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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由于我国现实状况的影响，我国建设法治政府面临

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法治政府建设要取得新成效”，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主体的政府及各政府部门应健全

和完善行政法制、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完善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关键词：法治政府建设；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6—0036-05

法治政府的建设。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处于核心位

置。依法治国的主要对象是政府而不是人民。政府的行

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政府的管理涉及政

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最为密切。政府管理的法治化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

整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建设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国、建

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是各级政府及各政府部门当

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一、法治政府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原因分析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在政府法制建设、依法行政诸

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离法治政府的要求还相差

甚远。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决策、行政监督方面

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行政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行政立法观念相对落后。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内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过多强

调对公众的管理，重权力、轻权利；对政府权力设置多。

责任规定少；对民众义务规定多，权利保障少。致使行

政机关恣意行政，损害行政相对人利益。在行政立法

中。缺乏平等意识，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严

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还有极少部分立

法工作人员凭借其行政立法权限制定各种法律法规．

人为地制定和设置许多歧视的限制。并将这些法律法

规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借口．而且这种干预往往制度

化，对社会与市场造成普遍和持久的侵害，阻碍了经济

的正常进行。

2．行政立法存在利益法律化现象。“在行政立法

中，政府的某些部门受部门利益的驱动，往往把制定和

起草相关政策当作谋取、扩大自身利益的好机会，借立

法或制定公共政策之机，扩充管理权、处罚权和收费权

等，把并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纳入其中，堂而

皇之地行使所谓的管理权、处罚权和收费权等”。【-郧造

成“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99、利益法律化”的局

面。一旦行政立法的设想不能在政府的法制机构获得

通过，该政府部门就四处游说，力图通过游说将有利于

扩大自己权限和部门利益的要求反映到立法中。关于

这一点，一位对中国法律制度长期进行观察的外国学

者也注意到了：“(国务院的)各部门会运用各种各样的

方式使他们希望的立法项目进入年度立法规划。”他引

用一位国务院法制局官员的话进行印证：“通常而言。

某部会派该部法制司(处)的领导来国务院法制局，试

图以各种方式说服我们相信他们部的工作是如何的重

要。他们同时也会提出，如果他们所提出的立法项目今

年不能得到通过，那么在他们所主管的某特定领域的

社会活动将无法可依。”121344这就不难理解，政府部门为

什么乐于立法?我们也可以想象，依据这样的法律或者

法规、规章执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3．行政立法量多质不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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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行政立法的需求量攀升，导致行

政立法速度加快。呈现出片面追求速度态势。“近年来，

国务院大致平均6天就制定一部行政法规，某省一夜

间出台了8部规章”。【辨目前这种状况虽有所遏止，但

尚未彻底改变。行政立法量多质不高现象表现为：在内

容上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与实践性，如立法时对该法所

调整的社会关系缺乏科学而严谨的调查研究，致使颁

布实施的法律文件修改频繁。在实践中难以实施；在形

式上贪大求全，如一些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太过原

则。不够具体，不便于操作。特别是一些规章规定的几

类执法机关共同执法时，对几个机关具体职责、权限规

定的不明确，使这些规章执行不力或根本无法执行。

(二)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行政执法主体不规范。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

