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研究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
———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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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ꎬ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
治合法性危机ꎮ 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
元区之效ꎬ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
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ꎬ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
化ꎮ 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ꎬ欧洲央行推出的“ 直接货币交易计
划” 和“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ꎮ 在初
步裁决机制中ꎬ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
“ 禁止货币融资” 条款的一致性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 基本法»
的民主原则ꎮ 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
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 欧盟经济政府” 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
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 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 的有限一体化模式ꎮ 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
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ꎬ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
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
主张ꎮ ２０１９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ꎬ其结果也
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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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制度的顶层设计与人类理性和智识的有限性之间往往存在矛盾ꎬ其主要
∗ 本文为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 欧盟法‘ 良善行政’ 的程序维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２０１８ＸＺＱＮ－ １２)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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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在社会某一个或者多个领域的突发性、剧烈性危机会导致对初始制度设计蓝图
的冲击、改造甚至废弃ꎮ 面对危机ꎬ一方面ꎬ政治决策者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常常偏离
原有的制度设计ꎻ另一方面ꎬ临时性的反危机措施又往往会走向制度化和常态化ꎬ对原
有的制度设计进行相当程度的重塑并且改变制度演变的路径ꎮ 欧洲央行为应对欧洲
债务危机采取的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影响ꎬ正是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ꎮ
２００９ 年年底ꎬ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治理制度构成严重威胁与挑战ꎮ

随后ꎬ围绕欧盟尤其是欧洲央行的反危机措施与« 里斯本条约» 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衍

生出的法律争议一直延续至今ꎮ 这些法律争议的背后是反危机措施与既有制度间的
紧张关系ꎬ最集中体现在两例司法诉讼案件中ꎮ 其一为“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案ꎮ 该
案系欧洲法院初步裁决后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 ２０１６ 年做出的关于欧洲央行推出的
“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ꎬ以下简称“ ＯＭＴ 计划” ) 的合宪性
审查ꎮ 其二为“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以下简称“ ＰＳＰＰ

计划” ) 案ꎮ① 该案由欧洲法院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做出判决ꎮ 两起案件都经历了德国宪
法法院和欧洲法院两个法院的司法审查ꎮ

受« 里斯本条约» 的制度设计和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紧急事态之间张力的影响ꎬ
在前述判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试图在欧盟—成员国权能划分、欧洲央
行的法定职责以及对欧盟机构的民主控制等问题上进行至少表面上的有限的制度重
构ꎬ以寻求法治价值与有效的反危机行动之间的协调ꎮ 尽管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努力以司法被动主义的方式对反危机措施的合法性问题给出克制的答复ꎬ却无法
掩盖司法机构已经在事实上面临一体化不同模式相互冲撞的尴尬处境ꎮ 此外ꎬ作为反
危机行动的实际执行者ꎬ欧洲央行在此间的角色和实际职权的增强使得欧盟“ 民主赤
字” 的问题空前凸显ꎬ更使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深化的模式之争彻底白热化ꎮ 本文拟
从« 里斯本条约» 对欧洲央行的角色和职权定位入手ꎬ通过分析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
欧洲法院对欧洲央行反危机行动的宪法审查ꎬ揭示欧盟机构在反危机行动中所产生的
民主失控及超越职权的问题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将对欧盟在债务危机及后危机时代的
多元一体化模式及其代表者与各自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ꎮ 最后ꎬ本文还将就即将举行
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选举对欧洲一体化模式的指向意义进行初步考察ꎮ

① 关于该计划的详情ꎬ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ｂ.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ｍｏｐｏ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ｏｍｔ / ｈｔｍｌ / ｐｓｐｐ. ｅｎ.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访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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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危机前的一体化模式之争

( 一) 欧洲一体化的三种模式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前ꎬ美国政治经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在其« 全

球化的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 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重困境” ꎮ 他认

为ꎬ“ 我们无法同时拥有超级全球化①、民主和民族自决(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ꎮ
我们最多只能同时拥有三者之中的两者ꎮ 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ꎬ我们需要
放弃民族国家ꎮ 如果我们要保持民族国家和超级全球化ꎬ我们就必须忘记民主ꎮ 如果
我们要把民主和民族国家结合起来ꎬ那就该对深度全球化说再见了ꎮ” ②作为目前经济
和货币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实践ꎬ欧盟也成为一体化模式研究者的首要关注ꎮ
欧洲学者结合欧盟实践ꎬ将欧洲一体化道路选择总结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结合民族
国家与货币经济一体化而放弃民主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ꎻ第二种是结合民主与货币经
济一体化而放弃民族国家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ꎻ第三种模式是结合民主与民族国家ꎬ
这意味着货币经济联盟的崩溃———至少经济的一体化将无法实现ꎮ③

行政联邦主义意味着通过非政治化的技术官僚以程序化的方式完成货币经济政

策和市场监管ꎮ 虽然这意味着陆续有国家主权被让渡到欧盟层面ꎬ但作为民族国家的
欧盟成员国将继续保有对欧盟决策和一体化方向的最终政治控制权ꎮ 然而ꎬ由于监督
和控制主体仅限于成员国国内的各国议会ꎬ事实上欧盟层面的民主控制和监督将受到
侵蚀ꎮ
民主联邦主义则意味着在将治理的权力乃至统治(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的权力让渡到欧

盟层面的同时ꎬ政治决策的民主机制、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民主基础也将由成员国
议会转移到欧洲议会( 或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欧元区议会) ꎮ 由于政治和治理权力乃至

民主合法性来源皆已转移到了欧盟层面ꎬ民族国家的统治架构将徒具形式甚至遭到废
弃———这也意味着将欧洲带入民族国家时代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最终崩溃ꎮ

第三种模式则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倒退到起点或者«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之前的状

