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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

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解释 

熊樟林*

摘 要 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增设了行政处罚的概念条款。该条内含的“减损权益或

者增加义务的方式”“违反行政管理秩序”“惩戒”三项要素,应分别以“不利益性”“违法性”“报

应性”加以归纳和解释。其中,“不利益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行政处罚的标的是“利益”

而非“权利”。利益是价值中立的,本身并不存在合法与非法之分,行政处罚的制裁对象并不必

然是合法的。“违法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二要素。在“违法性”判断上,应奉行实质违法性立场。

“违法性”决定了“面向合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等同样具有“不利益性”的制裁行为,不

是行政处罚。“报应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三要素。行政处罚主要是出于惩戒、打击和报复,而非

恢复和预防,这是区分行政处罚与“责令限期改正”等行为不可或缺的标准。

关 键 词 行政处罚的概念 不利益性 违法性 报应性

一、增设概念条款的缘由

2021年1月22日,《行政处罚法》修订获得通过。新法第2条增设了行政处罚的概念条

款。这是对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重大补充。〔1〕1996年《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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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行政处罚法>归责性条款修改研究》
(项目编号:19CFX023)的阶段性成果。

《行政处罚法》1996年制定,中间虽有2009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但由于只是非常细微的文字调

整,并未涉及实质性内容。因此,本文仍然以1996年《行政处罚法》为旧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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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概括地规定具备何种特性的行政措施可被归入行政处罚的行列”,〔2〕也没有外加一个

判断标准予以统领。〔3〕在既往实践中,这造成了如下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旧的制裁方式无法被解释。在旧法颁布实施之前,实践中已有大量的行政制裁手

段。对此,旧法的设想是“除旧换新”。该法列举了8个处罚种类,立法者一方面希望将已有名

称不同的制裁方式,改名换姓,与8个种类完全对应。另一方面,还要求在将来的新型立法中

完全套用8个种类,不能随意创新、各行其是。〔4〕但是,由于旧法列举的8个处罚种类仅具

有“特指”意义,〔5〕无法通过扩大解释获得变通,后期立法者非但无法完成对旧法的改造,〔6〕

同时也无法在新型立法中恪守上述要求,〔7〕造成大量法律效果相同且限制同类权益的制裁

措施,却无法被解释成行政处罚。典型如“批评教育”〔8〕和“通报批评”。〔9〕它们尽管与“警

告”类似,却无法被解释成“警告”。〔10〕

第二,新的制裁方式无法被认可。旧法缺乏概念条款导致的另一问题是,一些新型制裁手

段无法获得旧法认可,如“违法事实公布”“黑名单”等等。旧法高傲地认为,这些制裁手段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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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陈鹏:“界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功能性考量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99页。
参见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72-73页。
汪永清编著:《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同上注。
如中国人民银行1990年《跨地区证券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违

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证券交易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给予下列处

罚:一、通报批评……”。该办法在《行政处罚法》1996年颁布以后仍然适用,至今仍未修订。
典型如《义务教育法》。该法早在1986年版第15条中便已有“批评教育”的规定,中间虽然历经

2006、2015年两次修订,但至今仍然保留了“批评教育”的处罚方式。如2015年义务教育法第58条规定:“适
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
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22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

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以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如《上海市雷电防护管理办法》第18条:“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十

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市气象局或者有关区、县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或者给予通报批评。对违反

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予以处罚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通报批评往往会以报刊或政府文件公开发布,影响较为广泛,而警告仅仅只会以处罚决定书形式

制发,仅限于一部分人知悉,影响较小。因此,立法上有刻意区分二者的做法。如教育部《教育网站和网校暂

行管理办法》(2000年)第21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

应根据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取消教育网站和网校开办资格等处罚,情节严

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等。同时,这一认识在行政执法中也广泛存在。典型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1年10月26日作出的《关于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及庄巍、徐强、程朝平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
(证监罚字[2001]22号),该处罚决定认为:“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的林文福、卢淑燕的行为违反了《股票条

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但已超过追溯时效。决定对其违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由我会给予公开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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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不上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只能被理解为“法外行为”。〔11〕但这恰恰中了执法实践的下怀。

实践中,不被认定为行政处罚,正是地方政府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新型制裁手段无

需接受旧法严格的实体和程序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加。近年来,从数量上来看,“‘其他行

政处罚’的数量远大于‘本行政处罚’的量”,〔12〕规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对于上述问题,理论界曾尝试提出大量解释,〔13〕代表性观点有两种:

第一,实质性判断标准。该标准主要由胡建淼提出。他认为,行政处罚由六个要素构

成。〔14〕其中,最具识别意义的是“制裁性”。该标准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认识,可称之为

传统理论。

第二,功能性考量标准。该标准由陈鹏提出。陈鹏认为传统理论其实就是“制裁性标准”,

但“制裁性”并不能用以描述所有行政处罚,原因有二:①“制裁性”需要以行为违法为前提,这

与实践不符。典型如“征收社会抚养费”。该行为虽是行政处罚,但超生并不是违法行为,而只

是阻碍了人口发展规划;②“制裁性”的打击对象是“合法利益”,但“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

