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权利的逻辑体系及其现实化构造

胡 明*

内容提要 财政是权利的保障。为精算权利的成本，应建立权力人与权利人共商的议
价机制，财政法研究亦应突破传统权力视域，植入财政权利的思维。财政权利的理论渊源，
根植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信托关系，并立足公共财产本身的控制权能与受益权能，可
凝炼为防御性和受益性的财政权利体系。类型化解构上，财政权利可考究为以选择性与利
益性为深层次要件的价值体系、以排他性与衡量性为建构性解释的规范体系，这是形成财
政权利体系的法理基础。结合转型期中国财政法治实践状况，防御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
造应加快落定财政法定主义、财政议定主义的客观防御，并准确施加财政知情权、财政参与
权、财政监督权的主观防御;受益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造应推进达成财政民生主义、财政
公平主义的受益屏障，并从立法、行政与司法方面全面落实受益权利的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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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以来，建设法治财政成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心。“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加快
保障和改善民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财税改革热点频繁出现在重要政策性文件之
中。财税法治实践的变革必将促进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当下中国，以财政治理主体、治
理客体、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要素为基本内核的财政治理现代化转型，为正
处于生长期的中国财税法学基本理论提供了肥沃的研究土壤。面对这种革新趋向，对
财税法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视域以及研究范式等作出调适与完善，以使财税法学研究能
准确回应财税法治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趋势，是提升中国特色财税法学理论与
制度自信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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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法研究的传统视域及财政权利的提出

人类权利理论进入到现代社会阶段，与生俱来的权利神话被打破，权利的真正保障
和增进需要公共成本或公共价格的强力支持。① 为了合理权衡权利享有的公共成本
( “预算成本”) ，国家不应过多地充当社会本应承担的角色，社会同样不宜完全听命“家
长式”的国家安排，而应建立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共商的财政议价机制。② 然而，中国财
政法的传统研究似乎总是集中于单一性的权力维度，将财政法的理论构建在权力规制
的思维模式上，寄望于通过优化国家内部的财政权力配置来实现财政权力主体之间的
相互制衡与有效监督，以达到对权利成本的控制与权利自由的保护。但事实上，随着财
政关系受到社会共同生活影响的加速，财政法律关系逐渐转向社会化与复合化，它除了
包含国家横向与纵向层面的权力性财政关系，还延展到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内部
之间的权利性财政关系。要想厘清现代财政法律关系之全貌，应在研究中拓建社会力
量的维度并植入权利思维的逻辑，以优化对财政议价本身与过程的调整，增进财政分配
正义的形成。概言之，践行财政法的正义性，③就必须尊重财政权利，财政权利乃是财政
分配正义实现的重要保证。④

我国财政法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财政法以国家需要、政府中心
为基点，被称为财政权力关系法;第二阶段的财政法以公共需要、市场中心为基点，被称
为公共财产关系法。⑤ 财政权力关系论者，从国家权力方向出发，主要是侧重财政作用
权力性与公共性的研究: ⑥起初认为财政权力处于国家权力的附属地位，财政权力的运
行( 对财政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 在于辅助国家权力的行使，用以维护“国家尊严”。⑦

而后，公共财政理论得到高度重视，在依法理财、程序法治、民主监督的财政语境下，财
政法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主权原则与彰显分配正义原则，⑧但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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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 \］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Ｒ．桑斯坦: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160 页; \［美 \］詹姆斯·M．布坎南: 《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穆怀朋译，商务印
书馆 1993 年版，第 16 页。
参见 \［美 \］玛格利特·利瓦伊:《统治与岁入》，周军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 4 页; \［美
\］菲利浦·T﹒霍夫曼、凯瑟琳·诺伯格编:《财政危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 1450-1789 ) 》，储建国译，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3 页。
参见任际:《财政法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6-147 页。
分配正义的经典理论上，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强调正义必须尊重权利。而财政权利的提出，使二者
分歧得到适当融合。财政分配正义，是对平等的价值追求，但只有依托财政权利，方能展现最佳效果。
参见朱大旗:《从财政法( 学) 的演进论其独立性》，载《法学家》2006 年第 5 期。
参见蔡茂寅:《财政作用之权力性与公共性———兼论建立财政法学之必要性》，载《台大法学论丛》1996 年第 4 期; \
［德 \］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5 页。
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 上) 》( 增订版) ，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 页。
参见熊伟:《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 4 期;温泽彬:《论公共财政监督与控制———以宪法为视
角》，载《现代法学》2009 年第 6 期;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载《中国法学》2011 年第 5 期。



权利始终未成为财政法研究的主流元素。公共财产关系论者，力图从理论上深化对财
政法律关系本质的认知，认为财政法的调整对象为公共财产关系。⑨ 但研究者虽名义上
提倡应以“权利”作为逻辑基点，可其论证过程与结果仍然集中在权力属性的研究范畴，
财政权利概念依旧处于未被激活状态。瑏瑠 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一些文献论及了财政权利
的相关概念，代表性观点主要从从宪法层面、民生进路、民主角度以及民权方向讨论了
财政权利，瑏瑡这些研究固然相当重要，却失于体系化研究，存在破碎化与边缘化的缺陷，
它们未能挖掘财政权利的理论渊源，也未深入探讨财政权利的本质。

尽管财政法研究长期少有问津财政权利现象，但以上财政法学界对传统理论的重
点突破，尤其是公共财产关系中公共性与财产性的剥离，为财政权利概念的提炼与锻造
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可能。为贯彻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战略，在传承与发扬财政法理论研究精华的基础上，财政法的进一步
研究也应是双重维度并行且联动发展的:一方面，正确认识并更好发挥政府财政权力对
公共财产关系的调节作用，使财政权力运作能充分体现公共性的特征; 另一方面，为了
防止财政权力给市场主体( 即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庭、个人) 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利益损
害，还应存在对称性的财政权利以便对财政权力进行防控并形成牵引。概言之，为了能
更好地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完善财政议价机制
的权利基础，建立以民为本的正当理财模式。基于此，现代财政法的研究无疑应认真对
待财政法律关系中财政权利存在的理论逻辑。如何从学理视角探寻财政法上财政权利
关系产生的思想渊源? 又如何实现公共财产关系上公共性与财产性的协调融合? 只有
解决这些问题，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财政权利模型，使公共财产得到有效治理与科学
营运，也即通过精算公共成本使权利获得公共资助或支持，才能充分提升财政法律规范
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民众对权利的更好享有。笔者将对以财政权利为中心的
财政法律体系进行研究，重点梳理财政权利的逻辑体系和建构路径，从而探索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财政权利形成、运行和发展的辩证规律。

二、财政权利理论缘起的逻辑基础

现代财政者，探讨国家与人民之共同经济生活也，既称理国之财，因以谋国家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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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与富强，又为理民之财，因以增人民之安宁与福利。人之权利者，已非来自天赋与先
验，亦非被动仰赖“更高权威”，而是源自人类经验取向，大凡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
刻准备主动而持续地为权利辩护与斗争。瑏瑢 财政权利名义上虽为财政与权利的概念叠
加，但实质上为财政与权利的逻辑组合，它将对国家与人民的财政关系予以更为清晰、
准确、规范和统一的界定，其理论上根植于现代财政关系既为财政权力关系又是公共财
产关系的二元属性，产生于进一步协调这种权力性与财产性的动态过程。以此为研究
路径，可以立基于现代财政关系来重点挖掘财政权利兴起的逻辑。

(一)财政权利产生的外部逻辑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且要为了人民。财政权力应以民为本，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财