态ꎬ欧盟将再度回归为一个内部市场联盟ꎮ 虽然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将走向
① 即货币和经济的一体化ꎮ ———作者注
②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ｉｒｉｋꎬ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
ｐａｎｙꎬ２０１１ꎬｐｐ.１８４－２０６.
③ Ｂｅｎ Ｃｒｕｍꎬ “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１ꎬＮｏ.４ꎬ
２０１３ꎬｐ.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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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ꎬ但民族国家和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并以之为政治共同体范围的民主政治将获
得保留ꎮ
( 二) 欧债危机前三种模式的博弈

在欧债危机爆发前ꎬ上述三种模式的博弈并未明晰化ꎮ 主要欧盟机构间及欧盟与
成员国机构间权力分配格局的演变体现了三种模式的博弈进程ꎮ 欧洲理事会是以成
员国主导为特征的政府间主义路线的代表ꎬ其在条约文本和机构实践中角色与权力的
增强标志着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崛起ꎮ 尽管欧洲理事会在欧盟
治理和决策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ꎬ但欧洲议会的角色、权力以及成员国议会在欧盟
决策中的参与也在增强———虽然未必与前者的进程相一致ꎮ 在« 里斯本条约» 中ꎬ欧
洲理事会被正式承认为一个“ 欧盟机构” ꎬ“ 应当为联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推动力ꎬ并
确定其总体政治方向和优先事项” ꎮ① 通过与欧委会的共享动议权机制ꎬ欧洲理事会
事实上获得了欧盟重大事务和一体化方向的决策权ꎮ② 通过与欧洲央行的合作ꎬ欧洲
理事会日渐具备欧盟经济政府的雏形ꎮ
欧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在欧盟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ꎮ 作为对欧盟民
主赤字的回应ꎬ« 里斯本条约» 增加了欧洲议会的权力:在« 里斯本条约» 中ꎬ共同决策
程序成为欧盟的一般性立法程序ꎬ其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延伸ꎬ并最终确定了欧洲
议会与理事会平等的立法机关地位ꎮ③ 此外ꎬ« 里斯本条约» 也赋予了成员国议会参与
欧盟决策权力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ꎮ « 关于辅助性和比例性原则适用的附加议定书»

赋予了成员国议会集体干预欧盟立法程序的权力———当黄牌机制启动时ꎬ立法动议草
案必须进行审查ꎬ提出立法动议的机构必须说明理由ꎻ当橙牌机制启动时ꎬ只要 ５５％
的理事会成员或者欧洲议会的简单多数就足以否决相关动议ꎮ

以欧债危机为契机ꎬ本已具有相对优势的行政联邦主义扩大了其领先幅度ꎮ 在欧
债危机爆发之前ꎬ就事实上的机构运作和治理决策权而言ꎬ行政联邦主义相对于另外
两种模式取得了相对优势ꎮ 货币经济一体化、成员国的控制和民主政治三个方面都在
以法律文本形式或事实上的机构运作得到深化或增强ꎬ行政联邦主义、民主联邦主义
和“ 主权、民主的成员国” 三种模式都在推进ꎬ但推进幅度存在差异ꎬ行政联邦主义在
博弈中暂时具有优势ꎮ 当然ꎬ货币经济一体化受到的限制( 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
① « 里斯本条约» 第 １５ 条ꎮ 本文所引用的« 欧盟条约» « 欧盟运行条约» 条文均采用程卫东、李靖堃之中文
译本ꎮ « 欧洲联盟基础条约( 经<里斯本条约>修订) » ꎬ程卫东、李靖堃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② 关于欧债危机前欧洲一体化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之崛起ꎬ参见杨国栋:«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 名实
分离” :模式、成因与影响»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第 ４８－６５ 页ꎮ
③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ｒｉｓꎬＴｈｅ Ｌｉｓｂ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Ａ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０ꎬｐｐ.１１２－
１２２.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

２７

« 里斯本条约» 合宪性的判决) 和欧盟层面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对行政联邦主义模式推

进的制衡仍相当有力ꎮ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ꎬ欧盟与成员国推出的反危机措施和计划
形成了新的经济治理格局和决策机制ꎬ最终促成了三种一体化模式博弈的激烈化以及
行政联邦主义在此次博弈中的明显胜出ꎮ 下文将分析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
对欧洲央行先后推出的“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和“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所进行的合宪性
和“ 超越职权” 审查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还将对两个法院在其裁判逻辑中所显现的各
自一体化模式底色进行阐述ꎮ

二

对欧洲央行“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的司法审查

( 一) 欧洲央行的职权与案件的源起

１.欧洲央行的职权与独立性保障制度

独立性是欧洲央行的重要特征ꎮ 在« 里斯本条约» 关于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划分

中ꎬ货币政策被排他性地划入欧盟的权能范围中ꎮ 根据«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１９ 条第
二款之规定ꎬ欧元区范围内应当“ 制定和实施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ꎬ二者的
主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ꎬ并在不影响价格稳定的前提下ꎬ按照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
经济原则ꎬ支持联盟总体经济政策” ꎮ «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２８２ 条第一款将这一职责赋
予由欧洲央行和成员国央行组成的欧洲央行体系ꎮ 该条第二款则再度强调了“ 欧洲
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ꎮ” 在随后的第三款中ꎬ欧洲央行的独立性
即通过法律明示规定的方式得到了确立:“ 欧洲中央银行独立行使其职权及管理其财
务ꎮ 联盟机构、团体、机关和办事机构及成员国政府应尊重其独立性” ꎮ