停业”等均指向违法利益,与“制裁性”明显不符。因此,陈鹏提出了更具个案性的“功能性考量

标准”,认为行政处罚的界定与其所要实现的具体功能有关,需要在个案中根据立法所期待的

不同功能具体加以判断。〔15〕

“功能性考量标准”对传统理论的批评,进一步重申了早年一些零星异见者的立场,〔16〕后

期也获得了较多认同。有研究者认为,“制裁性作为判断行政处罚的实质标准,并不确

切”,〔17〕“制裁性”的理论基底是衡平正义,过于强调处罚的报应功能,与新型法律责任中已经

添加的“恢复”要素难以契合。〔18〕然而,从概念法学上来说,“功能性考量标准”虽然有利于细

化裁判思路,却过于个案化,并未形成一套固定的判断标准,无法获得体系化,更加难以被运用

到立法上。

总而言之,在旧法修订之前,理论与实务界对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存在巨大争议。新法增

设概念条款,意义重大。新法第2条规定:“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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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如“曹晖诉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1636
号行政裁定书。该案中,法院认为公布车辆违法记录的违法事实公布行为不是行政处罚。

胡建淼,见前注〔3〕,第70页。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论文:陈鹏,见前注〔2〕,第99-114页;胡建淼,见前注〔3〕,第70-81页;王志

坤:“行政处罚概念质疑”,《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93-95页;陆坚、傅刚:“行
政处罚的界定及其意义”,《行政与法》1997年第3期,第36-37页;喻文光:“行政处罚概念辨析”,《研究生法

学》2001年第1期,第24-27页。
六个要素分别为:行政性、具体性、外部性、最终性、制裁性、一次性。胡建淼,见前注〔3〕,第74页。
参见陈鹏,见前注〔2〕,第99页。
参见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以下;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

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
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6页。
王青斌:“行政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162-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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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这一条文主要

包含如下三项有待解释的要素:①“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②“违反行政管理秩序”;

③“惩戒”。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处罚的概念内涵,决定了行政处罚的概念族群。尽管在传统

理论研究中,它们也或多或少地被提及过。但是,传统理论并未围绕它们搭建一套完整的判断

体系,我们仍然需要从理论上做更为系统的解释与说明。

二、不利益性: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

首先,是新法第2条中的“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本文中,我们将其概括为“不

利益性”,其应被作为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所谓“不利益性”,是指被剥夺了一定的价值、利益

或者被赋科了一定的负价值或者负利益。〔19〕

“不利益性”至少包含三层指向:①从行为类型上来看,行政处罚是一种侵益性行为,既包

括对物质利益的剥夺和限制,也包括对精神利益的剥夺和限制。因此,诸如“违法事实公布”之

类的行为,尽管此次修法未被纳入,仍应被解释为行政处罚。②从行为对象上来看,行政处罚

是为了课予不利益,标的是“利益”,而非“权利”。在权利哲学最受欢迎的“利益理论”中,利益

虽然一直被奉为权利的核心内容,但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权利,只有合法的利益才能被认可为

权利。〔20〕权利与利益之间是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③从行为后果上来看,“不利益性”是一

种既已发生的利益折损结果,而不是过程性和可能性的中间状态。

在法律解释上,将“不利益性”作为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可以大体厘清行政处罚的轮廓,

区别一些常见的争议行为。如“交通违章扣分”等记分行为。〔21〕长期以来,对于此类行为是

否为行政处罚,非但理论研究争议较大,〔22〕司法实务也立场相左。〔23〕由于“记分”是基于违

·9821·

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

〔19〕

〔20〕

〔21〕

〔22〕

〔23〕

田中成明『法的空間―強制と合意の狭間で』(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141頁;转引自(日)佐伯

仁志:《制裁论》,丁胜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参见彭城信:“现代权利视域中利益理论的更新与发展”,《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第100-116页。
近年来,“违法记分”已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常见方式。如《四川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

理办法》(川卫办发[2016]299号),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2016年12月30日公布;《深证市餐

饮服务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试行)》(深市监规[2019]11号),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10月31日公

布。
认为记分是行政处罚的肯定者如王学辉、王亚栋:“论作为行政处罚种类的交通违法记分”,《西部

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第46-56页;万红:“道路交通违法记分的法律属性与立法完善”,《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90-94页;否定者如徐晓明:“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体系中的违法行

为记分制度研究———兼论行政累犯制度之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55-63页。
认为记分是行政处罚的肯定判决如:张新红与孟州市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孟州市人民法院

(2013)孟行初字第00029号行政判决书;否定判决如:张斌慧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

罚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总的来说,否定立场是目前主流司

法裁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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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而生,因此其很容易被断定为行政处罚。但是,根据“不利益性”要素,可得出相反结论。

如前所述,“不利益性”是既已发生的利益折损结果,而非过程性和可能性的中间状态。记分

“本身不对被记分的违法行为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24〕真正产生利益减损的是扣满

12分以后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行为。〔25〕因此,“扣分”并未剥夺或限制利益,只是“惩戒预

备行为”〔26〕或“教育措施”,〔27〕而非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不利益性”亦有助于澄清剥夺或限制非法利益的行为属性,而这正是传统理论

的痛点。在传统理论中,与“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相对应的概念术语,是理论界较为

熟悉的“制裁性”。“制裁性”一直是传统理论的核心主张,〔28〕其不仅获得了理论界的广泛认

同,也是较为常见的司法裁判准则。〔29〕但是,“制裁性”同时也饱受争议。这是因为,“制裁

性”自始至终都带有价值立场,〔30〕多被认为是站在正义一方的,只能面向权利,而非利益。这

一直是传统理论的最大软肋,尤其是在对面向非法利益实施的制裁措施的定性上,“制裁性”标

准一直束手无策。质疑者习惯以目前争议最大的“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为例,认为

“制裁性”的打击对象是合法利益,不包括违法利益,但这与“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