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享有行政权力，但由于政府职能

未得到合理界定．政府的执法权力都分散到政府的各

部门手中，有的地方政府还随意设立各种执法机构，造

成执法主体过多。由于行政执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

不明确、不科学，加之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被随

意授权或随意委托执法，以及随意委托、聘用不合格人

员上岗执法。造成行政执法机构和人员不合格的现象

严重，特别是一些受委托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常常损

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

2．行政执法体制不畅。政府在综合行政执法过程

中，面临与现存行政体制不畅的问题，现行行政执法体

制目前存在的弊端：一是行政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

分割，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协调配合力度不够，造成了

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等方面的执法效率低下：二是行政

管理系统交叉过多，行政执法职能划分混乱，有的交叉

重复，导致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交叉执法，导致相对

人办事来回奔波，陡增办事成本。三是执法力量分散、

层层叠叠、权限不清、责任不明、管理空挡等严重问题。

执法不到位现象时有发生。原因在于。一种法律行为有

多种不同执法依据，要么造成了多头行政执法，要么造

成了执法盲区。四是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随意处

罚、野蛮拆迁、暴力征稽等问题时有发生，有损政府威

信。

3．行政执法程序不明。通过告知、证据、说明、陈

述、听证等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

过程．这是被各国行政法治实践所证明的一条正确路

径。由于我国法治建设中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

问题．缺乏程序意识、程序立法不足、违反执法程序的

现象比较突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表现为：行政执法人

员不表明其合法身份。不告知行政处理的事由、原因和

依据，不告知行政相对人的申告权利和救济渠道，不提

供所需信息、资料和陈述申辩机会。执法不按严格的程

序规范和标准的期限、步骤和方式、过程等方面的程序

要求办事，随意性的失职、渎职现象严重且很少受到制

约和监督。这些都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决策方面的问题和原因

1．决策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这种情况突出地表

现为决策系统较为封闭，阻碍了政府与社会的交流和

沟通，人民群众的政策需求．除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

政治协商会议的主流渠道向上反映外，只能通过“信

访”等辅助渠道逐级向上反映，而主流渠道参与决策的

过程不够持久和深入，信访的命运则更难预料，往往会

遭遇层层截留的厄运．真正能反映到决策层那里的信

息往往是九牛一毛。这种情况不利于人民群众充分行

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也为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增加了一

些变数。

2．决策失误与不公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

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交通、园林绿化、居民住宅、供电线

路、通信线路、市政管道等建设中的决策失误。如刚刚

修好的道路被多次挖掘以不断进行地下管线安装，即

造成人民群众行路难，也造成财富的极大浪费。再如，

为了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实现经济指标，经常把一些高

耗能、高污染、不环保、不生态的项目引进来，破坏环

境，破坏民生，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有的还造成严重

后果。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哪决策

不公表现为．政府在关系民生的重大决策中有维护某

些垄断部门利益的嫌疑。在对民航、铁路、电信等行业

的政策中，政府置民意于不顾，从一定程度上维护这些

部门的垄断利益。从百姓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

3．决策过程的民主化仍显不足。实现决策的民主

化，使行政决策能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减免决策失误，

就要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的行政决策机制。但

是。重大决策公开咨询倾听公众、专家不同意见的渠道

不畅。政府意志左右专家思想．使专家论证不能从真正

科学的立场出发。而有迎合政府之意。有时专家的“咨

询”、“论证”只是走过场、装门面，决策最终依据决策者

的意志做出。大量的形象工程、首长项目的拍板，不是

行政首长拍脑袋作出的决定，就是下级投其所好的溜

须拍马之作，鲜有民主、科学决策的影子。这种“长官意

志型”决策，即使是错的也很难纠正，因为“长官”们为

了维护自己的官位往往不愿承认和纠正错误，甚至有

些“长宫”为了维护自己的“官誉”不遗余力地去寻找依

据以证明原来决策的正确性。结果导致越来越大的损

失。

4．决策的科学化、法制化不明显。表现为：一是“主

观臆断型”决策．决策时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实事求

是，不是依据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而是主观臆断、闭

门造车、脱离实际，从“本本”出发，或者用老经验解决

新问题。二是“急功近利型”决策，决策时缺乏宏观思

维，缺乏长远考虑，缺乏整体规划，注重眼前，重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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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领导任期制也导致一些决策者存有“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的心态，采取那些短期见效的决策方案，对需

要现在投入而在未来获益的决策方案则尽量回避。这

种“急功近利型”决策或许能取得短期的、局部的效应，

但是却不利于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三是决策的法制化

不明显。有的地方在“经济增长发展”考核的压力下，为

了让GDP数字上升，财政税收增加，擅自决策设立各

种各样的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大学城等，在没有任

何科学的规划和合法的手续情况下．乱批乱占耕地，进

行非法建设和开发。为了眼前利益，置国家的法律于不

顾，置国家的粮食安全于不顾，置子孙后代的利益于不

顾。

(四)行政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和原因

有权必有责，权力受监督，侵权有救济，这是法治

政府一个重要的运行原则。舭近年来，政府积极拓宽
行政监督的渠道，多元监督制度正逐步形成。但仍然存

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力度还不够。行政机关的

外部监督主要有：执政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协的

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实践中这些机关的监督

力度还远远不够，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当前主要表现

为党对党内部的行政人员的监督，几乎可以理解为党

对自身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充分发

挥，人大的监督因为会期过短、与选民联系不够密切而

掌握的信息有限等原因而效果不明显：司法机关的监

督是一种事后监督、被动的监督，它有赖于公民对具体

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如果公民不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

