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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中法律地位研究
黄红华
( 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福州 350003)
摘摇 要: 该文认为,确定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听证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是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听证工作
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执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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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问题缘起与特指

2摇 关于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定:“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

摇 摇 目前,理论研究者关于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第四十六条规

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

程序中法律地位的争议

可正当听证程序中法律地位问题的不同看法主要

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

有:社会法律工作者说、社会公益代表人说、听证代

公告,并举行听证。冶 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表人说、社会听证人说、社会代理人说、律师或首席

可法》 没有规定涉及公 共 利 益 的 重 大 行 政 许 可 事

律师说,以及“ 第三人冶 或“ 听证代理人冶 等观点。 这

项,行政机关应当通知律师事务所派员出席其举行

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乏片面之嫌。 笔

的听证。 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律师根据行

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

政机关的社会公告,出席了听证会,其在听证会上的

正当听证程序中的法律地位有全面的认识:

称谓、席位及身份、职责等法律地位是什么? 由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中的法律地位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实质意义

律师法》 等法律法规对这一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导

上的法律地位是相对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而言

致执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中国

的,即指能够表明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

律师在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很难起到应有的作

证程序中的实际角色和身份,并揭示其应享有的权

用,尤其是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很难起

利义务范围的法律地位。 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

到应有的作用。

正当听证程序中法律地位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

本文所指的法律地位是指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

谓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的听证法律地位,既指其在公

第二,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的法律身份,又指其在

中的法律地位是听证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中国律师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的权利义务,但不包
括中国律师纯粹作为一般行政许可参加者在从事行
政许可实体活动时因发生代理行为而参与非公益行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的情形。

是社会的法律服务执业人,享有法律服务权,然而只
有中国律师将这种服务权运作到被服务的对象或服
务的领域,才能转化为“ 现实的服务权冶 ,才真正具

有价值。 只有中国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程序活动,才使其具有听证上的身份和相应地位,才
享受相应的听证权利承担相应的听证义务。
第三,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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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法律地位是中国律师在不同参证形式下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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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不仅要履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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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服务职能,对公益行政许可实体法和公益行政许

也以维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根据这种原

可正当听证程序进行服务,同时还要履行维护公益

则,中国律师不仅可以维护公益的目的申请公益行

的职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维护社会公益,这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还可出于对公益行政许可正

也就决定了中国律师将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参与

当听证程序活动服务的目的而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其参与听证方式也随

当听证程序,能全面解决中国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

之有所不同,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可正当听证程序的方式和身份以及法律地位等问

其法律地位也就因此而不同。

题。

第四,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中的法律地位是受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基本

3. 2摇 中国律师公益代表人的身份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听证法领域存在着一种误区,即

结构制约的法律地位。 有学者精辟地提出:公益行

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听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是听证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

证当事人资格。 同时,相对于对私益的保护而言,对

“ 场冶 。 笔者以为,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

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着听证机制的欠缺

“场冶 的空间,规定了各听证主体在“ 场冶 中的位置及

序立法中就是只规定有保护私益的听证主体,而没

则是对这个 “ 场冶 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 体现 了

和听证主体缺位,表现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

权利义务的范围。 中国律师因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

有保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听证主体,只有保护

当听证程序而成为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法律

私益的听证机制,而无保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听证主体,其在“ 场冶 中的法

听证机制。 因此,有必要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基

程序立法中规定公益代表人这一听证主体,而在众

本结构的制约。

多的社会执业人中,中国律师是最为适宜的主体。

3摇 与合理界定中国律师在公益行政许可正

随着现代质证权和质证之利益理论的发展,质证权

当听证程序中法律地位相关的几个问题

可以独立于实体权益主体而赋予他人,即在特殊情
况下,法律可明确规定,第三人为了维护实体争议的

3. 1摇 关于理论重构问题

实体权益而成为质证权主体,在听证中第三人则为

中国以“ 服务权原则冶 作为中国律师参与或申

形式的听证代表人。 这也为中国公益行政许可正当

请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的法理依据。 《 中华

听证程序立法明确规定中国律师以公益代表人身份

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规定:中国律师是社会的法律

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提供了理论基础。

服务执业人。 这种法律地位是根据一般律师理论设

在现实社会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明确

定的。 就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领域而言,中

规定律师是公共利益维护者是适格的听证代表人。

国律师作为社会专门的法律服务执业人,一方面有

这与其法律服务者身份并不冲突,因为中国律师公

权对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活动的听证参与人

益代表人身份正是法律服务者在公益行政许可实体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请求听证程序权利进行服

法律关系中维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

务,另一方面有权对公众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另外,自律师参与公益行政正当听证程序制度产生

程序中的实体权益进行一般服务。 这两方面都是服

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无一例

务权应有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律师实施法律服务的

外地是为维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参与公益行政

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因此,应以“ 公益说和广义服

正当听证程序,因此,法律赋予中国律师以“ 公益代

务权说相结合的原则冶 ,作为中国律师申请和参与

表人冶 身份符合国际立法潮流。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的理论基础。 它能直接
反映出中国律师申请和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3. 3摇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对中国律师

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中法律地位的制约问

程序的权力源自基本法规定的法律服务权,能较好

题

地体现中国律师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的

摇 摇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是指政府与听

目的和范围,即中国律师只为维护公众和社会公共
利益而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且其范围

证代表人在听证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它是以双方

听证代表人平等对质为基本结构。 在其中不仅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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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与申请人、出席代表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
者的角色,并且要求政府主管机关作为听证申请人、
听证代表人之间的一个中立者,从而使公益行政许
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在申请人、出席代表、政府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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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摇 申请听证代表人———中国律师在申请公益行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时的基本法律地位