令停产停业”等典型处罚种类不符。

对此,“制裁性”标准无法作出实质回应。冯军虽然从没收违法所得也会产生心理和精神

打击效果上做了解释,〔31〕但批评者认为,行政强制也会产生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效果。〔32〕王

贵松曾尝试对“制裁性”做扩大解释,认为“制裁性”包含“以过去的私人违法行为对象”“以课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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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刘欣与德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行政处罚案,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6行终146号行

政判决书。
即使就“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是否为行政处罚而言,现有理论也争议较大。肯定者如王太高:“论行

政许可的中止”,《法学》2014年第4期,第97页;否定者如肖泽晟:“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

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27页。
徐晓明,见前注〔22〕,第56页。
李占红诉辽阳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2018)辽1002行赔初1号行政赔偿

判决书。
参见冯军:《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

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39页;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以

下;应松年主编:《行政处罚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如姜艳春诉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公安行政管理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行申17号

行政裁定书;苍南县灵溪镇上垟村第三村民小组诉苍南县人民政府复议案,(2012)浙温行初字第57号行政判

决书;陈志兴与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行终字第157号行政判决

书等等。
理论界也有人尝试将“制裁性”解释成不具有价值立场。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种类多元化及

其防控———兼论我国《行政处罚法》第8条的修改方案”,《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3期,第82页。
参见冯军,见前注〔28〕,第120页。
参见章剑生,见前注〔16〕,第361页;陈鹏,见前注〔2〕,第99-114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不利后果为目的”“课予本来义务之外的负担”三项特征,可用于区分“行政强制执行”等行

为。〔33〕但是,将“违法性”“主观目的”也解释至“制裁性”之中,远远超出了社会常识,“制裁

性”失去了其本来含义。并且,其同样无法用来回应“没收违法所得”等问题。

目前来看,要想从根本上回应上述质疑,必须以“不利益性”替换“制裁性”,这也是此次修

法从一审稿“减损权利”调整至二审稿“减损权益”的根本理由。〔34〕与“制裁性”面向“权利”不

同,“不利益性”处分的是“利益”。权利是法律对合法利益的承认,“利益”被“权利”所评价。权

利具有价值正当性,但利益却是价值中立的。利益只是指一种“好处”,〔35〕或者说是“需

要”,〔36〕并没有合法与非法的区分。只是在其被赋予价值评价以后,才产生了合法利益和非

法利益的不同类型。因此,“不利益性”的行为对象应是价值中立的。无论是打击非法利益还

是合法利益,都符合“不利益性”的基本要义。

以没收违法所得为例。由于违法所得是非法利益,在“制裁性”标准下,自然难以被认定为

行政处罚。但以“不利益性”加以解释,却可得出相反结论,因为“违法所得”只是一种利益,是

一种“好处”和“需要”。行政机关没收了这一“好处”和“需要”,当然是对违法行为人的“利益”

剥夺。因此,没收违法所得尽管不符合“制裁性”,但却是符合“不利益性”的。类似的逻辑,还

可以被推及到“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等剥夺和限制非法利益行为中。实践中,如果

否认利益的价值中立性,将会带来很多问题。如要认定“罚款”是行政处罚,则必须证明被罚金

钱也必须是合法财产等等。

当然,需要区分的是,以“不利益性”代替“制裁性”,并不等同于说所有行政没收都必须解释

为行政处罚。实践中,行政没收种类繁多,既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也包括单纯

“没收违禁品”。即使单就“没收违法所得”而言,还包括“没收本人的违法所得”和“没收未参与违

法活动的第三人的违法所得”。我们可以否认行政没收不具有“制裁性”,但不能否认行政没收具

有“不利益性”,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不利益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

罚。“不利益性”尽管是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不利益性”只是要将一部分行

政没收收入行政处罚之中。在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中,共计有三项要素:“不利益性”“违法性”和

“报应性”。〔37〕真正决定行政没收是否为行政处罚的并非“不利益性”,而是“违法性”和“报应

性”。以此两项要素为标准,我们可以得出行政没收并不都是行政处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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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制裁性”,《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22页。
参见《<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一审、二审稿对照表》,载法治政府网,http://fzzfyjy.cupl.edu.cn/in-

fo/1077/1233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8月1日。
参见《辞海》编辑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5页。
参见周旺生:“论法律利益”,《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4页;沈宗灵主

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215页。
关于“违法行为”和“报应性”的具体介绍,请参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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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法性:行政处罚的第二要素

(一)“不利益性”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利益性”标准是一把双刃剑,承认“不利益性”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在侵益性

行政行为中,很多行为都可能因为符合“不利益性”,可被归入到行政处罚阵营之中。典型如以

下两类:

第一,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类似,“行政强制也会产生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效

果”,〔38〕也具有“不利益性”,但为什么在传统行政法学上,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的定性却

迥异呢? 更为具体的实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中规定的“强制醒酒”是否为行政处

罚? 对此争议不断。

第二,行政收费行为。如收取“排污费”“拥堵费”等等。此类行为由于剥夺了公民私有财

产,很显然是具有“不利益性”的,也很容易会被认定为行政处罚。如征收社会抚养费,往往就

是以处罚形式施加的,〔39〕并且法院也持类似立场。〔40〕但是,这不仅遭到了理论界的强烈质

疑,〔41〕实务界也有立场相反者。〔42〕

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制裁性”予以回应,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制裁性,只是