诉讼，司法机关是不能主动监督行政行为的。即使公民

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机关也只是对行政机关的某一行

为进行监督．相对于大量的公民权利受损害的事件来

说，这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因而监督效果有限。法院

的行政诉讼案件立案还难以做到及时、全面等；新闻媒

体对政府部门的揭短批评还不够，舆论监督作用还没

有发挥充分；公民的监督主要通过人民团体和社会舆

论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来实现的。这一监督有时候的

确起到很大作用。但是，舆论监督需要政府公开相关信

息等，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舆论监督能在多大程度上

约束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权利是值得怀疑的。

2．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行政机关的内

部监督即是行政的自我监督，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监

察等。由于行政复议和行政监察均属于行政机关自己

监督自己．故由于这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在实践中

流于形式的多，难以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上级政府及

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应当说是最有效的，但由于监督

体制不顺，其效果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村j去甚远。

3．行政监督杉L$1J不健全的问题。执政党的监督、上

级政府及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应当说是最有效的，但

由于监督体制不健全，其效果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

相去甚远。主要是监督主体多，监督力量缺乏整合，未

形成合力；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监督标准不明确；

监督体制不够腱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

的独立性：行政监督主要靠事后的追惩，对事前预防监

督和事中的过程监督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家权力

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舆论监督缺

乏法律依据等。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对策建议

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要取

得新成效”，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主体的政府及各政府部

门应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

和程序、完善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完善行政

监督机制。

(一)健全和完善行政法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

提

1．行政立法淡薄权力、增强服务理念。随着现代行

政权力的行为模式由“传统的权力导向模式向现代的

规则导向模式”【q142的转变、“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

的转变、“权力意识”向“权利意识”的转变，在立法观念

上就必须淡薄权力、增强服务理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立法过程中，要树立权利与义务

相对等、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相一致的观念，以体现行

政立法维护正常行政管理秩序。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

的目的。

2．科学立法为民，消除立法私利化。“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行政立法应加强在人权、社会保障、教育、

医疗卫生、就业、收入、居住、社会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立

法力度，保证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力，从全局和本

质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内在规律性，完善

行政法律体系”。1714'／坚持立法为民的宗旨，把保护和发

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决消除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的集团与私人利益制度

化的倾向。坚决防止和阻断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立法谋

求部门利益法律化倾向。

3．遵循法治建设规律．提高立法质量。行政立法要

服从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遵

循法治建设规律，加大对立法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成本

效益(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

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分析研究，不断提高

立法质量，如立法所确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的内容要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解决实

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便

于遵守和执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的效果。

(二)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是建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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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的关键

行政机关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主要的职能

就是行政执法。行政机关执法如何，会直接影响人民群

众对政府的看法和评价。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行

政执法体制、程序的法治化。

1．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

有效、保障有力”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目标要求。一是，

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规范行政执法主体。

为此．要做到：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

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

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应核实、确

认并及时向社会公告“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

的合法委托”的行政执法主体。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

格审查和批准认定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

事行政执法工作。“以期明确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经

法律、法规授权的职责权限，彻底解决执法职责不清、

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高执法的整体效能和效

果。更大程度地方便人民群众。”18p6二是，“健全机构间

相互协调配合机制，重点应大力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的全面落实，大力推进

综合执法工作。逐步实现同一级政府行政执法权相对

集中。从体制上解决相互扯皮、相互推诿、执法扰民的

问题。提高了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依

法行政的全面推进，对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阳三

是，要彻底解决多层执法、执法交叉的问题，重理执法

机构。为此，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

即将行政执法的力量配置由过去的省级行政执法部门

为主，适当下移至市县级行政执法部门为主，乡镇和街

道一级一般不专门设立行政执法队伍。具体来说，各类

各级行政执法机构的角色和分工应是：行政执法机构

主要在市、市辖区和县(市)设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主要行使行政执法的宏观指导职