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保障制度设计与其法定职权的履行相关联ꎬ是德国式秩序自由

主义理论在欧盟制度设计中的体现ꎮ 在央行独立性的支持方看来ꎬ首先ꎬ货币政策由
于其技术性本质而应当与政治性事务相区隔ꎬ并交由专业人士进行判断ꎻ① 其次ꎬ国家
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ꎬ政客常常会滥用货币政策以追求短期政治利益而有害于长期的
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ꎮ 当决策者利用货币政策使特定政治集团和游说集团获利时ꎬ这
一问题常常更为严重ꎮ② 面对这一政治人物难以抵挡的诱惑ꎬ赋予央行以货币政策制
定的独立性就成为规避上述风险的方案之一ꎮ 这一方案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那
① Ｓｈｅｒｉ Ｂ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ｌｅｅｎ Ｒ.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ꎬ“ Ｂａｎｋ 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ｈ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ｓ Ｎｅ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７８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０ꎬ ｐ.３.
② Ｒｏｌｆ Ｈａｓｓｅꎬ Ｗｅｒｎｅｒ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Ｂｉｓｋｕｐ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ａ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 Ｖｏｌ. ２) ꎬ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０ꎬｐｐ. １２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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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央行独立于政治影响的国家往往具有更好的经济表现ꎬ尤其是通货膨胀率相对较
低ꎮ① 此外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德国联邦央行独立的成功实践也是欧洲央行制度设
计的重要背景ꎮ②

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制度③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ꎬ其管委会成员的独立性ꎮ 条约

对于成员国撤换本国派出的管委会成员( 即该成员国的央行行长) 设置了严格的标
准———欧洲法院的佐审官考特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拉脱维亚央行行长罢免案中所
发布的佐审官意见书即是一例ꎻ④第二ꎬ欧洲央行的决策独立ꎮ 欧盟系列条约规定ꎬ只
有欧洲央行有权处理欧元事务ꎬ其他欧盟机构应当尊重其独立性ꎻ⑤ 第三ꎬ对欧盟系列
条约中有关欧洲央行的条款和« 欧洲央行体系章程» 的修改或废除标准相当困难ꎬ其
过程相当冗长ꎬ并且需要获得全体成员国之赞同方可为之ꎻ第四ꎬ最重要的是ꎬ欧洲央
行无须对任何欧盟机构负责ꎬ仅在抽象意义上对欧元区人民负责ꎮ⑥ 在高度独立性的
背景下ꎬ欧洲央行的治理合法性来源主要来自“ 输出合法性” ( ｏｕｔ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ꎬ即欧
洲央行确保物价稳定的治理绩效以及对欧洲货币联盟的捍卫ꎮ 此外ꎬ在一个推崇经由
选举而获得治理合法性的民主时代ꎬ非民选机构的独立性和行使职权不受政治干预也
有赖于其自我限制的克制主义战略以换取民选机构的容忍ꎮ 这一逻辑在« 马斯特里
赫特条约» 时代已见端倪ꎮ 该条约一方面将货币政策的权能单独授予欧洲央行并对
其独立性赋予宪法保障ꎬ⑦另一方面也将欧洲央行的权力严格限制在货币政策领域以
防止其成为一个超级权力机构ꎮ 禁止欧洲央行体系对成员国公共部门融资ꎬ既有防止
①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 Ｓｕｍｍｅｒｓꎬ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ꎬ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５１ － １６２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ꎬ“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２ꎬ Ｎｏ.２ꎬ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１１－３２７ꎻ Ａｌａｎ Ｓ. Ｂｌｉｎｄｅｒ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ｐｅｒｂａｃｋ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９ꎬｐ. ５６.
②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Ｊａｂｋｏ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１４.
③ 徐聪:« 从欧债危机看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困境» ꎬ载« 欧洲研究» ꎬ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８ 页ꎮ
④ 在本案中ꎬ拉脱维亚央行行长被拉脱维亚防止和打击腐败办公室以涉嫌图利一家银行触犯利用影响力
交易罪为由罢免职务ꎮ 佐审官考特认为ꎬ尽管该办公室的决定具有某些暂时性ꎬ但该决定的实际法律后果将是该
行长的欧洲央行管委会委员职务遭到解除ꎬ应当适用« 欧洲央行章程» 和« 欧洲央行体系章程» 中有关“ 解除职务”
的规定ꎬ即只有在“ 行长不再能够满足履行其职责所要求的条件或者在犯有严重行为不当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其职
务” ( « 关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的议定书» 第 １４.２ 条) ꎮ 本案中拉脱维亚当局提交的证据并
未得到证明ꎬ因而佐审官建议欧洲法院判决这一决定未能履行拉脱维亚对欧盟的义务ꎮ 参见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Ｃ－２０２ / １８ꎮ
⑤ «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２８２(３) 条ꎮ
⑥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ｐｅｌ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Ｂ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ｅｕｒｏ Ｂｕｎｄｅｓｂ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Ｖｏｌ. ２０) 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２００３ꎬｐｐ.６２－６３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Ｔａｙｌｏｒꎬ “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Ｃｏｌｉｎ Ｃｒｏｕｃｈꎬ ｅｄｓ ꎬ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Ｕｎ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ｐｐ.１７９－２０３.
⑦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第 １０７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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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采取合理的预算政策的动力被影响的考虑ꎬ也旨在避免欧洲央行成为成员国的
最终债权人而导致成员国政府将其预算权力拱手让与欧洲央行的风险ꎮ① 此外ꎬ一旦
对公共机构的融资得到许可ꎬ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将债务国的风险转移至债权国纳税人
的问题ꎮ 这一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行为在民主时代本质上属于民选的代议制机构的职
权范围ꎮ② 因此ꎬ在欧洲央行将其职权行使范围限定于货币政策领域并具有治理绩效
的情况下ꎬ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不会面临根本性质疑ꎮ
２.欧洲央行的合法性建构