一种保障行为,〔43〕但是“行政处罚关心的是制裁性”。〔44〕这曾是主流教科书的认识,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这与常识不符。社会大众肯定不会认为“强制醒酒”“扣押财物”“查封场

所”等明显限制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的行为措施,〔45〕不具有制裁性。行政强制措施尽管确实没

有“剥夺”相对人利益和价值,但却使其承担了一定的负价值或者不利益。否则,就不会有人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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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参见章剑生,见前注〔16〕,第361页;陈鹏,见前注〔2〕,第99-114页。
譬如,2003年3月13日,陕西省石泉县计划生育局作出的(2003)第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

予陈有文、何玉凤37400元的行政处罚。参见陈有文、何玉凤不服县计生局行政处罚案,陕西省石泉县人民法

院(2003)石行初字第09号行政判决书。
张国和等诉闽侯县洋里乡人民政府以违反计划生育对其征收计划生育费并砸坏家具侵犯财产权

及要求行政赔偿案,载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5a29e83d5a8e565eeff2e
6ea77b435fcbdfb.html? keywords=%E5%BC%A0%E5%9B%BD%E5%92%8C%E7%AD%89%E8%
AF%89%E9%97%BD%E4%BE%AF%E5%8E%BF&match=Exact,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8月1日。

湛中乐、伏创宇:“社会抚养费法律性质考察———从若干相关行政、司法实践而展开”,《法制与社会

发展》2011年第1期,第104-113页。
如在“董焕斌不服钦州市钦城管理区计划生育局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案”中,法院认为征收计划外生

育费不属于罚款。参见祝铭山主编:《民政类行政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胡建淼:“论中国‘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及定位”,《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第38页;胡建淼: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胡建淼,见前注〔3〕,第75页。
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行政强制法》第9条:“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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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收容教育”“劳动教养”等明显具有“制裁性”的行为,断定为行政强制措施。〔46〕

因此,“制裁性”几乎无法用以区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实际上,“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都是对当事人非法行为进行制裁”。〔47〕传统理论以“制裁性”为标准,试图区分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严重偏离了生活常识。类似的问题,在行政收费中同样存在,甚至于以“制

裁性”否定行政收费的处罚性更为荒谬,因为收费是赤裸裸地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在相对人

物理感受上,它与“制裁性”没有本质区别。

在前文中,我们虽然以“不利益性”代替了“制裁性”。但是,这非但同样解决不了上述问

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扩大。因为相比“制裁性”而言,“不利益性”进一步放大了行政处罚的

行为对象,认为不单单是“权利”,凡是与“利益”相关的限制措施,都是“不利益性”,这与行政强

制措施和行政收费更为合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不利益性”的判断漏洞,其实比“制裁性”

更大。

(二)“违法性”要素的补充及其判断方法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不利益性”或“制裁性”的有无,而是其他更为本质的区分标准,否则

“不利益性”非但无法坐稳“第一要素”的席位,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我们需要在

行政处罚概念构造中补充第二要素“违法性”,从而将“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等同样满足

“不利益性”的制裁行为予以剔除,这也是新《行政处罚法》概念条款中“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

核心要义。

根据这一标准,行政处罚还必须是针对“违法行为”作出的,“违法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二要

素。行政处罚所要制裁的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为,但是,行政强制措施不具有这一硬性要求。行

政相对人不违法,并不妨碍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措施。实践中,只有按照这一逻辑,才能对“强制

测量体温”“强制安检”“强制醒酒”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当性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否则,相

对人以“并未违法”为由拒绝配合,行政机关将无法抗辩。

但是,将“违法性”作为行政处罚的第二要素,仍也有可能会面临一项判断难题:即“违法

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这将进一步关系到行政处罚的判断走向。譬如,以征收社会抚养费为

例,在确认其符合“不利益性”第一要素以后,似乎也符合“违法性”的第二要素。因为《社会抚

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0年)确实设定了公民应当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48〕而超生也确实违

·3921·

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

〔46〕

〔47〕

〔48〕

持此类认识的依据有:①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

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②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关于“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的规定。参见胡建淼:“关于《行政强制法》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之认定———对

20种特殊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评判与甄别”,《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第11-13页;亦可参见

吴炼孩诉汕头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政强制案,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汕中法行终字第16号行

政判决书。
关保英:《市场经济与行政法学新视野论丛》,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以下。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2年)第2条:“公民享有依法生育的权利,同时应当依法履行计划

生育的义务,其生育行为应当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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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这一义务。因此,从形式法治上将征收社会抚养费定为行政处罚,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

为什么会有法院作出不同判断? 而且仍有研究者质疑这一结论? 〔49〕又如,按照“违法性”标

准,“拥堵费”和“排污费”并非同物。若征收“拥堵费”不是行政处罚,是因为不存在违法行为,

征收“排污费”似乎并不符合这一要求。“排污行为”难道不是“违法行为”? 答案若是肯定的,

为什么主流认识并未将征收“排污费”解释为行政处罚? 〔50〕

可见,将“违法性”作为第二要素,仍需做更为深入的解释。这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是:究竟是形式违法性判断的还是实质违法性判断? 前者是指以行为有无违反某一具体法律