政权力产生的委托者和授权者，也是财产权力实际的享有者和受益者，只有构筑为人民
服务的财政权利理论模式才是财政法的逻辑起点和目的追求。为深入理解这种建构于
国家与人民关系之上的财政法理论模式设计，可将财政权力的产生渊源追溯至政治领
域的政治权力。中国自古讲究民本主义，政府与民众上下一体，民众对政府常抱信托与
期待，钱穆称之为一种“信托政权”。瑏瑣 在西方，洛克( John Locke) 也认为可将人民与政
治权力之间凝结为一种信托关系，瑏瑤它涵载着人民与国家之间是互为一体的信托关系而
非相互对立的契约关系，也只有基于政治信托所产生的国家，才能使国家居于从属地
位，真正将其置于人民主权之下。瑏瑥 申言之，政治共同体形成与运转都基于信任，瑏瑦政治
权力皆来自信托。瑏瑧 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始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举的大旗，无
论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
要原则，还是《宪法》序言用大量篇幅阐述中国人民对党领导革命事业和继续领导建设
事业的巨大认可与充分信任，瑏瑨抑或是国家领导人表达“受民之托，忠民之事”的执政方
略，瑏瑩都体现了人民与执政党、人民与国家之间蕴含政治信托关系的原理。此政治信托
思想有力增强了政府与人民的法治观念，正成为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强大动力，即受托
人基于委托人的高度信任而拥有行使信托事务处理的资格与权力，并承担着不辜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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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 \］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 \［美 \］艾伦·德肖维
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煜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10 页。
参见钱穆:《国史新论》( 新校本) ，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5-120 页。
洛克是政治信托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政府论》下篇频繁提到“信托”( trust) 。See J． W． Gough，J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at 136 ( Clarendon Press，1950) ．
参见 \［英 \］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26 页;唐飞、郭忠华:《契约、信托
与洛克的人民制宪权理论》，载《浙江学刊》2016 年第 4 期。
详析请参见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 第 4 版) ，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页;
\［美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39 页。
参见 \［澳 \］菲利普·佩蒂特:《共和主义: 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 页; \［美 \］罗斯福:《罗斯福自述:走出危机》，张爱民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2 页。
参见喻中:《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 第 2 版) ，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2 页。
参见《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论联合政府》。



种信任并完成其身为受托人的责任与义务。瑐瑠 适用至现代财政法的理论框架，财政权力
依赖信托而产生、运行，国家如何履行人民的财政受托权责、致力实现人民的财政信托
受益以及保障社会公共需求的最优化满足，成为中国财政法存在的立足点与归宿点。

基于政治信托原理，财政法才被学者从理论上定位为公法体系的特别信托法，认为
是一种法定的公益信托和自益信托相混合的法律机制。瑐瑡 进一步解读这种财政信托观
念，委托人( 人民) 基于对受托人( 国家) 的信任而按照法定方式移转部分私有财产集合
形成信托财产( 公共财产) ，受托人应按信托目的之要求和信托行为的确定指向( 由宪
法、财政基本法、财税主干法律、预算法、相关民生立法以及预算案等列明) 行使信托权
力( 财政权力) ，人民或公民( 委托人、监察人) 因财政信托关系将形成对信托财产的管
理、使用、处分过程的一种强制，公民( 受益人) 根据信托目的对财政信托财产( 公共财
产) 利益的全部或部分而享有受益。瑐瑢

依此厘定财政权利产生的理论渊源，它是人民( 委托人) 、国家( 受托人) 、公民( 受
益人) 之间财政信托关系的表征:无论是公民的私有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的环节，还是
国家基于人民的托付与信任行使财政权力( 受托权力) 的过程，抑或公民作为受益权者
针对公共财产( 信托财产) 享有财政受益( 信托受益) 的关头，公民都应拥有财政权利的
表达空间，即依靠财政权利主体的资格对若干基本利益提出直接或间接的要求或主张，
与财政权力形成正当的、合理的、合法的财政议价格局，才能对来自财政权力的可能侵
害进行正当防范，同时要求财政权力应在事实条件与法律条件可能的范围内求取社会
公共利益的最大程度实现。因此，在外在逻辑上，财政权利的产生是由财政权力存在的
信托目的所决定的，它要求财政受托权力在社会公共目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尽
管人民信任并服从财政权力，但其并非财政权力的从属，为了保护公民针对财政受托事
务享有合法财政利益，公民应当是财政法上得以凭借自身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实践财政
目的的财政权利主体。

(二)财政权利兴起的内在逻辑
财政权利要成为财政法的基础概念，除了应从财政法的权力关系层面扩充普遍性

的、抽象性的、超然性的外部表达空间，还必须从财政法的财产关系上厘定公共财产的
内在权能属性，使财政权利向具体的、实际的、接地气的方向转化。承接上述国家与人
民之间财政信托关系的逻辑，财政法的公共财产权属性也紧密相连于信托制度和财产
本身的权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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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参见 \［英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67-268 页。
参见朱大旗:《从国家预算的特征论我国〈预算法〉的修订目的和原则》，载《中国法学》2005 年第 1 期; 何廉、李锐:
《财政学》，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7 页。
在财政信托理论中，人大是人权主权的代理机构和我国宪法确立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角色可划分为两种形态: 普
遍抽象层面，相对于委托人( 人民) ，人大是受托人身份;具体治理层面，相对于受托人( 政府) ，人大为委托人地位，因
为人民只有围绕在以人大制度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周围，才能真正对财政治理“发号施令”。



还原信托制度的本质，委托人居于信托财产原所有人与信托行为设定人的双重地
位，为受托人确立了对受益人负有管理、处分其所控制的信托财产义务，而受益人可以
要求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责任人积极履行这份义务，并享有这个管理与处分过程中所
产生或带来的利益。瑐瑣 也就是说，国家( 受托人) 和公民( 受益人) 都享有公共财产的部
分权利要素:国家拥有控制公共财产的权力，负有营运、管理、处分公共财产的义务; 公
民拥有要求国家适当履行这些责任的权利和在公共财产营运、管理、处分过程中收益的
权利。相应剖析财产制度的内涵，在一揽子的财产所有权要素之中，瑐瑤两大法系都认同
主宰财产权最终命运的权能要素，主要包括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瑐瑥 由于财政法上公
共财产本身只能被转换使用而不能直接使用，瑐瑦那么影响公共财产的权能要素也就减缩
为两项———处分权与收益权，前者体现出“基本控制功能”( 公共财产的控制所有权) ，
后者表现为“基本受益功能”( 公共财产的受益所有权) 。瑐瑧 当然，财政法上公共财产权
绝非只是对私有财产权的权能要素的简单削减，为充分实现公共财产的利他性与共享
性，它还将一定程度突破传统财产权法律属性的表达范畴。

财政法上公共财产权的权属特性，是财产的控制功能与受益功能相分离的二元结构。
在此二元结构思维下，如何约束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合法取得与合理控制其支配的
公共财产，如何保障公民享有国家所支配公共财产的受益权利，是财政权力运行的重点要
求，也是财政权利形成的基本原理。申言之，为实现对财政法公共财产关系的最优化调
整:一方面，国家作为受托人被实际赋予了一种对公共财产的控制性权利，它表现为积极
作为性的权力与能力，强调受托人拥有管理、处分公共财产事务的系列支配性权力，即为
财政控制权力。控制性财政权力既来源于财政信任与托付，又受制于这种信任与托付。瑐瑨

