方当事人并到

五条、第七条也提出了举证期限，最迟是在庭审调查结

有关机关或单位调查取证，法院不能支持行政机关对

束前。

同一类案件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或同一案件适用不同

２．１．４

辩论环节

辩论是法庭调查后的重要阶段，也是当事人依据

的证据规则。

（２） 被处罚主体的认定问题。 被处罚主体的认定

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证据，分清是非责任的重要诉讼

是某些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存在的难点问题。

行为。 辩论分为程序性辩论和实体性辩论两个方面。

拆除违章建设类行政决定中，在违法行为人与取得规

程序性辩论是指从案件管辖、时效是否正当，被告等方

划许可的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下，相对人应当如何认定，

面反证对方指控不当，要求从程序上驳回对方的起诉。

是取得规划行政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单

实体性辩论是指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方面反证对方

位或者个人，还是违法行为人，抑或是将双方均列为相

指控失实，要求从实体上维护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对人。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仅针对取得建设工程

这要求应诉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组织语言和综合分析

规划许可证的主体而未同时针对违法行为人（ 即实施

能力，才能应辩自如。

违章建设的主体）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又如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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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称已经变更，而行政机关仍用原名称对违法行

量，也导致法院无法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准予执行

为人作出处罚。 上述决定因为不具有执行力而无法得

的裁定。

到执行。

（３） 行政决定中没有体现违法行为的时间问题。

２．２．５

申请执行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

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违法行为人及违法事实是

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

案件事实的有机组成部分。 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认定

的，没有行政强制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

与新旧法律的衔接及如何适用法律密切相关。 如果行

起三个月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

政机关在未查清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情况下即作出具

机关申请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需要经过两个步骤，一

体行政行为，不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而且极有可能导

个是审查阶段，另一个是申请执行阶段。

致适用法律不正确。

３

事实不清说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具有合法性，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行政决
定无法付诸执行，也有损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２．２．２

适用法律问题

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法规滞后，如有

３．１

法院可能的判决方式
维

持

要求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例如互殴与殴打；证

据确凿（ 尤其是主要证据必须充分） ，各种证据之间必
须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适用法律法规正
确，符合法定程序；对违法的行为定性必须准确。

些法律法规规定“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而在实际操作

３．２

强。

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存在越权滥用职权等行为。 同时，

中，有很多违法行为已不可能恢复原状，显然操作性不
２．２．３

程序问题

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来行使行政处罚

权。

２．２．４

提交证据材料问题

《 解释》 第九十一条：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执行的行
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
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提供强制执行申请书，行政
决定书及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当事人的意见
及行政机关的催告情况、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如社会风险评估报告

撤销并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
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需要把
握的是“ 同一事实和理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行政
诉讼法的贯彻意见，只要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改
变了一部分“ 事实和理由” 即为合法的行政行为。

３．３

确认判决
通过审查后，确认判决是法院确认被诉具体行政

行为合法或有效与违法或无效的一种判决形式。 确认
判决是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的判定，它通常是其他判
决的先决条件。

３．４

变

更

变更主要是针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具体行政行

为而言的，只要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就可以避免。

等） 。 但在具体执行案件中，行政机关往往不能按照

３．５

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仅提交证据的复印件，未提交

岗位责任制，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要求不推诿、

原件；提交的证据不齐全，如仅提交事实证据，未提交

不拖延等。

前款规定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例如：未提交证明具

程序方面的证据；未提供被执行人的身份证明；未提供
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未提交催告情况或根本未履行
催告程序。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关的
代理人不知晓法律规定，不了解法院要审查的内容及
如何审查，甚至在作出行政处罚时不知如何调查取证
及取证的合法性。 这些问题不仅增加了法院的工作

限期履行职责
限期履行职责要求行政机关职责分明，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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