责：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要积极支持和配合行政执

法机构的执法活动。

2．健全行政执法程序。相对于实体规范而言，对行

政执法权力的程序规制更为重要，因为权力的划分是

相对稳定的，而行政执法权力的行使却是经常性的，若

无程序规制，则时时构成对人民权利、自由的威胁。一

是，建立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规范行政执法的

重要途径。民主、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执法行

为实体公正、准确的保障。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

行政程序法典。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的现实

需要，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规定。明确并

严格实施～些最基本、实施条件最成熟的行政程序制

度，包括：告知制度、听取陈述和申辩制度、听证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时效制度、简易程序制度等。行政执法

要严格遵循行政程序的这些基本制度，健全行政执法

程序制度当前就要腱全行政程序这些基本制度。二是，

在行政执法方面，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的评议考核制

度。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具体来说，要健全行政执法主体

资格制度、行政执法公开制度、行政执法举报、控告、申

诉受理制度、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及引咎辞职制度

等。对行政执法责任的评议考核制度具体来说，是把各

部门承担的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落实到岗位和人头

上。“实行权力界定、责任明晰。权力和责任相挂钩的量

化考评目标，使每个执法人员都知道依法做什么、怎么

做，不依法做应负什么责任。从而规范行政行为，确保

依法行政。”I,ol国

(三)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

的重点

行政决策是享有行政权力的行政主体，为实现既

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在系统分析主客观条件和掌握大

量有关信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抉择性创造思维活动。

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必须使之制度化、法治化：

1．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

行政决策机制。它是一项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科

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这一机制，增强整个决策

过程的透明度、公信度、民主性，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参

与决策、强化专家在决策论证中的作用，是实现行政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行政机关的决策能力和水平

的重要途径。

2．完善行政决策失误问责制度。政府在制定和实

施决策过程中，由于错误决策而导致社会、经济、政治

发展的不良后果，侵犯了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决策者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并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给予相应的处理和制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

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应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

则，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个人决策，个人负

责，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对于集体决策失误，即由行政

首长负主要责任，其他参与者负连带责任；日常决策失

误由行政首长独立承担行政责任。明确每个决策者在

决策中的作用和权限以及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当前。

在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中。要着力解决行政决策失误

责任界定难的问题，着力解决行政决策失误问责依据

缺失的问题，着力解决行政外部问责主体问责力度不

够的问题，着力解决行政决策失误问责程序不完善的

问题。

3．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行政决策程序是指行政主

体依职权在行政决策进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步骤，主

要包括：调查、决策规划、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听证、

咨询和协商、审议和审批、公布和备案等，其中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

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或者

组织听证，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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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行政决策公布施行前，应当经过政

府法律顾问室(在政府法制机构基础上建立的专门为

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的合法性论证。通过完善行

政决策程序．发挥行政决策的作用，提高行政效率。

(四)建立完善行政监督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

保障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

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各级政府及政府各部门的

行政监督要做到：

1．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一要把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落实到位。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基

础和前提，只有把领导干部的权力置于全体党员的民

主监督之下，才能保证其权力不至于滥用。二要把坚持

党管干部的原则充分发挥好。治党要严，治官更要严。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目前，重点加强对各

级行政负责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财物的管理使用以

及关键岗位的监督。坚决从源头上遏制行政权力的腐

败。

2．加强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政府及

政府各部门都要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自觉接受同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

虚心听取人民代表的建议和批评。对人民代表提出的

建议和意见，要按时办理，做到件件有答复，件件有着

落。要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

议，认真办理政协提案。

3．完善行政自我监督机制。行政自我监督。具有直

接、及时、灵活、快捷的特点。完善以上级行政机关对下

级行政机关监督为重点的行政层级监督机制。完善行

政监察以及行政审计、行政复议、信访等方面的监督制

度落实及行政机关内部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如巡视、

督察等)。完善执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政府

法制部门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

审、有错必纠，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范性文件及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和不当。

4．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社会团体、新闻舆论和

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作用，形成对行政监督的合力和

实效。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在确保信访渠道畅通的基础上。一定要认真调查、核

实，及时反馈，并依法及时做出处理。《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这是建设法治政

府的一项重要措施。当前．通过建设政府网站，及时发

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关键要“完善

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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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Fang Jian