一是为公共财产的取得设立了严格的防御要件，不仅应包括主观的意思表示，而且需符合
客观的法治理念，即必须存在委托人真实的信托意思表示，要求私有财产的转移过程遵循
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二是为财政权力树立了两条行为准则即忠实义务和谨慎义务。忠
实义务要求财政受托人必须本于自我良心而为社会公共利益管理、持有、处分这种原本属
于公民之财产，作为忠实义务人的受托人必须待民忠诚、不为己利，这是其承担所有义务
的根本;谨慎义务要求财政受托人打理受托事务应如一位谨慎人士竭尽所能运用与其能
力相匹配的注意与技能，必须尽到自己所能行使的专业判断。概言之，针对控制性财政权
力将呈现一种防御性能力，包含着权力行使条件、范围、要求等限度，它将在具体的财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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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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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See Andrew Iwobi，Essential Trusts，3rd ed．，at 1 (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2001) ．
参见 \［美 \］斯蒂芬·芒泽:《财产理论》，彭诚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20 页。
参见 \［英 \］F． H．劳森、B．拉登:《财产法》，施天涛、梅慎实、孔祥俊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
［法 \］弗郎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 上) 》，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6 页。
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台湾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1019 页。
参见 \［美 \］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邵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7-229 页。
参见 \［英 \］靳克斯:《英国法》，张季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87页。



律关系中转化为公民实际享有的财政权利规范，有效防止受托人对公共财产的恣意使用、
低效管理、无权处分等行为，即形成财政防御权利。另一方面，公民作为受益人实质上拥
有对公共财产的受益性能力，表现为公民可以要求取得、管理、处分公共财产的受托责任
人积极履行这份受托义务以享有这个过程中所产生或带来的财政利益，这种对受益人应
得财政利益的认可、尊重、保障、实现，即产生财政受益权利。受益性财政权利作为财政信
托的目的与终点，它居于现代财政法原理的龙头地位，如何结合宪法的基本受益权理论与
行政法的给付行政理论，合理建构体系化的财政受益理论，将成为财政法研究的理论发展
重心。概言之，通过对财政法公共财产关系的解析，财政信托运行过程孕育着防御与受益
的两项权能，依此形成的财政权利体系将大大降低现代财政权力行使的不确定性和不可
控性，防御性财政权利强化了财政权力托付的责任，而受益性财政权利坚定了财政权力作
用的方向。瑐瑩

三、财政权利体系的类型化解构

为实现财政法的功能和目标，复合型的财政权利肩负着驯化与驾驭财政权力的重
要使命，可以表现为确立财政信托关系达成的根据与标准，也可以表现为对财政权力人
行为的指引与约束，还可以表现为对财政权利人受益的维护与保障等。面对财政权利
表达的纷繁复杂，除了需要知道它的理论来源，还需考察其内在构成。作为一种有机体
而存在的财政权利体系，它的内在机制需从三个方面去考量:一是划分财政权利的组成
要素;二是描述组成要素间的关联性和逻辑性;三是依要素特征形塑出财政权利的定型
化结构。这种意义上的类型化剖析，不是去创造类型，而是发现类型，以获得对财政权
利类型的统一认知，力求为财政权利现实化构造确立一套逻辑严谨的价值体系和规范
体系瑑瑠。

(一)作为价值体系的财政权利
要防止财政权利概念的滥用，必须挖掘其立基的正当性支持并判断其以何种方式

存在的决定性理由，即通过探求与揭示构成财政权利主张之基础的深层次要件，来作为
验证和维护财政权利体系之建构的统领性准则，以谋求对财政权利价值体系运行的社
会认同。一项法律权利由一系列复杂与多样的要素构成，其概念真实性标准的判断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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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财政权利的二元界分逻辑也吻合边沁根据权利与责任或义务的不同联系所做的两种不同的权利区分: 第一种权利
源自法律责任的缺失，即应成立防御性权利;第二种权利来源于法律所施加的某种责任，即应成立受益性权利。参
见 \［英 \］H． L． A．哈特:《哈特论边沁———法理学与政治理论研究》，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172-173 页。
法律的价值性与规范性代表着法哲学研究的两项经典命题: 前者关乎法律的合法性( legal validity) ;后者关乎法律的
规范性( legal normativity) 。参见 \［美 \］安德瑞·马默:《法哲学》，孙海波、王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
页。



难把握，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为“选择论”和“利益论”的理论分野。瑑瑡 受其所悟，得财
政权利之要旨，财政防御权利与财政受益权利可分别归结为选择性与利益性的价值秩
序决定。

1. 选择性价值
只有分析何谓选择性，并揭示是何种选择性，才能对防御性财政权利的本质做出详

细解释。瑑瑢 借鉴法理学对权利分析的研究成果，选择性表征的是权利人的自治性，它将
自由意志置于其价值内核，其复合性的关系模式可提炼为: 要么承认要求，对其施加义
务，即“要求—义务”的关系模式; 要么赋予权力( 能力) ，使其承担责任，即“权力—责
任”的关系模式;要么形成豁免，让其失去资格( 无权力资格) ，即“豁免—无权力”的关
系模式。瑑瑣 这些关系模式均是财政权利人行动的载体，一个成熟的防御性财政权利体
系，应将相关的模式要素予以逻辑整合并能充分激发权利人的表达力与支配力，才能实
现对财政权利选择性的最佳解释。
“要求—义务”的关系模式之中，选择性居于主要地位。作为财政权利的自由持有

者( 我可以选择) ，财政权利人能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行使权利，表达出一种能够影响( 即
创造、改变与消除) 某种规范性财政法律关系的控制力。瑑瑤 在签订财政信托协议( 如预
算案) 的过程中，财政信托协议应形成于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对于财政权力人编制的协
议草案，财政权利人既可以选择协议生效又可选择否定协议亦可选择变更执行，同时伴
随着财政权利人的能动作用，如对财政信托协议内容的同意、修正、调整，受托人应相应
予以执行、履行、遵守。最典型的就是政府预算草案或预算调整案之审批，代议机关完
全有自由作不同选择，可以选择预算批准也可以选择预算否决。
“权力—责任”的关系模式，其选择性易于受到忽视。虽然代议机构的自由决定将

是防御性力量的重要来源，但是其不应被视为唯一防御主体。财政权利的能力持有者
( 允许我选择) 瑑瑥，实际上就是被赋予了选择改变财政受托地位或公共财产关系之能
力———藉由财政权利人之行为影响以及指示或约束，形成对财政权力人的指令性或拘
束性权力。最常见的就是权利人可选择参与预算草案或预算案的编制、审议、执行、监
督、审计过程，双方可就预算某个环节形成互动或对预算某个项目进行协商，这种被促
成的互动或协商之结果，将成为某种必须承担的责任，财政受托人应遵照并予以施行。
“豁免—无权力”的关系模式，其选择性表达相对隐性，但却至关重要。这种选择性

主要存在于特定环节，在权利人转移并处分其财产权的过程，毋庸置疑地应高度重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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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8-422 页。
关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 页。
参见 \［加 \］L． W．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李茂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49 页。
参见前引瑐瑩，\［英 \］H． L． A．哈特书，第 192 页。
参见 \［美 \］理查德·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版，第 36-37 页。



初级形态财产自由的完整保护，除非其自动选择并明确完全放弃，否则其免受权力干预
或约束的地位将不被撼动，也即形成对财政权力人的克制性或禁忌性之权力豁免( 即财
政权力人无资格) ，权力豁免将阻却对权利人财产自由领域的不当侵害。最具代表性的
是以“正当程序”为核心的税收征管过程，许多国家都已确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
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 如《美国宪法》第 14 修正案) ，以促使财政信托财产的取得过程
向合法性与正当性转变。在具体的税收征纳关系中，纳税人虽将放弃并移转其部分财
产自由，但从选择放弃的权利范围来看，这绝非是对“被放弃财产自由”的整个权利疆域
的彻底割舍，如纳税人隐私权、机密权、信息权、知情权等，这些仍应构成对权力人的豁
免，并应受到充分尊重。