规定为判断准则。如超生行为违反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0年)第2条。后者是

指违法行为是否成立,不仅需要违反法律规定,还包括法律原则、法理等“作为法的法”。〔51〕

由于形式违法性将违法对象理解为实定法规,有助于化繁为简,因而多为现行理论所认

同。如有学者认为:“判断是否是一个违法行为的关键和标准是单行法律、法规或者行政规章

中的具体规定。”〔52〕但是,形式违法性判断无益于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会造成如下两种冲突:

第一,形式不法与实质合法的冲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9-12条规定,我国应受行政处罚

行为的设定,被开放性地授予从“法律”到“规章”的多个立法主体上。不同立法主体对违法行

为的理解不尽相同,立法水平亦参差不齐。因此,难免会出现立法上规定为违法的行为,实质

上却是合法的。

第二,实质不法与法律漏洞的冲突。形式违法性判断要求“一个法律体系就是一个规则体

系”,〔53〕否则一些实质“不法”行为难以被定性为“违法”,造成所谓的“法律漏洞”。然而,正如

考夫曼所言,制定法仅仅是法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的法。〔54〕任何制定法都有可能因追求形

式违法而衍生出诸多难以克服的局限性,〔55〕立法机关“为每一种详细的事态制定精确的法规

是不可能的”。〔56〕“谁又能遇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

一次被全部冲上沙滩?”〔57〕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形式违法性难以达成立法体系的自洽,

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之所以在“社会抚养费”的性质认定上举棋不定,便是由上述冲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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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湛中乐等,见前注〔41〕,第104-113页。
参见仁丽璇:“排污费的法律性质之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

84页以下。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8页。
胡锦光:《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第133页。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周佑勇:《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版,第97页。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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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超生”由于违反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2000年)第2条,属形式不法。但实质违

法论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生育都不应被认定为是违法行

为。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生育子女的权利,属于人民自由权的范

畴”。〔58〕因此,“超生”是典型的形式不法但实质合法行为。学者之所以强烈反对将其纳入行

政处罚范畴,也正是由此切入的。〔59〕

类似地,在征收“排污费”的性质认定上,形式违法性也无法提供准确答案。根据《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我国奉行的是“超标排污收费”制度,〔60〕面向违法行为。但是,根据《大气污

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却是“达标收费,超标违法”制度,〔61〕面向合法行为。可见,在

形式违法性判断下,征收排污费既有可能是行政处罚,也有可能不是,我们需要借助实质违法

性判断工具。实践中,“是否侵害了法益”是实质违法性最为基本的判读标准,具体是指是否侵

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实质违法性判断过程中,存有两种判断方法:其一,

单纯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法益。如生育并未侵害他人权益,因此超生不是违法行为。其

二,比较多个法益,如果侵害某一法益是为了保护另一个更高的法益,则仍然应当是允许的,正

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是其典型例证。从总体上来看,排污是社会生产不可避免的结果,不可能一

概禁止,应允许适度排放。尽管这确实会侵害健康,但是为了满足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是基

于一个更高的法益追求。在立法上,适度排污的具体确定往往以“标准”形式呈现,也就是所谓

的“达标”。一般认为,达标排污是合法行为,甚至于在权利哲学上有人将其抬升到了权利层

面,称之为“排污权”。〔62〕因此,基于达标排污征收的“排污费”,不是行政处罚。只有超标之

后的罚款,才是行政处罚。

可见,单凭形式违法性判断,不能真正区分行政处罚与其他行政制裁措施,无法回应现有

理论争议。行政处罚概念构造中的第二要素“违法性”,是一个集合形式和实质的综合性判断。

在形式违法性判断和实质违法性判断的关系处理上,需要结合应受行政处罚成立要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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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石华诉崔新峰生育权纠纷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南民终字第548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湛中乐等,见前注〔41〕,第108-113页。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16条:“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进行治理,并按照国家

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参见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第59-66页;高利

红、余耀军:“论排污权的法律性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83-85页。当然,
也有人极力反对将排污视为一种权利。参见邱本:“如何提炼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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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应受行政处罚成立要件包含“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以及“有责性”三个部

分。〔63〕实践中,这三个要件是依次进行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一种事实评价,基本任务就

是把违法行为、违法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进行比对。这

一判断是形式违法性判断,是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第一步,其在一定程度限定了行政机关

认定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会超出既有的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次序

判断是“违法性”判断。有所不同的是,“违法性”是价值判断。相对人行为一旦符合行政处罚

性法律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原则上就可以推定违法。“违法性”判断的主要任务是在“构成要

件该当性”基础上进行价值评价,从而将法律精神所能容忍和许可的行为排除出去,实践中主

要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义务冲突、被害人承诺等情形。“违法性”判断是实质性

判断,是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第二步。因此,形式违法性判断和实质违法性判断是一前一

后的,前者的主要角色是“入罚”,后者则是“出罚”。只有综合运用二者,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违

法行为的认定错误。

四、报应性:行政处罚的第三要素

(一)“不利益性”和“违法性”无法区别的行为

实践中,“不利益性”和“违法性”可以识别大部分处罚行为,但也有如下一些例外:

1.面向“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

如果“违法性”可用以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那么,对于违法企业采取的“查封场

所”“扣押财物”等行为,如何定性呢? 它们是面向“违法行为”开展的,并且,《行政强制法》第2
条中也明确提到了行政强制措施是“为制止违法行为”,〔64〕完全符合“不利益性”和“违法性”,

似应被认定行政处罚。但是,它们却是《行政强制法》第9条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65〕

对此,传统理论曾给出过两种并不成功的解释:

第一,否认解释。所谓否认解释,是认为“违法性”不能用来区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