在危机之前ꎬ欧洲央行即已开始增强其在输出端之外的合法性建构ꎮ 这些努力主

要包括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过程合法性) 和强化与代议制机构尤其是欧
洲议会之间的关系( 输入合法性) 两个方面ꎮ 在过程合法性方面ꎬ欧洲央行在 ２０００ 年
后就开始公布年度预测和« 月报» 并在每次管委会会议后举行记者会说明其在货币政
策的进展ꎮ③ 在输入合法性方面ꎬ欧洲央行首要的主张是它是由各国民选政府所批准
的欧盟系列条约建立的欧盟机构ꎬ这是其最根本的输入合法性来源ꎮ 欧洲央行在输入
合法性方面的次要基础是其管委会成员皆是由民选的成员国政府任命这一间接民主
方式ꎮ④ 欧洲央行也在加强与欧洲议会之间的联系以增强来自欧盟层面的输入合法
性支持ꎮ 根据欧盟系列条约ꎬ欧洲央行有义务在年度报告中说明其活动和政策ꎮ 欧洲
央行行长应当对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进行报告并且参与后续的讨论ꎮ 欧洲议会可以要
求欧洲央行行长及管委会成员在欧洲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上发言ꎮ⑤ 欧洲央行也接受
了欧洲议会对欧盟系列条约所做的宽泛解释ꎬ即欧洲央行也应当被进行民主问责ꎮ⑥
然而ꎬ在与欧洲议会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复合关系中ꎬ欧洲央行选择接受一般意义上的
问责制ꎬ特别是对欧洲议会负责的理念ꎬ但拒绝在将其权力与活动置于其他机构的控
制和监督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ꎮ⑦ 这种主要基于治理绩效的输出合法性基础、有限职
权行使的策略辅之以对代议制机构的渐进负责ꎬ构成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前欧洲央行
① Ｋｌａｕｓ Ｔｕｏｒｉꎬ “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ｅｒｔ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Ｂ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Ｅｒｉｋ Ｆｏｓｓｕｍ ａｎｄ Ａｇｕｓｔíｎ Ｊｏｓé Ｍｅｎéｎｄｅｚꎬｅｄｓ.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ｓｌｏ: ＡＲＥ￣
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２ / １４ꎬ ２０１４ꎬｐｐ.４９１－５２５.
②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ｕｒｓｗｉｅｋꎬ“ ＥＣＢꎬ ＥＣＪ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５０.
③ Ｄ. Ｈｏｗ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 Ｌｏｅ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 Ｒｅｖｉｓｅｄ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 ꎬ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２００５ꎬｐ. １２５.
④ Ｌｕｃｉａ Ｑｕａｇｌｉａꎬ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２００７ꎬｐ.
１１６.
⑤ «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２８４(３) 条ꎮ
⑥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Ｊａｂｋｏ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ꎬ” ｐ.７１１.
⑦ Ｉｂｉｄ.ꎬ ｐ.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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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合法性来源ꎮ
３.欧洲央行与“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在金融危机传导到欧洲大陆后ꎬ欧盟重债国迅速遭遇国债价格直线下降、利率快

速上升的危机ꎬ并危及欧元区的稳定ꎮ 为稳定金融市场ꎬ恢复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ꎬ
欧盟成员国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ꎮ 然而ꎬ这一机制所设置的资金上限影响了其效果和
目标的实现ꎮ 随后ꎬ欧洲央行推出了“ 直接货币交易计划” (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ꎬ以下简称“ ＯＭＴ 项目” ) 作为欧洲稳定机制的加强版ꎬ授权欧洲央行根据相关

成员国对宏观经济调整项目的接受和执行情况在二级市场上购买特定成员国的政府
债券ꎮ 这一项目并未设置调用的财政上限ꎮ① 除此之外ꎬ欧洲央行声称这一项目属于
货币政策ꎬ欧洲央行对这一事务具有独享权能ꎬ无须由成员国议会以行使预算权力的
方式进行背书ꎮ
德国的左右两翼团体通过“ 机关争议程序” ( Ｏｒｇａｎｓｔｒｅｉ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将“ 直接货币

交易计划” 与德国« 基本法» 的合宪性问题诉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ꎮ 这一宪法诉愿的
提出方认为ꎬ欧洲央行的这一项目系超越职权ꎬ而德国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却未能履
行守护德国的主权和宪法认同的义务ꎮ 此外ꎬ宪法诉愿人还提出ꎬ这一项目违反了
« 里斯本条约» 中关于禁止政府货币融资的条款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ꎬ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就相关欧盟法的解释及 ＯＭＴ 项目的合法性问题向欧洲法院提出了初步裁决请
求ꎮ② 在获得了欧洲法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做出的初步裁决之后ꎬ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做出了最终的宪法判决ꎮ③
( 二)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第一次裁决

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决内容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将 ＯＭＴ 案提交欧洲法院并提出初步裁决请求时亦对该案表

明了初步立场ꎮ 宪法法院认为ꎬ这一项目可能超越了欧洲央行的职权ꎮ④ 宪法法院通
过多个路径表达了其忧虑ꎮ 首先ꎬＯＭＴ 项目很可能已经属于经济领域的政策而非单
纯的货币政策ꎮ 这一判断是基于两项依据:其一ꎬ 该项目的“ 立即目标” 是“ 拉平欧元