2. 利益性价值
利益性是受益性财政权利体系形成的逻辑依据，它指向对财政信托受益人财政获

益的保护或促进被承认为给权力人设定义务或责任的正当理由，表征着受益人拥有了
这项财政权利。尽管权利的利益于逻辑上仍需推衍并落实在义务之上，但是从影响因
子系数的重要性与主次性来看，利益要素对义务要素具有逻辑优先性，即财政权利的利
益性是权力人负有义务的基础。对受益性财政权利进行平面切割可以看出: 其核心在
于明确权利人在财政信托财产上的受益优势( 即允许拥有) ;其外缘在于设定受托人负
有保护财政权利持有者获益的义务( 即使之可能) 。为求得利益性的认同与安定，笔者
将依上述逻辑线条，来界定受益性财政权利的价值基础。

在核心内容上，利益性何以成为受益性财政权利的正当理由? 源于财政信托关系
的理论基础，权利人的受益性权利产生于财政信托财产的特殊所有权之上，相较于受托
人因管理与处分信托财产而享有一种法律上的名义所有权，受益人才是真正拥有信托
财产利益的所有权人。瑑瑦 究其成因，以公共财产利益性的最终归属作为本源，受益性财
政权利形成于受益人应得之公共财产利益，即其在性质上被定位为一种集合概念下的
派生权利。瑑瑧 基于此，利益性占据了受益性财政权利建构的核心地带，这个根本标志也
相应决定了整个受益性财政权利的内容及其范围。

在外缘要求上，权利又是义务的正当理由部分，权利人受益性的主张要求权力人承
担保护性义务，即由权力人( 国家) 担任公共财产利益的守卫者乃是受益性权利保护必
须引入的后援力量。为达到对权利人利益性的最佳保护，证实受益性权利的真实存在，
务必实现权利向义务转化的无缝对接，一些关键要素必须予以限定: 在权利的授予方
面，需对利益性内部的价值顺序予以评价，明确何者推荐优先、何者较为重要、何者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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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ustin Wakeman Scott，The Nature of the Ｒights of the Cestui Que Trust，17 ( 4 ) Colum． L． Ｒev． 269，289-290
( 1917) ．
为更好地解释权利，拉兹在逻辑证成上提出了核心权利( 权利的本源) 与派生权利( 权利的衍生) 的顺序关系。参见 \
［英 \］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6-157 页。



居其次，如众多财政利益之中，应由立法者作出价值取舍，这是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权
利的限制方面，宜对财政利益保护的力度予以设定，以化解利益需求无限与保护力量有
限之间的矛盾，如需要对财政受益权利行使的正当边界( 范围、内容与方式) 等进行相对
限制，超越了受益权利享有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权利滥用的反面; 瑑瑨在权利的构成方面，
应对财政权利人的法律后果予以强调，如果广泛承认对受益性财政权利的拥有，那么是
否允许权利人的受益给付请求以及如何对受益给付请求的条件予以设定，这是结合现
实才能解决的问题。瑑瑩

(二)作为规范体系的财政权利
要避免财政权利行使的混乱，应重视规范层面的逻辑推理，尤应以宪法权利规范为

基础，创设一个连贯、清晰、有序的规范基准。据学者对宪法权利所作的规范解析，宪法
权利规范可推理为既内含排他性又内含衡量性的复杂结构:一如德沃金所认为宪法权
利可隐喻为“王牌”瑒瑠，暗含一种排他性理由的权利结构，是自由主义权利观的表征，以
选择性价值为核心的财政防御权利，即是排他性规范结构之典型;二如阿列克西所主张
宪法权利可描述为“最优化要求”瑒瑡，显示一种衡量性层次的权利结构，可归结为功利主
义权利观，以利益性价值为中心的财政受益权利，即以衡量性规范结构为重心。当然，
排他性与衡量性之间绝非对立，仅代表规范结构重心之分布或差别，二者相互结合构成
一个完整的规范结构。

1. 排他性规范
防御性财政权利彰显出一种排他性的法效力。拥有防御性财政权利就相当于抓到

一张王牌，它意味着在财政议价过程中权利人拥有了一种压倒性力量，即能对权力人的
行动理由施加并产生强烈限制，将权力人的不当行为排除出双方财政议价的范围。追
踪这股排他性力量的来源，它生成于防御性财政权利的绝对性，即依照财政信托的理论
逻辑，防御性财政权利围绕财政信托财产( 公共财产) 而产生，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公共
财产( 信托财产) 的权利，体现出一种类似私法体系中对物权的绝对性。细言之，在公共
财产的控制过程，受托人虽对公共财产拥有控制力，但其并非实质上的所有权人，受托
人只是被财政法赋予财政权力并承担管理、处分公共财产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就公共财
产管理与处分中获得任何利益。反观财政权利人，作为拥有独立财政法律人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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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6
期。
这三个方面也印证了拉兹提出的创设权利的三种法律类型，“即赋权性法律、除权性法律和构成性法律。赋权性法
律确定了获得权利的方法，除权性规定了处置权利的方法，构成性法律确定了成为权利持有者的后果。”See Joseph
Ｒaz，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2nd ed ．，at 176 ( Clarendon Press，1980) ．
See Ｒonald Dworkin，Ｒights as Trumps，in J． Waldron ed．，Theories of Ｒights，at 153 － 167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Ｒonald Dworkin，Taking Ｒights Seriously，at xi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
See Ｒ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Ｒights，translated by Julian Ｒivers，at 388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 \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0 页。



主体，它并非仅仅对受托人控制公共财产的过程承担服从义务，它能居于主动的财政法
律地位并针对受托人管理与处分公共财产的行为拥有一种对抗性权利，即财政权利人
能对管理与处分公共财产的过程提出特定的作为或不作为之建议，并有权排斥受托人
的不当干涉。

对排他性的规范特质作建构性解释，可以发现它在公共财产信托关系之中呈功能
状分布。作为一种具有绝对权属性的防御性财政权利，它的排他性功能建构于支配权
能、请求权能与形成权能的思维模式上: 瑒瑢在支配权能上，财政权利人针对公共财产在财
政法律规定的客观范围内享有自主控制和排除不当干涉的权利，倘若这种支配权能受
到非法限制或不当干扰时，财政权利人将有权请求撤销违法行为或排除不当干扰，如发
现有违反财政法律规定的行为，财政权利人可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检举与控告;在
请求权能上，根据国家法律所创造的公民拥有参与财政决策意志形成的能力，财政权利
人可以据此能动地位向财政受托人请求财政参与，以其独立的财政法律人格地位参与
公共财产管理与处分意志的形成，如在预算草案的初审期间，财政权利人可请求听取上
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当年度预算编制情况的汇报，并有权参与预算草案的民主恳谈，对
预算草案提出质询并要求回答质询;在形成权能上，财政权利人可以通过单方意志途径
对财政分配决策的最终形成与出台产生决定性作用，如公民依托某渠道形成对重大财
政决策的影响，这种财政权利人的单方意志要求也可相应推导出请求被列入财政议定
或财政听证名单的请求权，以及请求财政受托人予以正面回应与积极反馈的请求权。