政处罚,“违法性”也是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必备要素。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强制难以离

开行政违法而独立存在。把行政强制与行政违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想从合法与非法中

·6921·

中外法学 2021年第5期

〔63〕

〔64〕

〔65〕

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68页;熊樟林: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张仁善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5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

版,第193页。
《行政强制法》第2条:“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

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法》第9条;“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

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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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第三者,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66〕这一方案的目的并不是区分行政处罚和行政

强制措施,而是将二者视为一体,“合并立法”。〔67〕该方案的问题在于,其既与《行政处罚

法》《行政强制法》分别立法的现状不符,也无法解释那些面向非违法行为开展的行政强

制措施,如“强制安检”“强制测量体温”等。〔68〕实际上,以行为人是否违法为标准,行政

强制措施可以针对“违法行为(如强制戒毒)”“准违法行为(如查封扣押嫌疑人财产)”“非

违法行为(强制测量体温)”分别展开。〔69〕“否认解释”只是选择了其中一种类型所做的

片面理解。“违法性”尽管是所有行政处罚的必备要素,却只是部分行政强制措施的必备

要素。二者既有重合,也有差异。

第二,“临时性标准”解释。另有学者指出,行政强制措施之所以不是行政处罚,是因

为行政处罚是一种最终处理行为,而行政强制措施是临时性程序行为。〔70〕该标准为较

多学者主张,可称之为“临时性标准”或“暂时性标准”。〔71〕他们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暂

时的,可恢复、可返还,但行政处罚却是一次性的。该方案的问题在于与生活常识不符。

人们无法理解,在“强制醒酒2小时”的行政强制措施中,2小时自由若是临时的,为什么

行政拘留3天就不是临时的? 二者最终不都恢复自由了吗? “临时性标准”存有两个明

显的逻辑漏洞:其一,就财产权而言,尽管在行政强制措施之后,财产利益经由返还能够

恢复,但其附带利益或预期利益却不可复原。如“查封场所”“扣押财物”期间可期待的营

业收入。其二,就人身权而言,没有“临时”和“长期”之分。自由一旦被限制,便是不可逆

转的,既无法返还,也不可能是“临时”的。

2.责令改正行为

责令改正行为是否为行政处罚,一直争议颇大。理论界有人持肯定立场,〔72〕也有人持否

定立场,〔73〕甚至还有持中间立场者。〔74〕实务上,不仅已有立场相左的判决,而且也有与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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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参见关保英,见前注〔47〕,第118页以下;张淑芳:“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关系的若干问题探

讨”,《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83页。
张淑芳,见前注〔66〕,第81页。
此类行为的上位概念是“行政检查”。实践中,行政检查不需要以是否违法为前提,飞机场“强

制安全检查”、传染病期间“强制测量体温”,都不需要以相对人违法为前提,因此现有研究一般认为其

是行政强制措施。参见胡建淼,见前注〔46〕,第11-13页。
参见沈开举:“论行政强制措施”,《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26页。
参见胡建淼,见前注〔3〕,第75页。
参见江必新:“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时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4页;钟明

霞:“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缺陷分析”,《法学》1998年第4期,第18页。
李岳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江必新

等:《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以下。
参见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法学》2005年第2期,第54-63页;胡锦光,见前

注〔52〕,第49页以下。
参见夏雨:“责令改正之行为性质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3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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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条完全相左的立法文本。〔75〕典型如《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政处罚办法》(地质矿产部令

第17号)就将“责令限期改正”明确列为行政处罚。〔76〕

对此,前述“不利益性”和“违法性”两项要素无法提供帮助。实践中,诸如“责令停工整顿”

“责令限期改正”之类的限制措施,很明显是具有“不利益性”的,都会造成相对人利益损失。并

且,行政机关之所以会启动此类措施,也与相对人行为具有“违法性”存在关联,难以与真正的

违法行为区分。因此,责令改正行为实际上是符合“不利益性”和“违法性”两项要素的,似应被

认定为行政处罚。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结论与新旧《行政处罚法》规定不符。新法仍然是将责

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区别对待的,〔77〕被纳入行政处罚种类的是“责令停产停业”和“责令关闭”,

而非“责令改正”。〔78〕

3.面向“违法但不能课责的人”实施的行政没收

典型如没收不满十四周岁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0条规

定,不满十四周岁,不符合行政处罚责任年龄,不能处罚,但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必须没收。

此时,行政机关实施的没收行为究竟是什么性质,难以认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0条,显然

不能认定为行政处罚,否则无法没收。但是,根据“不利益性”和“违法性”,恰恰又可以认定为

行政处罚。没收行为非但剥夺和限制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的利益,具有“不利益性”。同时,行

为人虽未满十四周岁,不符合“有责性”,但其行为却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侵害了法益,符合

“违法性”。实践中,不能说未满十四周岁开车闯红灯没有侵害交通管理秩序,也不能说未满十

四周岁致人轻微伤,没有侵害他人生命健康。
(二)“报应性”要素的补充

因此,规范化的行政处罚概念,必须还要补充第三要素。这一要素可以概括为“报应性”。

在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中,“报应性”的立法表达是“惩戒”。“报应性”是行政处罚的目的要

素。在“报应性”下,行政处罚“旨在惩罚违法相对人”,〔79〕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施加

一种打击和报复,着眼于过去,而不是未来的预防或恢复。

在法哲学上,“报应性”(retributivism)早已有之,康德和黑格尔都曾提及。所谓报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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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行政处罚法》(1996年)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