①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ｕｒｓｗｉｅｋꎬ“ ＥＣＢꎬ ＥＣＪ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②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ＥＳＭ / ＥＣＢ: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ｕｌ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ｄｅ /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 /
ＥＮ / ２０１４ / ｂｖｇ１４－００９.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③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ｓｔｒｅｉ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ＯＭ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 /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 / ＥＮ / ２０１６ / ｂｖｇ１６ － ０３４.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④ Ｈａｎｓ－Ｗｅｒｎｅｒ Ｓｉｎｎ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Ｔｒａｐ: Ｏｎ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Ｂｕｂｂｌｅｓꎬ Ｂｕｄｇ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ＯＵＰ 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１４ꎬｐｐ. ２９０－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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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国债价差” ꎻ其二ꎬ从数个成员国购买和出售债券时是有选择性
的ꎮ 除了无须成员国议会批准这项区别之外ꎬＯＭＴ 项目与已经被成员国认定为明显
的经济政策的欧洲稳定机制并无本质区别ꎮ 根据欧盟和成员国的职权划分ꎬ欧洲央行
无权制定属于成员国职权范围内的经济政策ꎮ①
其次ꎬ该项目所包含的选择性购买、国债价差的中和、持有政府债券到期的可能性
以及对市场及相关要素的价格形成的干预ꎬ实际上与«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所禁

止的货币融资措施具有同等效果ꎮ 当这一交易机制中止时ꎬ欧洲央行用以使该项目正
当化的项目目标———修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止———将不可避免地授权欧洲央行
在事实上重复推出类似 ＯＭＴ 项目的新项目ꎮ

然而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裁决的最后部分突然转向ꎬ为认可 ＯＭＴ 项目的合宪性

预留了可能性ꎮ 宪法法院暗示ꎬ如果欧洲法院做出限制性解释ꎬ并且为该项目的执行
设定额外的条件和排除条款ꎬＯＭＴ 项目可以合宪ꎮ 裁决同时指出ꎬ它只有在收到欧洲
法院所发布的意见并且在其意见中具体设定这些条件后才会做出最终判决ꎮ
在这个裁决中ꎬ大法官沃尔夫和格哈特提出了不同意见书ꎮ 沃尔夫大法官认为ꎬ
德国联邦政府与联邦议会处理与欧盟机构的行动时ꎬ其所做出的决定应当基于其政治
自由裁量权而非预先设定的具体的行动规则ꎮ 大法官格哈特则主张ꎬ联邦宪法法院的
这一裁决实际上将个人权利延伸到可以援引« 基本法» 第 ３８ 条第一款对欧盟机构的
行动提起超越职权审查之诉ꎬ这已经超出了« 基本法» 的管辖范围ꎮ
２.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决的影响

首先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向欧洲法院提出的上述初步裁决请求与过往的由欧洲法

院对欧盟法的解释握有最终决定权的请求不同ꎮ 这一初步裁决请求实际上对欧洲法
院形成了压力甚至是威胁:ＯＭＴ 项目必须进行限制性解释ꎬ否则ꎬ( 从上述裁决的内容
来看)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很可能会判决该项目因违反德国« 基本法» 而无效ꎮ②
其次ꎬ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的关于« 里斯本条约» 合宪性的判决之后该裁决
再次确认了德国联邦政府抵抗欧盟法令或行动的权力ꎮ 当欧盟机构的法令或行动与
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冲突时ꎬ德国联邦政府有权并且应当抵抗前者ꎬ捍卫德国宪法的

①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ｓｔｒｅｉｔ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ＯＭ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Ｕ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
② Ｄａｇｍａｒ Ｓｃｈｉｅｋ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ｎ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ＭＴ) －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５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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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ꎮ① 根据民主原则ꎬ核心国家主权不可让渡ꎬ预算权力必须由联邦议会所保
留ꎬ德国人民的唯一代表系德国联邦议会ꎬ民主合法性只能由联邦议会而非欧盟层次
的任何代议制机构提供ꎮ②
最后ꎬ该裁决也体现了联邦宪法法院对欧盟法令之执行进行司法审查时的司法管
辖权的争夺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事实上通过间接的方式———通过对成员国执行欧盟
法令的行为进行审查并且通过禁止本国政府参与到欧盟法令的执行中的方式———获
得了对欧盟机构法令的司法审查权ꎮ 在之前的“ 蜜井案” ( Ｈｏｎｅｙｗｅｌｌ Ｃａｓｅ) 中ꎬ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指出ꎬ该院将在欧洲法院做出相关的初步裁决之后才会做出最终判决ꎬ实
际上意味着德国宪法法院主张自己拥有最终的裁决权ꎮ③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 里斯
本条约» 合宪性的判决也是如此:在该判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ꎬ成员国议会批
准欧盟系列条约的行为构成了成员国法和欧盟法的连接之桥ꎬ而对于这一批准行为的
司法审查权应当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行使ꎮ④ 欧盟机构超越职权与违反民主原则之
间的关系也在该案中得到了厘清:欧盟机构超越职权的法令必然构成对德国« 基本
法» 中民主原则的违背ꎮ 原因在于ꎬ当欧盟机构的法令超越条约的职权范围时ꎬ欧盟
机构实际上是在行使并未得到成员国人民所许可授予的权力ꎮ 因此ꎬ欧盟机构超越职
权的法令面临缺乏民主合法性的问题ꎮ 即使那些属于欧盟机构的职权范围之内的法
令ꎬ当它们形成对议会权力尤其是预算权力的威胁时ꎬ也会产生违反民主原则的问