2. 衡量性规范
受益性财政权利的法效果取决于衡量的结果。这种衡量性意指财政受益权利的适

用和推理，都内在地包含了财政受益的通盘考虑与权衡取舍，即为保障公共财产利益在
相对于财政法律与财政事实的可能范围内以最高程度被实现，需要在财政受益体系内
部平衡相互竞争的主张，来确定一个优先关系的规范效果。这种衡量性规范的产生，主
要源于受益性财政权利的相对性，即受益性财政权利本质上是基于财政信托关系要求
受托人承担财政给付责任或履行财政给付义务的权利，财政受益人可据因财政信托协
议( 此处主要体现为财政给付性法律法规) 向受托人提起主张，理论上这种以给付请求
权为核心的受益性财政权利，当达到某种预设的法定给付条件时，无需进一步的行政决
定作用，权利人就可向特定的权力人要求或主张从事特定行为的给付，其给付请求权成
为财政受托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例如请求提供公共产品给付的权利。瑒瑣 换言之，在公共
财产利益这一标的上将同时存在诸多互不相容的债权，如何使这种财政给付之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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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 \］埃贝哈德·施密特 －阿斯曼等: 《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1-302
页。
参见沈政雄:《社会保障给付之行政法学分析———给付行政法论之再开发》，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106 页。



最优化满足，必须通盘考虑，待权衡利弊，才能根据最强的决策理由作出给付决定。
对衡量性的规范特质作深层性阐释，它是由财政资源分配的有限性决定的。在公

共财产的分配或处分过程中，基于财政受益请求的产生原理，为警惕权利行使的非正
义，财政受益权利必内含审慎。任何一种财政受益请求都是建立在相应的财政资源容
量基础上的，瑒瑤它强烈依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和再分配能力，国家接受财政受益请
求的力度原则上不能超过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的力度。若财政受益请求被恣意放大，带
来的将是财政权力的日益膨胀，无论是势必引起纳税人税负的不断加重，还是可能导致
的公债危机日渐严重，均将反向侵害或过分剥夺私有财产权的自由权，旨在保障权利自
由的正义行动反而成为威胁权利自由的反动邪恶。瑒瑥 因此，财政受益请求的范围与内容
由财政资源的供应水平所决定，毫无限制的受益性权利，也就违背了其设立之初衷。这
种必须对财政给付请求进行检验权衡再作出取舍的权利规范结构，即体现了财政受益
性权利存在的衡量性规范品性。

四、财政权利体系的现实化构造

财政权利体系既是一个公共财产关系构造上的共同体，也是一个规范结构要素集
合下的共同体。瑒瑦 完备的法律逻辑和严谨的法律推理固然是财政权利体系的一部分，但
要形成逻辑理性与实践理性相互连接和相互支撑的权利共生体系，还需要在公共财产
控制和处分的规范与事实中不断发现、坐实、更张具有信服力与确定力的财政法律秩
序。正处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法治财政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权利体系的构
造重点在于区分各个财政法律关系主体应扮演的特定法律角色和应遵循的规范法律秩
序。作为一种由规则与原则相结合的规范，财政权利体系应当立足于客观财政权利与
主观财政权利的双重面向，瑒瑧集中对转型期中国的财政法律制度和财政法治现状进行检
视与厘正，进而对财政法治实践产生指导力与推动力瑒瑨。

(一)防御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建构
财政受托权力内含的专断能力、受托义务、谨慎对待、正当要求等要素决定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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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基于“资源 －需求”模式提出现实权利是由社会可供资源与人们需求之间的比值来确定的。参见何志鹏:《权
利基本理论:反思与构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8-129 页。
扩大财政给付虽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将引起政府支出成本的增进，势必造成所缴纳税费的高昂或政府公共债务
的俱增等问题。参见 \［美 \］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11 页。
参见 \［德 \］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44 页。
客观财政权利指法律关系主体共同肯定与全力追求的基本价值秩序( 属公民集体享有) ，主观财政权利为具体财政
法律中财政权利主体的特定行为与活动提供规则( 属公民个体拥有) 。关于德国基本权理论对主观权利属性和客观
价值决定的确认，参见许育典:《宪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1 年版，第 105-120 页。
法律体系是具有能动性的体系，它作用于事实上的法治实践。参见 \［英 \］麦考密克、\［奥 \］魏因贝格尔: 《制度法
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29 页。



必须重视防御性财政权利的合理建构，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应“强化对行
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相伴财政权力而行的防御性财政
权利，通过要求财政权力应如何作为与不作为，来防止财政权力偏离社会公共轨道，从
而避免对公民的财政受益造成侵害。

1. 客观防御原则的形成与夯实
客观防御作为整体形态上财政权力防御的价值秩序构造，只有对财政受托权力施

加充分、有效、全面而适度的防御，确保财政权力合法、合理、有规、有序地运行，才是保
障公民权利实现和增加公民内在权益的根本所在。这种客观防御要求可归纳为: 一是
合法层面的财政法定主义;二是合理层面的财政议定主义。

财政法定主义，最初意义上指法律对财政权力的驯化，也即财政权力对法律的服
从，要求公共财产取得、管理与使用必须符合立法规定或授权要求。面对现代财政规模
的膨胀、财政受托事务的庞杂以及自由裁量范围广泛的现实，财政法尽可能的要求财政
领域的基础事宜应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明确规定或具体授权，财政权力只有在法定
依据、法定授权与法定界限下才能行使。瑒瑩 对于不断发展的财政法定主义，以下通过检
视我国财政法律文本与财税改革动态，对其进行深入解读，识别问题并提供对策( 见表
一) 。

第一，在财政立法保留的防御维度上，它指向财政权力在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合理配
置，既要划分应由法律保留的财政立法要素，也要界定行政自由裁量的财政相关事项。
立法亮点上，新修《立法法》第 8 条第 6 款明确了只能制定税收基本制度，第 9-11 条规
定了授权行政立法方面的严格要求，改革前沿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要求力争
2020 年前完成任务。改革前景虽可观，但单纯落实税收法定还欠完整，财政法定包括
“宪法中的财政条款—宪法性财政法律—主干财政法律”瑓瑠。对此，我国应适时加大根
本财政事项入宪，如将财政赤字限额写入宪法以防控地方债务风险，同时应“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部署) ，增加基本财政法律供给，如将“财政基本法”
列入人大立法规划，重点规定收支划分、央地关系、非税收入等，以搭建财政权力的法定
架构。瑓瑡

第二，在财政权力规范的防御维度上，财政法律规范应充分明确财政权力行使的实
体、程序、责任标准等，让财政权力运行变得有章可循。修法动向上，2014 年《预算法》
与 2015 年初公布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二者开篇就分别将“规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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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法定主义可分解为财政权力( 利) 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参见熊伟:《财政法基本
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2-44 页。
参见刘剑文:《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载《法学家》2014 年第 4 期。
2009 年，德国将“债务刹车”写入《基本法》，以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参见 \［德 \］罗伯特·黑勒: 《德国公共预算管
理》，赵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20 页。



府收支行为”“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置于立法宗旨的首要地位，显示出我国致力
打造财政权力规范体系的决心。政策演进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及“建立权责
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要求“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促进财
政权力规范并贯彻这些改革精神，必须深化财政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建设，以厘定
财政权力的主要职能、责任事项、法定依据、职责流程等。譬如，为保障依法履行事权，
支出责任的改革应将道义责任或政治责任落实为法律化责任制。瑓瑢

第三，在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防御维度上，财政法定主义要求将纳税人权利落定为法
定权利，主要体现为遵循正当程序与量能课税的理念指引对纳税人权利予以合理规
定，瑓瑣以防止征税权在实体性或程序性征纳关系中造成纳税人权益的侵害。针对我国税
收法律文本对纳税人权利规定的粗陋( 见表一) ，可考虑启动制定“税收基本法”的立法
规划，重心是要实现纳税人权利的法典化表达，从而形成对征税权的强大防御力量。

