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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信息公开规定法律问题探讨
——写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之际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 7 2 0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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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前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制定、修改情况，探讨了条例制定前后地方信息公开规定

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推出，明显采用了先地方

立法积累经验、后中央立法整体推进的方式，取得了较

理想的效果。从2001 年开始制定信息公开地方性法规或

地方政府规章，到2007 年年初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短短几年

时间里，信息公开制度由点及面、由地方到中央，迅速

普及，取得的成就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不过，这种立法路径也会引起一些法律问题，值得

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条例》制定前地方信息公开规定的制定情况及法律

问题的解决

（一）《条例》制定前地方信息公开规定的制定情况

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共有22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22 个省会城市、5 个自治区首府城市、18 个

较大的市 1、4 个经济特区市总共80 个地方政府有权制定

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在《条例》制定前，截至

2006 年 11 月 15 日，共有34 个地方政府专门制定了信息

公开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占比4 2 . 5 %（详情参见表1）。

从时间维度看，2001 年立法的只有福建省；2002 年

立法的有广州市；20 0 3 年立法的有汕头、哈尔滨、太原

3 市；2004 年立法的有上海、重庆、湖北、吉林、武汉、

杭州、成都、宁波、济南、长春、昆明、大同、鞍山等

13 个省市；20 0 5 年立法的有北京、广东、河北、辽宁、

黑龙江、陕西、海南、苏州、郑州、海口、贵阳、乌鲁

木齐等12 个省市；200 6 年立法的有江苏、四川、深圳、

本溪等4 个省市。这些数据表明，2004 年和2005 年是我

国地方政府立法的高潮阶段，其间共有2 5 个省市制定了

地方规定。此举较快地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

为《条例》的出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从规定的性质来看，除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和大同

市人大常委会采用了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以外，其他地方

均采用的是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并且这种政府规章主

导的立法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个中原因似乎比较容易解

释，因为中办发〔2002〕17 号文件（关于转发《国家信

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1 从广义上来看，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这三类城市。

为避免重复统计，本文对其做狭义解释，只将经国务院先后批准的 1 8 个较大的市列为“较大的市”。到目前为止，经国务院批准的

较大的市共有 1 8 个：1 9 8 4 年批准的唐山市、大同市、包头市、大连市、鞍山市、抚顺市、吉林市、齐齐哈尔市、无锡市、淮南市、

青岛市、洛阳市，1 9 8 8 年批准的宁波市，1 9 9 2 年批准的淄博市、邯郸市、本溪市，1 9 9 3 年批准的徐州市、苏州市。（重庆市1 9 8 4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但 1 9 9 7 年 3 月升为直辖市，不再是“较大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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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地方政府制定信息公开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情况（截至2006 年 11 月 15 日）

说明：上述“尚未制定”地

方法规或规章的省、区、市

普遍都有推进政府信息公

开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虽

然其他规范性文件在一定

范围内也具有法律效力，

如山东省的《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

公开的意见》、江西省的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在政府网站公开政务

信息的若干意见》、安徽省

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公

开促进机关效能建设的通

知》，等等，但由于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随意性较大，

规范性不足，约束力不及

法规或规章，所以本文将

这些省、区、市归入“尚

未制定”类。

第一次提出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这

可能是地方普遍采用政府规章立法形式的主要原因。正

因为如此，本文主要讨论信息公开地方政府规章相关的

法律问题。

（二）《条例》制定前地方信息公开规定面临的主要

法律问题

《条例》制定前的这一时期，地方信息公开规定面临

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是否有相应的立

法权，是否可以创制信息公开方面的政府规章？二是地

方政府规章是否可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

制定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可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①为

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

的事项；②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从字

面含义看，实践中对于本条规定应该说有两种不同的解

释：狭义解释重点强调本条第1 款的内容，严格将地方

政府规章限制在执行层面，非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

方性法规作为依据不能制定相应的规章，这应该可以部

分解释为什么超过一半的地方一直没有创制信息公开方

面的地方规定；广义解释重点强调第2 款所规定的内容，

并从两种立法事项的并列中推论出地方政府规章在“本

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中具有创制立法权，这

应该是那些率先制定地方规定的地方的直接法律论据，

而其更高制度层面的考量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建设法

治政府、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对于第二个问题，《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除了明确

列举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信息公开不在该范围之

内），还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

的其他行政案件。按照本条规定，由于信息公开既不在

该条明确列举的范围之内，又没有其他法律、法规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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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相关争议并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受

案范围之内，人民法院不能根据地方政府规章扩大行政

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但是，地方信息公开规定不同于

以往一些政务公开做法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们率先建

立了正式的法律救济制度，争议可以最后诉诸人民法院。

如果争议不能诉诸人民法院，信息公开地方规定就会流

于形式，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从最

后的实践结果来看，人民法院并没有拘泥于《行政诉讼

法》的字面解释，而是从保障公众权利的角度认可了地

方政府规章对于诉讼解决机制的规定，并在《条例》实

施之前就受理了数量可观的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尤

其在上海），为推动信息公开制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上述两个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可以看到，当法律