摇 摇 中国律师作为公益代表人对损害公众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政许可行为向政府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

个角色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人们常把这

当听证程序时,只能处于申请听证代表人的法律地

种结构称为“ 等腰三角形冶 的结构。 任何主体参加

位。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律师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

听证都只能服从或附属于这种听证结构,而不能动

当听证程序的具体目的和任务是为维护公众和社会

摇或改变这种听证结构,否则就会破坏其稳定与平

公共利益,对行政许可违法行为提出纠正和处理意

衡。 中国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也概

见,即主要是对公益行政许可实体行为进行的服务。

莫能外。

第二,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中,中国律

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的权利构成

师无论在有无实体权利主体参加下申请公益行政许

分析,在听证结构中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行政裁量

可正当听证程序,都直接与对方听证代表人产生直

权和质权,中国律师作为法律服务执业人享有法律

接的对质关系,为保证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服务权,但这种服务权在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
序结构中无论如何是不能,也无法取代行政裁量权
的根本地位的,否则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将
失去其基本性质和特征。 这就决定了,中国律师只
能依据另一种权利即行使质权的方式介入公益行政
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从维护公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需要,中国律师可以,也完全有必要以行使质权的方
式进入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从维护听证结
构的稳定与平衡角度分析,中国律师作为法律服务
执业人对维护听证秩序负有天然的职责,其通过行
使听证服务权对行政裁量权和质权形成制约与服
务,使听证结构保持其固有的稳定与平衡。 因此,中
国律师亦可以法律服务者的身份介入公益行政许可
正当听证程序,对听证活动实施法律服务,其中包括
对公益行政许可行政裁量活动的服务和对公益行政
许可听证代表人的听证行为的服务。 也就是说,基
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结构的要求,中国律

平等对质的基本结构的稳定性,中国律师只能处于
申请听证代表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由于中国律师
是社会的法律服务执业人,因而成为公益代表人,根
据现代质权理论的发展,其享有质权,具有质的利益
是适格的听证代表人。 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听证代表人,是指因公益行政许可上的权利义务关
系发生行为,以自己的名义请求听证,旨在保护行政
许可公共权益,并引起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
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人。 因此,听证代表人应具备
以下特征:(1) 以自己的名义请求听证。 (2) 旨在保
护公共行政许可权益。 (3) 能使公益行政许可正当

听证程序发生、变更和消灭,而成为公益行政许可正
当听证程序主体。
4. 2摇 鉴证人———中国律师在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
当听证程序和提出质疑时的基本法律地位

摇 摇 中国律师以社会法律服务者的身份参与公益行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与其社会服务者身份相适应

师要么以听证代表人身份参加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

的称谓莫过于某学者提出的“ 社会鉴证人冶 。 这一

证程序,要么以维护听证结构完整和平衡的听证服

当听证程序的目的、任务及其实际地位,并充分地体

务者身份介入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但两者

现了中国律师社会法律服务的性质,是社会法律服

不得兼任,否则,必将造成听证基本结构新的失衡。

务者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时的听证意义

4摇 中国律师在具体参与方式下的法律地位

上的称谓。 同时这一称谓还反映出中国律师在听证

中国律师参证可以归纳为两种身份和三种基本

称谓能够直接反映出中国律师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

中独立于政府和双方听证代表人,是独立的听证法
律关系主体的超然地位。

方式,两种身份是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和法律服务者

作为鉴证人,这种法律地位决定了中国律师应

的身份。 三种基本参与方式即申请公益行政许可正

享有服务职责范围内的所有听证权利,主要包括:提

当听证程序、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和质

出质疑的权利、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政府取得必要的

疑。

法律文书和调取许可案件材料的权利、获得参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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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权利、参加听证庭口头听证的权利、对听证庭的

听证程序进行法律服务,并有权参加根据听证代表

违法情形提出鉴证建议和纠正法律意见的权利、在

人的请求或政府的通知参加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

听证庭结束前发表出席意见的权利。 同时,中国律

程序活动,中国律师根据需要也可主动参与公益行

师在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过程中还应承

政许可正当听证程序活动。

担一定的听证义务,主要是遵守听证庭纪律、尊重政

第七,规定中国律师在参与公益行政许可正当

府主管机关的听证主导地位、服从政府听证指挥等

听证程序活动中享有质疑权、调查权、参与庭证权、

义务。

有鉴证建议和违法纠正法律意见权、有调阅政府卷

中国律师作为鉴证人出席听证庭,在听证庭中
的席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律师在听

宗和取得政府行政许可裁决文书的权利、有发表出
席意见的权利等。

证庭上应居于听证席的右前方,这一席位较好地反

第八,规定中国律师质疑案件的审级,出席司法

映了作为鉴证人的中国律师在听证庭中独立于其他

审查听证庭的律师职责即支持质疑和请求听证服

听证主体的特殊主体的法律地位,同时也维护了原

务。

有听证结构的稳定性( 见图 1) 。

第九,规定出席司法审查听证庭的律师的听证
权利即宣读质疑书、说明质疑理由和意见,参与听证
庭陈述,听取双方听证代表人的辩论,对听证庭活动
进行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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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al Status for Chinese Lawyers in the
Hearing Proceedings Concerning Public Interest-relat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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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egal status for Chinese lawyers in the hearing proceedings concerning public interest -related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has been pending for now, which hinders the lawyers participating in such hearings. To es鄄

tablish the legitimate place for Chinese lawyers is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but also the practical issue to
be solved i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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