① 在 ２００９ 年对« <里斯本条约>批准法案» 的宪法审查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一体化深化带来的欧盟结
构的民主合法性、国家主权让渡的程度及德国宪法认同等问题做出了较为完整的回答ꎮ 它指出ꎬ尽管欧盟在许多
权力行使方面已经类似于联邦制国家ꎬ但其内部决策和任命程序仍然是国际组织的模式ꎮ 此外ꎬ只要仍不存在单
一的“ 欧洲人民” 并且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表达政治上的多数派意愿的话ꎬ那么欧盟公共权威仍然保留在各个
“ 成员国人民” ( 复数) 手里ꎮ 因此ꎬ成员国议会仍然是公共权威的最高代表ꎮ 成员国对欧盟的主权让渡将仍然受
到授权原则和辅助性原则的限制ꎮ 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塑造其生活形态的责任仍然属于成员国而非欧盟ꎬ一体化
不能通过使成员国丧失其对本国足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态的塑造权这一方式实现ꎮ 在民主建设方面ꎬ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ꎬ欧洲议会的发展可以减少但不能完全填补欧盟机构决策权力与成员国公民的民主权利之
间的落差ꎮ 欧洲议会在欧盟权力架构中的组成与地位都不足以支撑起完全的代议制机关的角色ꎬ因此ꎬ成员国议
会仍然是首要的民主合法性来源ꎮ 最后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特别指出ꎬ成员国授予欧盟的国家主权的界限之确
定ꎬ应当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负责守护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该案判决要点ꎬ参见“ Ａｃｔ Ａｐ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ｂｏｎ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ꎻ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Ｌａｗ Ｕ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ｃｃｏｒｄｅ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 /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
ｌｕｎｇｅｎ / ＥＮ / ２００９ / ｂｖｇ０９－０７２.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 日访问ꎮ 本文主要分析的 ＯＭＴ 案和 ＰＳＰＰ 案ꎬ正是在“ « 里斯本
条约» 批准案” 建立起的德国参与一体化的宪法限制的基础上ꎬ针对欧盟在货币和经济政策领域中具体的权力行
使进行的宪法审查ꎮ 考虑到文章篇幅ꎬ“ « 里斯本条约» 批准案” 的内容将不在本文中详细展开ꎮ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ｐ. ３３８－３４０.
③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ｕｒｓｗｉｅｋꎬ“ ＥＣＢꎬ ＥＣＪ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６０.
④ Ｍａｔｔｉａｓ Ｗｅｎｄｅｌꎬ“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ＯＭ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１０ꎬＮｏ.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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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ꎮ①

简而言之ꎬ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一次采用了“ 可以、但是” ( ｙｅｓꎬ ｂｕｔ) 模式的

判决②ꎬ其判决中的措辞和分析仍然表达了对 ＯＭＴ 项目的担忧:如果不进行限制ꎬ该

项目将在事实上成为一项经济政策ꎬ这将对成员国民主、自决以及以预算权力为核心
权力的议会主权造成严重影响ꎮ 由于这一项目的推出并未在决策程序中经过足够的
民主审议ꎬ该项目的执行将对成员国和欧盟层面的民主问责制构成损害ꎮ③
此外ꎬ从结果角度看ꎬＯＭＴ 计划对民主的风险涉及债务国与债权国ꎮ 对于债权国
而言ꎬ欧洲央行的项目会导致债务分摊与风险由投资人转移至纳税人ꎮ④ 对于债务国
而言ꎬ它们必须接受欧洲央行的重整项目和经济政策以获得欧洲央行的融资ꎬ相关成
员国政府除了批准之外几无选择余地ꎮ 伴随着欧洲央行成为债务国的债权人ꎬ“ 债权
优于主权” 的情况出现ꎬ合法性控制将由公民和议会转移至欧盟金融机构ꎮ⑤ 或许正
是基于上述考虑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决定向欧洲法院提出初步裁决请求ꎮ 在这一初步
裁决请求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了对 ＯＭＴ 项目进行总额、期限、购买条件等方面
的限制ꎮ

最后ꎬ本案的特别意义在于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不止重申了它对不可让渡的主权
的捍卫立场ꎬ而且进一步表示它在欧盟—成员国关系相关的案件中应当具有最终决定
权ꎮ 通过 ＯＭＴ 项目的判决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进一步具体化了它对两项宪法原则之
间———民主原则和参与欧洲一体化原则———进行平衡的立场ꎬ并且继« 里斯本条约»
案判决之后为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限度划定更清晰的界限ꎮ⑥
( 三) 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及德国宪法法院的最终判决

欧洲法院于 ２０１５ 年发布了它对该案的初步裁决ꎮ⑦ 在这一裁决中ꎬ欧洲法院认
①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ｕｒｓｗｉｅｋꎬ“ ＥＣＢꎬ ＥＣＪ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１５９.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６１.
③ Ｍａｒｉｏ Ｐｉａｎｔ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４８－１６１.
④ Ｈａｎｓ－Ｗｅｒｎｅｒ Ｓｉｎｎ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Ｔｒａｐ: Ｏｎ Ｂｕｒｓｔｉｎｇ Ｂｕｂｂｌｅｓꎬ Ｂｕｄｇ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ꎬｐｐ. ３１０－３１８ꎻＡｓｉｍｉｎａ Ｍｉｃｈａｉ￣
ｌｉｄｏｕꎬ“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Ｗｈａｔ Ｐｒｉ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Ｅ. Ｆｏｓｓｕｍ ａｎｄ Ａｇｕｓｔｉｎ Ｊ. Ｍｅｎｅｎｄｅｚꎬｅｄｓ.ꎬ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ｓ ＣｒｉｓｅｓꎬＡＲＥ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４５ – ２７６.
⑤ Ｊｏｒｇｅ Ｇａｒｃｉａ－Ａｒｉａｓꎬ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Ｈｕｅｒｇａ ａｎｄ Ａｎａ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ｒｉｓ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７２ꎬＮｏ. ４ꎬ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８２６ － ８５０ꎻ
Ｋｌａｕｓ Ａｒｍｉｎｇｅｏｎꎬ Ｋａｉ Ｇｕｔｈ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ｉｓｓｔａｎｎｅｒ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６ꎬｐｐ.１－２６.
⑥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 Ｍｉｌｌｅｒꎬ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ｖ.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５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５８７.
⑦ Ｃａｓｅ Ｃ－６２ / １４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ｕｗｅ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２０１５] ＥＣＬＩ:ＥＵ:Ｃ: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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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即使该项目尚未实施ꎬ基于提供必要之法律保护的考虑ꎬ该案的初步裁决请求仍可
接受ꎮ 随后ꎬ欧洲法院强调ꎬ由于初步裁决的问题系欧盟法的解释和欧盟机构法令的
合法性ꎬ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对于成员国法院具有约束力ꎬ成员国法院必须接受ꎮ 这
是欧洲法院对德国宪法法院试图在其裁定中主张最终该案的最终决定权的回应ꎮ 在
初步裁决问题的实体部分ꎬ欧洲法院从以下四方面捍卫了 ＯＭＴ 项目的合法性①:( １)