规定的字面含义模糊或者规范之间规定不一样时，不能

仅仅就法论法而简单判定下位法律规范不合法或者无效，

而应该引入规范之外的更高评价标准或原则来确定规则

的含义或者确定下位法的效力。如果完全就法论法，势

必挤压甚至窒息下位法的生存空间和制度创新空间，使

法律制度失去活力和创造力。《条例》制定之前，贯穿信

息公开制度发展始终的就是这些更高评价标准或原则的

有效运用。正是它们的运用，使得地方有勇气创制地方

信息公开规定，也使得这些规定能够得到司法的有力保

障。这个结论弥足珍贵，它对于我们今天处理规范之间

的关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当《条

例》与地方规定存在字面差别时，不应简单地否定地方

规定的效力，而应根据更高的评价标准或原则来确定规

则的适用。如果地方规定符合这些更高的标准或者原则，

就应该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则应予以否定。

二、《条例》制定后地方规定的修改（制定）情况及目前

面临的法律问题

（一）《条例》制定后地方信息公开规章的修改（制

定）情况

《条例》于2007 年 1 月 17 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并于2007 年 4 月 5 日正式公布。《条例》公布两年来，地

方规定的修改（制定）情况大致如下：①一些过去没有

地方规定的又陆续制定了地方规定，如南京市、天津市

和甘肃省都制定了信息公开方面的地方规定，而大连市

制定了依申请公开的专门政府规章。但是，应该说这样

的地方数量不是太多，绝大多数过去没有制定地方规定

的，在《条例》公布之后仍然维持了过去的格局，至今

都没有制定相应的地方规定。②一些过去已经制定了地

方规定的，对原规定依据《条例》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如

陕西、河北、上海、辽宁、宁波、杭州和成都均修订了

原地方规定，广州修订了依申请公开信息办法。但是，这

样的地方仍然是少数，大部分过去已经制定了地方规定

的，都还没有来得及根据《条例》对原规定进行及时的

修订。③由于国务院办公厅的重视和大力推动，几乎所

有地方均制定了信息公开具体配套制度方面的其他规范

性文件，它们涉及诸如领导体制、保密审查、社会评价、

纪律制裁、年报编制、统计分析、人员培训等范围广泛

的问题。尽管这样的规范性文件数量庞大，数以百计，但

是，由于它们不具有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地位，仍不能

被统计在地方立法的范畴之内。

初步分析上述情况可以发现：①就立法层面而言，

不同地方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视程度存在比较明显的

差别。根据地方规定的制定（修订）情况，目前大致可

以分为四类地方：第一类是过去重视现在仍然重视，包

括上海、广州、成都、陕西、辽宁等8 个地方，在8 0 个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政府中占比为 1 0 % ；第二类是过去

重视现在重视不够，也就是未能及时修订原规定的2 6 个

地方（34-8=26），占比为32.5%；第三类是过去重视不

够现在非常重视，包括天津、大连等4 个新制定地方规

定的地方，占比为 5 % ；第四类为过去与现在均重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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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即那些一直没有制定地方规定的42 个地方（80-34-

4=42），占比为52.5%。从这份初步统计分析结果来看，

应该说地方规定的制定（修订）的形势并不乐观。②《条

例》的制定并没有带来制定（修订）地方规定的新高潮。

《条例》公布至今已经有两年时间，其间制定或者修订地

方规定的共有1 2 个地方，这个数字与制定地方规定高潮

的2004 年、20 0 5 年的数字相比，显然还有比较大的差

距。从理想的角度考虑，《条例》本来应该能够起到更大

的作用，在其公布之后迅速促进地方立法的进一步发展，

促成大规模制定或者修订地方规定的新高潮。这种预期

局面没有能够出现，值得各界深入探究其中的深层次原

因。③对于那些未能及时修订地方规定的地方而言，由

于他们的规定必然会与《条例》的规定存在比较大的差

别，所以他们对于在实践中如何确定规定的效力，就会

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

（二）《条例》颁布后地方信息公开规定面临的主要

法律问题

综上可见，在这一时期，《条例》的出现使地方规定

实际上面临更多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

括：①没有地方规定的是否需要制定？②已经制定了的

地方规定是否需要修改？③已经制定的地方规定是修改

合适还是重新制定合适？④地方规定是采用执行性规定

的形式还是采用自主规定的形式？⑤如果地方规定与

《条例》的规定存在差别，那么应如何确定其法律效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显然应该是肯定的，那些仍

然没有地方规定的应尽快根据《条例》制定本地方的实

施性规定，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其理由如下：

第一，《立法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的

立法权限和立法范围，该条即是授权性规定，其实也是

义务性规定，要求地方政府在需要时积极通过地方政府

规章的形式实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如果说《条例》实施之前地方政府有选择制定或者不制