表一:财政法定主义的解读与检视

防御维度 主要内容 法律表达 深改方向

财政立法保留
立法与行政之间财

政权力的配置

税收法定主义、授
权行政立法( 《立法
法》第 8-11 条)

根本财政事项
入宪，财政收入、
支出与监管法定

财政权力规范
财政权力运行实

体、程序与责任标准
控制收支权力( 《预

算法》《税收征管法》)

深化财政权力
清单与责任清单
制度建设

纳税人权利保护
正当程序与量能课

税理念下纳税人权利
厘定

零星规定纳税人权
利( 各税种法，《税收
征管法》第 1、8、9、13
条)

纳税人权利法
典化，制定《税收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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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剑文、侯卓:《事权划分法治化的中国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参见丁一:《纳税人权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0-237 页; 黎江虹: 《中国纳税人权利研究》( 修
订版)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6-197 页。



财政议定主义，是一种保障公民主体自由、自主、充分表达意志的集体决策规则，要
求财政领域的重大事项决策决不能草率与专断，应由财政权力人与财政权利人共同商
议、集体议决形成财政分配共识，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并增强财政决策结
果的合理性。实质内涵上:财政议定主义体现出公民财政地位的提升，虽然仍需信守财
政权力，但公民已非国家的权力下属，而是处于一种平等以及高于国家权力的姿态上，
要求通过互相沟通并且以共同参与、多方协商的形式，集体寻求财政项目的决策方案。
通过财政议定将强化财政决策结果的可预见性，财政议价方式不能徒有命令与强制，而
应让更多利害关系之当事人来共同决定。“公民应该知道并应该与政府争论政府的价
格，他们应该自主地决定，什么样的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负担得起的和有竞争力的”，瑓瑤这
能最大程度地提升公民对财政议价结果的认可度与遵从度。当下，《十八届四中全会决
定》以及十九大报告作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要求，2016 年财政部的《法治财政建设
实施方案》提出“推进财政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狠抓上述政策的落实，
就是要打破财政事项决策易于陷入“不讲理”的强权格局，立足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推
进财政议定主义的重心在于充分激发人大议决与政协议政的职能。一方面，人大的议
决职能源于其委托人角色而享有对财政决策作出意思表示的权利，核心是人大享有实
质性的最终决定权。具体释义上，这种由《宪法》第 62 条第 10 款所赋予的人大议决职
能，它应内含审查、评议、协商与决断，然而从《预算法》实施来看，因预算公开不彻底性、
财政预算草案繁杂性以及实质审查能力不足，人大的议决职能大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为改变现状，应“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 立法完
善上，应重点补正人大的减额修正权、草案否决权、分项审批权、单项表决权以及全面激
活质询权与辩论权; 瑓瑥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民主恳谈等方式规定为人大初审预算草案
与审议执行情况的前置要求; 瑓瑦应充实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力量，可增设预算委员会的
专门机构，推行预算审查的“三审制”瑓瑧。另一方面，“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
道”，应充分彰显政协委员在财政议定中的作用，将财政预算过程营造为“真正能够协商
与讨论社会各阶层需求的场所”瑓瑨。为提升政协的财政议定效果，应建立健全财政决策
咨询制度，并应如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注重推荐一批财政预算专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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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戴维·奥斯本、彼得·哈钦森: 《政府的价格: 如何应对公共财政危机》，商红日、吕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8 页。
参见蒋悟真:《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9 期。
《温岭市市级预算审查监督办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市人大常委会初审预算草案前，应当组织开展部门预算民主
恳谈、组织召开预算征询恳谈会，引导公民参与预算方案编制讨论，实行参与式预算; 年中审议预算执行情况前，可
以组织开展民主恳谈，全面了解预算执行情况。”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监督预算办法》第 12 条规定: “预算审查实行‘三审’制。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预先审查;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市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并作出决议。”
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编:《面向发展的公共财政:加强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联系》，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0 页。



入政协阵营，针对政协提出的异议、建议与批评，受托人政府应积极回应、说明与解释，
以最终形成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财政议定机制。

2. 主观防御权利的崛起与落实
主观防御是以自由意志发挥作为防御核心的权利类型化概念，反映出财政权利人

能力与作为的力量强弱。主观防御作为财政权利最根本、最现实的一项基础功能，体现
出人民对现代财政治理的能动作用。主观权利的形式要素上为法律上的资格，而实质
要素则为权利人的意志自由。前者考虑的是财政权利如何穿上法律的外衣，获得国家
认可的资格标签;后者侧重对财政权利进行类型化界定，寻求自由意志的固定途径。瑓瑩

根据财政权利人意志能力发挥形式的区别，并根据现实财政法律土壤，具体到防御性财
政权利的规范体系上来，重心就是要充分落实普通公民与社会组织都应享有的财政知
情权、财政参与权( 含表达权与听证权) 、财政监督权( 含诉讼权) 。

财政知情权是权利人的基本财政权利之一，它要求财政信息应按法定标准予以公
开，目的是使处于财政信息劣势地位或不能直接参与预算过程的权利人了解公共财产
营运、管理、决策、处分等信息，蕴含着对公共财产的权力人及其控制过程进行检验监控
的权利。重要性上，财政知情权作为主观防御权利的存在基础，是权利人行使其他财政
权利的必要前提。规范类型上，财政知情权要么直接赋予公民对财政信息请求及时有
效披露的权利，要么要求政府积极承担财政信息公开、清理财政信息公开障碍的义务。
《预算法》已将“公开透明”写入立法宗旨，第 14 条、第 16 条和第 89 条有关财政公开规
定是新法亮点所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15-2020 年) 》明确“公开”是 2020 年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总体目的之一。但从法律实施来看，财政信息虽已公开却难说透
明，据第三方调查，2016 年 31 个省份财政透明度的均分仅为 42． 25，整体现实状况不容
乐观。瑔瑠 立足前瞻视角，要切实提高财政公开内容的细化程度、全面程度与可读程度:第
一，应改进《预算法》第 32 条第 4 款关于预算编制的立法表达，即财务会计分类依次含
类、款、项、目四级，而此款规定对支出的编制无需到最细一级“目”，这将阻碍细化预算
编制和预算公开改革的深化，应将规定修订为功能分类“至少”编制到项，经济分类“至
少”编到款，此为最低要求; 第二，立法者可制定关于保障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的专门法
律，尤其为避免与《保密法》相冲突，应建立财政信息公开的负面清单制度，处理好财政
公开与政务保密的关系。

财政参与权指财政决策过程应准许公民列席参与，它可为及时准确地作出财政决
策判断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实质内涵上，它是一种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包括参与的
普遍性、自治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无偏见性。一是任何公民皆允许参与;二是任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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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论———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4-160 页。
参见吕凯波、邓淑莲、杨丹芳:《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 2016) 》，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1 期。