该项目的目标和方式ꎻ(２) 比例性原则测试ꎻ( ３) 该项目所带来的后果的非决定性和
不可避免性ꎻ(４) 该项目实施时间和条件的限定性ꎮ 在欧洲法院看来ꎬＯＭＴ 项目的目
标是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性以及保障货币政策的单一性ꎬ这一目标显示了该项目仍属货
币政策范畴ꎮ 此外ꎬ« 关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欧洲中央银行章程的议定书» 也授权
欧洲央行体系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来参与金融市场的运作ꎮ 该项目的选择性则是为了
“ 修复货币政策传导之中断” 所必要ꎬ亦并未为条约所禁止ꎮ 在比例性测试方面ꎬ欧洲
央行强调ꎬ鉴于对其进行专业评估的技术性本质ꎬ在该项目的执行过程中ꎬ欧洲央行应
当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ꎬ司法审查应当主要关注程序维度ꎮ 在该项目
可能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市场运作的扭曲方面ꎬ欧洲法院认为ꎬ当条约和章程允
许欧洲央行体系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和售出金融工具并且并不必然享有优先债权人地
位的情况下ꎬ这一影响是其必然结果ꎮ 对于那些担忧«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禁
止货币融资条款被实质性废弃而影响成员国采取合理的预算政策的质疑ꎬ欧洲法院予
以回应:根据«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１９ 条、第 １２７ 条和第 ２８２ 条之规定ꎬ欧洲央行体系有
义务提出支持成员国经济政策的政策ꎬ这些政策并不能仅仅因为它们会在一定时期和
特定条件下对成员国执行合理的预算政策的动力产生影响就违背«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而无效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接受了欧洲法院对 ＯＭＴ 项目的 初 步 裁 决 的 基 础 上 针 对

ＯＭＴ 项目的合宪性做出了最终判决ꎮ 宪法法院认为ꎬ在欧洲法院设定的限定性框架
和条件的情况下ꎬＯＭＴ 项目仍然合法而且仍属于货币政策范围ꎮ 在德国« 基本法» 与
«欧盟条约» 的关系中ꎬ虽然« 基本法» 通过授权联邦政府将部分主权让渡到欧盟而接
受了欧盟法适用的优先性ꎬ但根据德国« 基本法» ꎬ作为« 基本法» 中不可修改的“ 宪章
性宪法” ꎬ民主原则的位阶高于包括尊重和参与欧洲一体化之义务的宪法修正案ꎮ 因

此ꎬ只有当该项目的限定性框架和条件达到时ꎬ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才可以参与该项
目的执行ꎬ并应当对该执行过程进行密切关注ꎮ

①

Ｃａｓｅ Ｃ－６２ / １４ Ｐｅｔｅｒ Ｇａｕｗｅ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ｖ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Ｂｕｎｄｅｓｔａｇ[２０１５] ＥＣＬＩ:ＥＵ:Ｃ:４００.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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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央行“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的司法审查

( 一) “ 公共部门购买计划” 与案件的缘起

就在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 ＯＭＴ 项目施加了限制而有条件放行一年

后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又就欧洲央行的另一项反危机措施向欧洲法院提出了初步裁决
请求ꎮ① 该案争议涉及欧洲央行“ 公共部门购买项目”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ꎬ以下简称“ ＰＳＰＰ 项目” ) 中的量化宽松政策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由于欧洲央行的 ＯＭＴ 项目事实上从未实施ꎬ因此ꎬ德国联邦宪法

法院和欧洲法院对 ＰＳＰＰ 项目的司法审查带有更为强烈的实践意义ꎮ 但是ꎬＯＭＴ 案判
决的司法逻辑仍然为 ＰＳＰＰ 案提供了充分的参考ꎮ 根据该计划ꎬ欧洲央行体系有权从

二级市场上购买欧元区公共部门所发行的债券ꎬ包括除希腊外的欧元区成员国中央政
府、位于欧元区的管理局、国际组织和多边发展银行所发行的债券ꎮ② 在购买的债券
中ꎬ欧洲央行所占比例为 １０％ꎬ其余 ９０％由成员国中央银行根据其在欧洲央行的资本
额比例进行分配ꎮ 根据该计划ꎬ到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欧洲央行将每个月购买 ６００ 亿欧元的

资产ꎮ 实际购买情况是ꎬ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每个月购买额为 ６００ 亿欧元ꎻ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的月购买额为 ８００ 亿ꎻ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起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

的月购买额为 ６００ 亿ꎮ③ 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该项目的购买额已经超过了 １.９ 万亿欧元ꎮ
到该案被诉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时ꎬ欧洲央行体系从二级市场上所购买的上述债券均
未被出售ꎬ其中有些已经持有到期ꎮ
( 二)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审理程序

在该宪法诉愿中ꎬ诉愿人主张欧洲央行体系购买公共部门债券的计划违反了« 欧
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禁止货币融资条款以及« 欧盟条约» 第 ５ 条所规定的授权性