改正违法行为”。根据这一规定,“责令限期改正”不是行政处罚。
《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政处罚办法》(已失效)第8条:“对违反矿产资源法规的行为的行政处罚包

括:(一)警告;(二)责令限期改正,限期补交资料……”
《行政处罚法》(2021年)第28条第1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

期改正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法》(2021年)第9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通报批评;(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非法财物;(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

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五)行政拘留;(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陈太清、徐泽萍:“行政处罚功能定位之检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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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回报或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80〕报应的原始形态是同态复仇,奉行

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朴素理念。但是,现代社会所说的报应已经不再是私人之间的复

仇权利,而是国家根据一套合法正当的规则交由某一个国家机构开展的活动。在刑罚中,这一

国家机构是法院;在行政处罚中,则是行政机关。〔81〕

就行政处罚的概念构造来说,“报应性”的闭合功能在于:〔82〕

第一,只有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不利益行为,才是行政处罚,对“无辜者”施加的不利益行

为,不是行政处罚。这是因为,报应性是“以牙还牙”,是“一种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论”,是一

种“回索”(payback)。〔83〕因此,报应性下的行政处罚,必须是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报复,惩罚

对象只能是违法行为人本人,〔84〕而非无辜的第三人,其目的是要“把他对别人犯的罪过也在

他的身上施行”。〔85〕因此,在行政没收过程中,行政机关没收违法行为人之外的第三人所得

物和第三人所有物,不是行政处罚,而只能被认定为是一种保安处分。实践中,典型如公安机

关没收违法行为人租借的第三人车辆。

第二,只有面向过去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实施的不利益措施,才是行政处罚,对将要发生

的违法行为施加的预防手段,不是行政处罚。这是因为,报应性下的行政处罚,“是对过去行为

的制裁”,〔86〕是对“过去的违法事件进行事后处理”,〔87〕是“回顾性的”。〔88〕报应活动的开

展,必须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标的,而不是尚未发生的事物,不具有预防意图。

添加“报应性”要素之后,行政处罚可围绕“不利益性”“违法性”“报应性”三项要素,形成一

个闭合概念,能够较好地解释上述问题:

第一,排除面向“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面向“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

尽管也具有“不利益性”和“违法性”,符合前述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但在目的上,并不是为了

惩戒、打击或报复,不是事后的“赎罪”,而是为了防止和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侧重在事前预

防,与“报应性”存有本质区别,因而不是行政处罚。

第二,排除“责令限期改正”和“责令停工整顿”。行政机关之所以施加“责令限期改正”“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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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黑格尔,见前注〔51〕,第104页。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将行政处罚交由法院决定,例如日本、美国、英国等。
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目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46-47页。
(美)M·P·戈尔丁:《法律哲学》,廖天美译,我国台湾地区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

第133页。
(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版,第340页。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2页。
张淑芳,见前注〔66〕,第86页。
(日)藤木英雄:“刑法上的学派对立:旧派和新派、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郭布、罗润麒译,《环球法

律评论》1980年第1期,第11页。
冯军:“刑法中的责任原则———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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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工整顿”等行为,目的同样不是为了惩罚违法行为人,不存在打击和报复的意图,而是为了

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目的在于秩序和安全的恢复,其“制度面向是朝后的”,〔89〕与行政处罚

的“报应性”要素完全不符。

第三,区分“责令停产停业”与“责令限期改正”。在新法中,立法者对“责令停产停业”和

“责令限期改正”的制度安排迥异。“责令停产停业”由第9条第(四)项规定,是一个典型的行

政处罚。但“责令限期改正”却由第27条规定,不是行政处罚,只是一种教育整改措施。立法

者之所以明确区分了二者,同样是基于“报应性”要素所做的考量。从整体上来看,“责令限期

改正”并不是一种打击和报复,面向的也并非过去的违法行为,而是对未来的预防和修正,〔90〕

是要“返回理想的法秩序”,〔91〕与“报应性”的上述内涵完全不符。但是,“责令停产停业”却完

全不同。“责令停产停业”更为强硬,是要对既往违法行为施加打击和惩罚,属于“罚”的范畴,

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报应立场。因此,“责令限期改正”不是行政处罚,但“责令停产停业”却是行

政处罚,这也是新老《行政处罚法》一以贯之的立场。

第四,排除面向“违法但不能课责的人”实施的行政没收。行政机关之所以会实施此类没

收,是为了杜绝违法获益以及他人效仿,目的同样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再次发生,而不是打击

和惩罚此类行为。因此,此类没收行为同样不符合“报应性”,亦应被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

近年来,随着未知风险的增加,将“报应性”作为行政处罚的必备要素,可能会遭遇挑战。

有人认为,行政处罚并不单单是对过去违法行为施加的报复,也有可能会面向未来,起到一种

预防功能。在理论界,一般将此类与“报应论”不同的认识,称之为“预防论”。“预防论”认为行

政处罚不是为了打击和报复违法行为人,而是要对其他潜在的违法行为人施加一种恐吓和威

慑。如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是对潜在的违法者以儆效尤。〔92〕

在“预防论”下,“报应性”将会被“预防性”替代,行政处罚的概念体系会发生较大扭曲。譬

如,倘若认为行政处罚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发生,责令限期改正和责令停工整顿应被认定为行