均允许表达任何质疑、任何主张与任何意愿;三是任何参与者均不得因内部或外部之支
配性强制的妨碍而无法行使前述两种权利。瑔瑡 依此厘定财政参与权的规范构成:一是参
与资格的法律认可;二是公民表达渠道的疏浚;三是公共诉求的及时采纳。对于参与资
格，《宪法》第 27 条第 2 款要求“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预算法》第 45 条规定县乡
一级人大审查预算案前应听取公民建议，但这只是对基层预算参与资格的认可，仍需扩
展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尤其重大财政事项必须问需于民。如果面对公民财政参与意识
薄弱难题，可让传媒承担塑造良好参与氛围和健康参与立场的责任，使公民实质认同其
参与主体地位。对于表达渠道，“应当采用多种形式”( 《预算法》第 45 条) ，包括座谈
会、论证会、听证会、问卷调查、会议网络直播等，以便于公民无拘束地真实全面表达建
议。对于诉求采纳，政府必须充分尊重民意和回应公共意愿，并将其融入到财政决策的
内容之中。经验模式上，2015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就
《国务院关于 2014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进行专题询问，其中提到河南焦作的改革样本值得推广，即先让政府推荐明年需要的重
大项目，再由公众进行评估，以评估结果为投资顺序，在可支配的财政范围内来安排具
体的预算资金支持，以编列公众所迫切的预算项目，这种由公众定夺财政最终用途的改
革才是对财政参与权的真正落实。

财政监督权是主观防御权能发挥的外在保障。“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宪法》第 27
条第 2 款的明确规定，但现有财政法律文本并未对其予以规范落实，从而削弱了它应有
的作用。应然层面上，厘定财政监督权的重心是应明确其监督效力，包括合作性的体验
反馈与绩效评价、对抗性的行为检举与控告救济。前者主要指向绩效性监督，目的是为
督促财政权力人更好承担受托责任。《预算法》第 57 条第 3 款规定: “各级政府、各部
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此规定对预算绩效改革具有强大牵引
力，但仍需进一步修改，绩效考核不应仅是受托人的封闭自评，而应由受托人、受益人以
及第三方共同进行的客观公正评估，这有待在财政法律完善中进行特别规定;后者主要
指向合法性监督，目的是为纠正不符合财政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预算法》第 91 条明
确“可以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检举、控告”。此规定虽值称赞，但仍需对检举控告的
相配套机制予以完善，应明确何谓“有关国家机关”、如何进行处理以及未能“依法进行
处理”的救济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经过在相关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2017 年已将其写入《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 4
款，这种探索也可推广至公共财政领域，建立由检察机关作为财税公益诉讼适格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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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机制，瑔瑢由于财税纠纷问题的专业性，未来还可尝试设立财税法庭甚至财税法院，瑔瑣

以提升财政监督的效用。
(二)受益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建构
“自由法治国”向“社会法治国”的思想进化，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普遍认可，要

求国家主动作为以促进社会公共福利已成为财政法治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 提出: “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定到财政受益权利，即应确保财
政权利人享有一种被法律确定与界定的公共财产利益，使其在改革发展和财政法治实
践中获得更多受益感与满足感。

1. 公民受益原则的尊重与发展
确保公民享有公共财产的受益权利，首先应确立对财政受托人分配与处分的一种

秩序指引或行为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美好生活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本质，在当下中国，增进民生福祉与共享改革成果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作
为与此政策精神紧密相连的现代财政制度，将其集中回应到财政受益权利的客观型构
上:一是财政民生主义，瑔瑤即以社会公共福祉为导向的财政分配;二是财政公平主义，即
受益人对公共财政利益的均等化享有瑔瑥。

财政民生主义，以保障民众生存与发展、增进社会公共福祉为目标基础，是一种依
托财政权力主体的力量要求财政分配格局以改善与推进民生为设计导向的财政受益模
式。本质内涵上，受益性财政权利要求下的财政民生主义，关注的是现代财政基于人民
本身而存在的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并非现代财政运行的施舍、恩赐与安抚，而是关系现代财政运行是否正当的基
石问题。遵循财政民生主义，可分解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着力控制“行政权力性支
出”，当下中国因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而形成财政收支的严峻形势，一些县级政府财政甚
至难以满足公务支出需求，而不得不“挪用”社保支出。瑔瑦 尽管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但
“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瑔瑧即使减少财政供养
人口，也仍应优先保障民生支出;第二层次，全力保障“公民权利性支出”，要求财政分配
应对关涉民生收支的范围、项目、数量等进行倾斜或优先安排，整体性考量投向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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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总检察长可根据纳税人的告发或检举，以检察长名义提起诉讼以宣告或禁止危害公共财政利益的行为。参
见陈晴:《以权利制约权力:纳税人诉讼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9-184 页。
在德国，当纳税人权利遭受税收或非税领域的权力侵害时，财税法院可以起到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参见 \［德 \］
Ｒudolf Mellinghoff:《财税法院与权利保障》，黄士洲、邱晨译，载《法令月刊》2016 年第 3 期。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6 页。
参见 \［法 \］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62 页。
参见南都社论:《强化预算硬约束方能防止府谷式财政危机》，载《南方都市报》2016 年 7 月 25 日第 A02 版。
《李克强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3 年 3 月 18 日第 04 版。



财政资源总量、比重与增幅，优化民生改善与推进的财政投入指标、结构与绩效。瑔瑨 分配
方式上，包括税式支出———对民生类服务制定税收优惠措施( 如对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
企业予以税收优惠支持) ，年度拨款———在年度预算中对某项民生支出需求作重点安排
( 如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 30% 以上) ，权利计
划———制定规划以持续改善民生( 如 2015 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定》以确保到 2020 年实现脱贫目标) 。把脉财政民生维度的立法现状，《预算
法》第 6 条将一般公共预算定位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民生立法散落着民生性财政
支出的法定条款( 见表二) 。因此也就不难看出，尽管民生支出已是政策热点，但立法却
未能对民生财政分配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更因分配方式与支出控制的分散使得民
生性预算配置陷入碎片化格局，这些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表二:客观财政受益权利的解读与检视

受益原则 法律依据 现实难题

财政民生主义

保障和改善民生( 《预算
法》第 6 条) ，民生性财政支
出( 《教育法》第 54-56 条、
《农业法》第 38 条)

缺乏民生财政分配内涵与外延的
规定，民生预算分配的碎片化

财政公平主义
宪法平等原则( 《宪法》第

4、33 条 ) ，转移支付公平
( 《预算法》第 16 条)

忽视了财政受益的起点公平与结
果公平之规定

财政公平主义，是宪法平等原则延伸( 见表二) ，也是财政受益权利形成的导向，其
归宿指向公民财政受益的平等性、均等性以及尽量缩小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差异性，
即通过相同的平等对待、不同的差别对待之方式，使公共财产的基本社会价值尽可能符
合每个人利益的平等分配。瑔瑩 要实现财政受益的均等化供给，完整意义上的财政公平主
义可切割为三个维度:第一，保障起点公平，受制于财政给付资源的有限性，通常符合给
付条件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将形成互斥性关系，倘若只对符合条件一部分人进行给付，势
必对另一部分人造成给付不能的损害。因此，财政给付不得以受益人的特定地位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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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治:《论民生财政的实践模式、路径选择与法治保障》，载《法商研究》2013 年第 6 期。
See John Ｒawls，A Theory of Justice，at 303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



份而进行区别对待，“国家不应为特定个人或企业的利益为财政支出，必须为保障最大
多数国民的基本人权而动用经费，管理财产。”瑖瑠第二，促进过程公平，为消除各地财政能
力的差异，产生了以均等化为基础的转移支付以实现各地财力的大体均衡。第三，优化
结果公平，财政给付既应有统一具体的受益范围，又必须形成合理明确的受益标准，因
受益人的差异性，受益公平不能机械适用，应斟酌受益人的自身财力、地域差异、生活负
担等要素，瑖瑡来确定相应的受益基准。评析我国现状，虽然政策上屡次强调财政公平主
义( 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应坚持公共服务给付的“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
方向”) ，但立法上只重点体现了过程公平的受益维度( 《预算法》16 条) ，那么未来财政
立法还应补充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之相关规范。