定地方规定的权力或者自由，那么《条例》实施之后这

种权力其实就转变成为了一种法律义务。权力、义务的

这种转化，是国家机关职责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考虑到各地的不同情况和未来的适用，《条

例》的规定相对比较简略：有些条文授予地方很强的灵

活尺度（如第三条第3 款）；有些条文要求地方制定执行

性规定（如第四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等）；

有些条文明确区分了不同级别地方政府的不同义务（如

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条例》的这种立法思

路和方式表明：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才能够

使《条例》的原则和制度得到落实和执行。

第三，虽然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均制定了大量的信息

公开规范性文件，并且这些文件在实践中也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仍不能代替地方

政府规章。这是因为，这些规范性文件缺乏地方政府规

章的法律地位，其法律效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目

前绝大部分的规范性文件都以规定单项制度为主，就事

论事，缺乏信息公开地方规定覆盖面上的广泛性和体例

上的完整性，因此这些规范性文件无法提供系统的解决

方案。

第四，通过这些年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可以发现，

类似上海、广州这样的信息公开工作落实得比较好的地

方均有地方政府规章，因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方立法是搞好信息公开工作的一个前提条件。

对于第二个问题，应该说更容易得出肯定的答案。

其道理很简单，由于下位法制定在前，上位法制定在后，

而上位法本身同下位法存在很多区别，因此下位法必须

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修订。如果下位法不能及

时进行修订，那么其法律效力其实处于高度的不确定状

态。如此可以说，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立法不作为。

对于第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立法技

术问题，其结论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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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以及其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律修改与重新制

定的条件，两者之间的界限不是特别清晰。按经验观察，

我国大致是以原条文变动的数量作为法律修改与重新制

定的主要判断标准：若对原条文变动较多，则归为重新

制定（如198 2 年宪法被称为制定新宪法，不属于宪法修

改；食品安全法属于重新制定，不属于食品卫生法的修

订）；若对原条文变动较少，则归为修订（大部分法律修

改采用这种形式）。因此，地方规定究竟应采用修订形式

还是采用重新制定形式，取决于变动的幅度。若变动较

大，则适合采用重新制定的形式；若变动不大，则适合

采用修订的形式。在《条例》制定以来地方信息公开规

定修改的实践中，上海、河北、成都采用的是重新制定

的形式，即制定新的规定的同时废止了旧的规定；陕西、

辽宁、宁波、杭州采用的是修订的形式，修订后的规定

仍保留原规定的效力。

对于第四个问题，需要结合我国的立法体制进行分

析，并把握《条例》所带来的地方规定的性质转变。根

据《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第2 款的规定，地方政府规章

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执行性规章，另一类是创制性规

章；并且，一旦制定了上位法，原来的创制性规章就可

能需要转变为执行性规章。具体到信息公开领域，在《条

例》实施之前，地方规定应属于创制性立法，属于地方

政府的自主立法活动，地方政府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

《条例》实施后，地方政府就有义务为《条例》的执行制

定执行性规章，不再有立法的自主选择权。可见，《条例》

的实施从性质上改变了地方规定的性质。由此可以推论，

《条例》实施之后制定或者修订的地方规定宜定性为执行

性规定，不宜再保留过去自主规定的形式。不过，从《条

例》制定以来新制定或者修改的1 2 个地方规定的实际情

况看，大部分仍然维持了自主规定的形式（主要体现在

名称上），只有新疆、河北明确采用了执行性规定的立法

形式（尤其是河北明确从过去的自主立法形式改变为实

施办法的立法形式）。

第五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也是最需要关注的

实践问题。从法理上讲，上位法与下位法的规定存在一

定的差别，应是任何法律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也是法

律适用必须考虑的基本环节。但是，具体到我国的信息

公开领域，问题要更为复杂一些。由于地方规定大多制

定于2004、2005 年信息公开立法的高潮期，地方的情况

也更为简单，许多规定应该说比较领先，体现了许多国

际通行的理念（如很多地方明确规定了“公开为原则，不

公开为例外”）。相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更为慎重，

考虑的方面也要更多，这些考虑最终也必然体现在具体

条文中（如《条例》就没有明确规定“公开为原则，不

公开为例外”）。这样，在一些重要的原则、制度或者程

序上，地方立法与《条例》都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即

使地方规定进行修订或者制定新的地方规定也难以完全

抹平这种差别（如《条例》公布之后制定的《南京市政

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四条仍然规定了“政府信息以公开

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实践中当地方规定与《条

例》存在差别时，如何确定法律适用规则就显得尤其重

要。对于简单情况，当然可以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

原则来确定法律的适用。对于复杂情况，则需要经常回

顾、借鉴制定《条例》之前解决法律问题的历史经验，在

必要时求助于更高的评价标准或原则。唯有如此，以史

为鉴，才能不断开创信息公开的新天空，造福于国家，造

福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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