政处罚,因为它们完全符合“不利益性”“违法性”“预防性”三项要素。同理,没收“违法但不能

课责的人”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也应被认定为行政处罚,结论完全相反。

“预防论”同样可以追溯到法哲学上,并且在刑法学上获得了广泛承认。但是,这并不意味

·0031·

中外法学 2021年第5期

〔89〕

〔90〕

〔91〕

〔92〕

黄锫:“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第162页。
有研究者经考证后指出,在立法时,《行政处罚法》第23条之所以规定了“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

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因为当年普遍存在“罚而不纠”“以罚代管”的现象,导致尽管有已经作出处罚决定,
但违法问题却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第23条规定的“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也主要是为了恢复和改正,而不是惩戒。参见胡建淼:《行政机关责令相对人纠正违法是否属于可

诉的行政行为?》,载微信公号“法治咖啡屋”,2019年1月1日上传。
黄锫:“‘以罚代管’行政执法方式生成的制度机理研究———以公路货运‘治超’执法领域为基点的

社科法学分析”,《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5期,第14-25页。
谭冰霖,见前注〔17〕,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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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行政处罚也要照搬,理由有二:

第一,“预防论”有权力扩张危险。首先,与“报应论”仅针对已经确定的违法行为人不同,

“预防论”增添了其他潜在的违法行为人。实践中,由于潜在的违法行为人并不确定,无法直接

施加打击。因此,行政处罚往往会被作为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手段加以使用,已经确定的违法

行为人也会沦为工具,作为恐吓和威慑其他潜在违法行为人的道具。很显然,这是极不妥当

的。在这一目的之下,行政处罚权极具扩张危险。行政机关的量罚因素,已经不单单是违法行

为,而是需要将“治安形势”“民情”“高层政策”等等与违法行为毫无关联的因素一并纳入考虑。

实践中,它们有可能是真实的、正义的,但更多情况下是主观的,难以被固定。因此,承认“预防

论”在行政处罚中的基础地位,极有可能是赋予了一项空间巨大的行政裁量权,导致无节制的

制裁活动。

其次,在我国,刑罚的决策机关是法院,而行政处罚却是行政机关。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于,行政机关掌握更多的资源分配权,并且执掌国家暴力机关。行政权往往更为主动,扩张

性更强,异化可能更大。但是司法权却相对安全,也更为中立,“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真正能够

中立裁判的也只有司法权”,〔93〕“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产,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

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94〕因此,在刑罚上添加“预防论”,可能带来的权力危害要远远

小于行政处罚。刑罚上可以承认“预防论”,但并不意味着行政处罚也要承认。

第二,行政制裁方式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在制裁类型上,刑法与行政法的分配完全

不同。在刑法上,仅有刑罚一种手段,相对单一。但是,行政制裁的手段却是多元化的。实践

中,既有在功能上与刑罚十分相似的行政处罚,也有与刑罚完全迥异的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这些不同形态的行政制裁手段,所要扮演的制度角色和意欲达到的制度功

能各有侧重,有的是为了打击和报复(报应论),有的则是为了威吓和警示(预防论)。从整体上

来看,与其他制裁方式不同,行政处罚的制度重心仍然应该是惩罚、打击和报复,警示和威吓或

许在行政处罚的规制效果上亦能得到体现,但肯定不是其主要目的。实践中,基于警示、预防

和威吓而设置的制裁方式,主要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收费以及行政保安处分等。在行政法制

体系中,这是一个既已形成的功能格局,我们没有必要打破这一结构,重新搭建一套叠床架屋

的制裁体系。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行政处罚的理论定义可概括为:行政机关基于报应目的而对自然人、法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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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樟林:“土地征收决定不是终裁行为———以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为中心”,《法学研究》2017
年第3期,第73页。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峰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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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违法行为施加的不利益行为。〔95〕这一概念围绕“不利益性”“违法性”“报应性”三项

要素而搭建,既继承了传统理论的框架,也添加了新型理论元素;既可以全面回应新型理论提

出的各类质疑,也可以精准甄别理论与实务界的多项争点。现在,其经由《行政处罚法》第2
条,已经获得了制度化布置,将是行政处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参考。

Abstract:ThenewlyadoptedLawonAdministrativePenaltyhasaddedtheconceptclauseofadminis-

trativepenaltyasArticle2.Thethreeelementscontainedinthisarticle,“reducingrightsandinterestsor

increasingobligations”,“violationoftheadministrativeorder”and“penalty”,shouldbesummarizedand

explainedintermsof“non-interest”,“illegality”and“retribution”respectively.Amongthem,“non-in-

terest”isthefirstelementofadministrativepenalty.Theobjectofadministrativepenaltyis“interest”

ratherthan“right”.Interestisvalue-freeandthereisnolegalityandillegalityinitself,sotheobjectof

administrativepenaltyisnotnecessarilylegal.“Illegality”isthesecondelement.Inthejudgmentof“ille-

gality”,substantialillegalitystandardshouldbeadopted.“Illegality”determinesthat“administrativeco-

ercivemeasuresforlegalacts”andothersanctionswith“non-interest”arenotadministrativepenalties.

“Retribution”isthethirdelement.Administrativepenaltyismainlyforpenalty,sanctionandretaliation

ratherthanrecoveryandprevention,whichisanindispensableyardsticktodistinguishadministrative

penaltyfrom“orderingcorrectionwithinatimelimit”andotheradministrativeactions.

KeyWords:ConceptofAdministrativePenalty;Non-interest;Illegality;Re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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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熊樟林,见前注〔30〕,第81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