2. 国家保护义务的明确与强化
一般抽象性的受益性财政权利条款并不能直接赋予权利人财政受益的权利，只有

立法与行政通过立法载明权利主体、给付内容和义务主体等内容，明确财政权力主体应
承担积极的、实质的、特定的财政给付义务，并由司法机关进行终极保障，此时主观性的
受益性财政权利才跃出纸面，走向实践。瑖瑢 无论是国家以直接财政给付的方式来满足公
民的财政受益权利( 如基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的直接受益) ，还是
通过间接的财政给付方式( 如财政补贴、财政扶持) 来降低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价格( 如
基于政府对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的普惠定价而间接受益) ，皆离不开财政受益权
利保障所衍生的国家作为义务。

立法主体对财政受益的权利保障，应通过制度化将公共财政利益尽可能均等化地
分配给公民，在财政条件允许范围内来最大程度保障受益人对公共财产利益的获取权。
面对表二中的难题:第一，明确民生财政的受益属性。立法主体可具体参酌公民重点诉
求与民生保障政策，将财政民生支出的优先顺序、独立属性、具体目的、受益人范围、受
益条件以及受益额度等要素制定为法律，以确保财政受益权利的实现。第二，破解民生
性财政支出控制的碎片化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
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这将要求修订相关规定。以教育财政支出为例，如
清理《教育法》第 56 条第 2 款“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的增长”，虽不再机械挂钩，但为保障教育支出，仍应从独立性与优先性上对教育支
出责任、预算执行程序、预算调整规则、专项转移支付予以特别规定。瑖瑣 第三，厘定民生
财政分配的内涵与外延。《预算法》第 6 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解释: 一方面，应
对民生支出的重点内容进行全面规划，如《十三五规划纲要》全面列举了包括增加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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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等六项民生任务。同时，还可授权行政机关出台负
面清单以防止民生支出泛化。如 2017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第 10 条明
确了“不得用于”支出的九款内容。另一方面，若要以立法方式来形成法定义务层面的
“公民权利性支出”，应警惕落入“公民权利性支出”过快增长的陷阱。对此应竭力探索
各项权利性支出的正当性基础，瑖瑤例如强化对社会保险财政补助可持续性增长的研究。

行政主体对财政受益权利的保障，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强化财政受托责任担
当。财政受益权利保护，离不开主动行政立法，只要符合授权要求( 《立法法》第 8-9
条) ，政府应不负人民重托。譬如，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所导致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压力，2017 年国务院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决定划转部分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增进民生福祉。第二，坚守节用裕民正道。落实财政惠民政
策，将形成支出增长压力，势必倒逼支出结构优化，压缩行政支出。瑖瑥 2017 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一律按不低于 5%的幅度压减一般性支出”。
第三，提升民生财政支出绩效。行政主体应更多考虑支出与效益、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关
系，可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应在组织政府生产与面向市场购买之间作出最
佳抉择，来提升民生财政支出效率。《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推动供给方式多元化，能
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第四，统筹民生财政支出分配。尽管 2015 年国务院《推进财政资金
统筹使用方案》以及 2016 年、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应盘活沉淀资金、推进
资金统筹以及优先保障民生支出，但依然面临民生支出控制分散的阻碍( 见表二) ，对此
可建立专门的民生工程管理机构，由此机构谋划全局与统筹协调。瑖瑦 第五，落实财政支
出问责机制。应建立重大财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与责任倒查机制( 《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 。2016 年《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了追责范围与追责程序，
如发生 IV级以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即应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司法主体是财政受益权利的最终保障，应建立规范的财政权利救济机制，使财政受
益人可通过司法途径来获得财政受益的保护。当负有财政给付义务之主体违反其应尽
义务( 包括怠于行使) 之时，如因对受益人的民生财政支出低于法定给付标准而造成正
当权益损害，财政受益主体可获得司法上的请求救济权能，即受益人应具有请求国家司
法机关保护之诉讼权利。财政受益人的司法保障，应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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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权利享有的诉权与诉的利益紧密相连，因财政容量有限，不宜将概括性的财政受益
权直接作为具有法律实效的保护手段，避免其能积极要求国家为一定具体财政作为的
特别给付之诉。第二，当立法与行政对受益权利保障不够充分时，或者在一些不太适合
具体立法的财政受益领域，司法可承担起特定领域财政受益权利的保障义务。瑖瑧 对于此
领域案件，《行政诉讼法》第 13 条并未将其反向排除，因而属于第 12 条第 12 款兜底条
款中侵犯“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受案范围。假若出现财政给付严重不均之案件，受益
人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案情中财政受益平等权的受益损害程度进行审
查，如损害严重则应判决行政机关自行纠正行政裁量或判断过程中出现的瑕疵。对此，
人民法院可按《行政诉讼法》第 74 条和第 76 条的规定“判决确定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
为……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第三，对财政受托主体的给付不作为提起的不作为之
诉，法院只能宣布财政受托人是否负有作出原告所期待的某个具体财政行为的义务，而
不能代替财政受托人进行决定。瑖瑨 对于此类财政给付不作为案件，法院可根据《行政诉
讼法》第 73 条“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结 语

随着学术界对财政法治认知的深入，财政法律体系作为一系列概念、原则与规则的
复合体，其表在权力性，其里为公共性、利他性与权利性，现代财政法不再局限为国家管
理人民与社会的工具型法，更多表现为公民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目的型法。公民身份地
位依从“被动 －消极 －积极 －主动”的阶梯方向而提升，权利类型遵照“市民权 －政治
权 －社会权”的发展趋势扩张，预示着财政法治理论向前进化应积极引领的新常态。通
过提炼与建构财政权利体系，把人民在公共财政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是为了把
人民放心地置于通往财政分配正义的创造性活动中去。财政法服务的对象不再是消极
被动的传统臣民，而是具有防御功能与受益功能的现代公民。公民主体在这种不断适
应由消极被动地位转向积极主动角色的过程中，将更多地在法律调整国家与人民之间
的财政关系之中发挥和运用自己的理性，最终成为一个能为自己谋福利、求保障的现代
权利人。

财政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既是深化改革的经脉，也是服务人民
的根本。正因财政之于国家与人民的重要性，现代财政法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维
系与促进作用不言而喻。财政法律体系之建构只有以尊重和保护财政权利为本，实现
对以民为本的财政权利的稳步增长和积极供给，才能不断提升财政法的内在品质以及
形成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同时，作为法学领域公法权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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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经济法权利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财政权利体系的建构也是对起步较晚
并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公法权利理论和经济法权利理论研究进行的有益探索和积极回
应。

Abstract: Financial fund is the assurance of human rights． To refinedly calculate the cost
of rights，the bargaining mechanism between authorities and oblige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the research of fiscal law should als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view of powers，and
implant the thinking of right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fiscal rights，which can take root in
the fiscal trust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people，moreover，stand on the controlling and
benefiting function of public property，can thus be condensed as the fiscal right system of
defense and benefit． By categorized deconstruction，the fiscal right can be studied as a
combination of a value system that based on selectivity and interest for deep essentials，and a
normative system that based on exclusiveness and measurability for a 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which is the legal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fiscal rights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s rule of fiscal law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the construction of
defensive fiscal rights should expedite the settling of the objective defense of statutory finance
principle and fiscal negotiation doctrine，and impose the subjective defense of fiscal rights of
information，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beneficial fiscal rights shoul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fiscal livelihood and fiscal fairness and fully implement the
guarantee obligation of beneficial rights from the legislative，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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