(CPC Academy，Suzhou 234000，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government under tlle rule of law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made

by Chinese government．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we are facing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鹊quickly as possibl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government ruled by

law．As administrators，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complete

and perfect administrative legal system，administrative law—enforcing system and procedures，as well as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system a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Key words：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problem；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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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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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 陈雅丽 论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2005
    法治政府是一种文明的政府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建设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既有赖于行动实践，也有赖于理论研究，因为“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本文对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进行研究，探讨了法治政府的含义、法治政府建设的意义，分析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现

状，提出了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措施。

　　文章认为，法治政府是按照法治原则运作的政府，其权力来源、行政行为的行使、政府的责任追究等均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具体来看，法治政府

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是责任政府，是高效、廉洁、诚信、透明的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有益于

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来看，成就与问题并存。在政府法律规范体系方面、政府执法方面

、政府权责统一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进步，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文章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核心与关键。认为法治政府建设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和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前提，以摆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为核心，以政府依法行政为关键。

6.期刊论文 陶进华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层原因与对策分析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9(6)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深层原因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治观念和现象;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非科学发展的政绩观及其考核体系带来的许多问题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的对策: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树立人们的法律信仰,确立法律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用

科学的政绩观及考核体系来约束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全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行政组织法和程序法的建设,让行政管理体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切实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7.学位论文 王之香 论法治政府目标下的公共财政建设 2007
    国务院于2004年3月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无疑在我国法治实践进程中具有非常特别的标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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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建设法治政府关键是找准突破口，而公共财政制度正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突破口。在法治政府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对于推进法

治政府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章分四部分论述了公共财政制度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实践问题，理论先行。文章第一部分阐述了法治政府和公共财政的相关基本理论。有限

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指标。而“公共财政”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了不同的政府职能

理念，同时公共财政中公共性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公共财政的内容和职能。

    公共财政问题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作用决定了在宪政视野下研究公共财政制度的重要性。文章第二部分就对公共财政和法治政府从价值、制度以

及实践方面做了宪政意义上的关联分析。首先，保障人权是公共财政和法治政府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其次，代议制度是公共财政与法治政府相关联的

制度基础；再次，权力制约是促使公共财政规范运行以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保障。

    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虽然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建立起来的公共财政还仅是一个不甚规范的初级水平的公共财政。在现

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法治政府理念相偏离的现象，这些现象都需要在法治政府理念指导下予以完善。文章第三部分就从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

支出以及财政监督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公共财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理念的偏离问题。

    只有在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下，公共财政才能更好地发挥对法治政府的推进作用。因此，文章第四部分针对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如何依据

法治政府的理念对公共财政予以完善。

8.期刊论文 田少婕 从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分析法治政府建设 -现代商贸工业2009,21(15)
    我国对人权概念在政治法律地位予以确认,经历了一个从讳言人权到党和政府文件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国家宪法的发展过程.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是党

和国家时人权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我国法治型政府建设题中之义.人权制度发展,体现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的变化和对"权利制约权力"思

想的认识转变,对我国法治型政府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9.学位论文 李诗夏 市场经济与法治政府建设 2008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法治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用就是约束政府即要求政府的权力严格地受到法律的

限制。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法治政府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形态。迈入好的市场经济的轨道离不开法治政府，这是由法治政府和现代市场经济

的内在关联所决定的。我国要实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建立市场秩序和保护经济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转型期我国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中国经济体制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随着改革的

深入，单纯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无法带动其他改革的进行，特别是传统的政治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在实践中政府的运行暴露出许多

弊端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并提出法治政府建设的对策性措施，对促进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用经济学与法学结合的方法深入系统地探讨了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问题。共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市场经济、法治政府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说明本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对市场经济与法治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详细的综述了国外法治政府对市场经济控制

的理念。第四章结合改革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政府的构建问题进行解析。第五章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现状从职能的转

变、法制的建设、机制的完善、观念的形成几个提出了相关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建议，并从宏观上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打造我国的法治政府的着力点总

的在于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

10.期刊论文 孟大川.张为波.杨泽辉.陶进华 成都市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调查与实现路径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7,28(7)
    文章运用实证调查的方式探讨建设成都法治政府的问题,首先对成都市依法行政实践的成就进行了基本的估计;其次探讨了建设成都法治政府的重点-

-公务员的依法行政理念问题;再次,对建设成都法治政府的难点--基层依法行政"两难"矛盾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文章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加速成

都市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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