原则ꎮ 与 ＯＭＴ 案类似ꎬ诉愿人也请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禁止德国央行参加这一资产
购买计划ꎬ并且德国政府和德国联邦议会必须采取适当措施抵制该计划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审判庭在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后ꎬ决定就其中涉及的欧盟法
① ２ ＢｖＲ ８５９ / １５ ｅｔｃ.ꎬ ＰＳＰＰꎬ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７ꎬ ａｎｄ ＥＣＬＩ: ＤＥ: ＢＶｅｒｆＧ: ２０１７:ｒｓ２０１７０７１８.２ｂｖｒ０８５９１５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 ＢＶｅｒｆＧ ＰＳＰＰ” ) . Ａｔ ｔｈｅ ＥＣＪ Ｉｔ Ｉｓ Ｃａｓｅ Ｃ－ ４９３ / １７ꎬ Ｐｅｎｄ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ｄｅ /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 / ＥＮ / ２０１７ / ｂｖｇ１７－０７０.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② Ａｒｔ. １ꎬＡｒｔ. ３(１)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 / ７７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Ｂ ｏｆ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ｏ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ｓｅｔ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Ｏ.Ｊ. ２０１５.
③ Ａｒｔ.６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１５ / ７７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Ｂ ｏｆ 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ｏｎ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ｓｅｔ Ｐｕｒ￣
ｃｈ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Ｏ.Ｊ.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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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问题向欧洲法院提起初步裁决请求ꎮ 初步裁决请求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第一ꎬ关于 ＰＳＰＰ 计划与«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ꎮ 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回顾了欧洲法院在 ＯＭＴ 案中的初步裁决后指出ꎬ宪法法院推定欧

洲法院在 ＯＭＴ 案的初步裁决中设定的条件和施加的限制都具有法律约束力ꎮ 那么ꎬ
任何对于这些条件和限制进行规避的计划都将构成对«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禁
止货币融资条款的违反ꎮ 在 ＰＳＰＰ 计划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ꎬ尽管该计划只是

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券ꎬ但其中一些内容很可能违背了«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ꎮ
如该计划所公布的购买细节可能在市场上产生政府债券将由欧元体系进行购买的确
定性ꎻ无法确定债券在初级市场上发行日期与其在二级市场上为欧洲央行体系所购买
的日期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否满足最低期限的要求ꎻ 截至案件审理之日欧洲央行在
ＰＳＰＰ 计划下购买的政府债券皆无一例外地持有至期满ꎻ所购债券中包括一些自一开
始便收益率为负的债券ꎮ

第二ꎬ该计划是否属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权限范围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采用
了欧洲法院对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进行区分的路径ꎬ即从客观上考察一项措施所试图
达成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所选用的方法以及与其他条款的关联ꎮ① 在初步裁决请
求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审判院援引上述标准认为 ＰＳＰＰ 计划无法再被归类为货
币政策而应当认定为经济政策ꎮ ＰＳＰＰ 计划确实声称追求货币政策目标并以货币政

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ꎬ然而ꎬ该计划的数额及购买行为产生的可预见性的经济政策
影响在计划设计时便存在ꎮ 即使该计划有利于追求货币政策目标ꎬ但这一措施也已不
符合比例原则ꎮ 此外ꎬ该计划所立足的决议缺乏可后续审视的充分理由ꎮ 在该计划的
后续执行中ꎬ这一问题将持续存在ꎮ 最后ꎬ与 ＯＭＴ 案一样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度提
出了该计划对德国的宪法认同的挑战ꎮ
( 三) 欧洲法院的审理程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欧洲法院针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请求做出了初步裁

决ꎮ 在该裁决中ꎬ欧洲法院并不令人意外地认可了欧洲央行 ＰＳＰＰ 计划的合法性ꎬ认
定该计划既没有超出欧洲央行的法定职权范围ꎬ也没有违反«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禁止货币融资条款ꎮ②

首先ꎬ欧洲法院对 ＰＳＰＰ 计划是否超越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权能这一问题进行了回

答ꎮ 欧洲法院回顾了它在 ＯＭＴ 案中的初步裁决ꎬ指出一项货币政策措施不能仅仅因
① ２ ＢｖＲ ８５９ / １５ ｅｔｃ.ꎬ ＰＳＰＰꎬ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７ꎬ ａｎｄ ＥＣＬＩ: ＤＥ: ＢＶｅｒｆＧ: ２０１７:ｒｓ２０１７０７１８.２ｂｖｒ０８５９１５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 ＢＶｅｒｆＧ ＰＳＰＰ” ) . Ａｔ ｔｈｅ ＥＣＪ Ｉｔ Ｉｓ Ｃａｓｅ Ｃ－４９３ / １７ꎬ Ｐｅｎｄｉｎｇ.
② ＥＣＬＩ:ＥＵ:Ｃ:２０１８:１０００ꎬＣａｓｅ Ｃ－４９３ / １７ꎮ 本段后续有关内容皆来自欧洲法院对该案的判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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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会产生经济政策也会追求的间接效果就被等同于经济政策措施ꎮ 相反ꎬ为了对通
货膨胀率施加影响ꎬ欧洲央行体系必须采取对真实经济产生特定影响的措施ꎬ无论其
是否会同样被一项经济政策为实现不同的目的而施行ꎮ 如果禁止欧洲央行体系采用
这种措施ꎬ那么很可能会妨碍欧洲央行体系根据欧盟系列条约来实施某些实现其货币
政策目标的手段ꎮ① 欧洲法院认为ꎬ相关的欧盟基础法原则上也允许欧洲央行体系通
过使用欧元买卖营销工具来操作金融市场ꎮ 在比例性原则方面ꎬ欧洲法院认为ꎬＰＳＰＰ
计划并没有明显超过提高通货膨胀率的必要范围ꎮ 尽管欧洲央行体系已经实施了大
规模购买私营部门资产的计划ꎬ但是利率仍处于低端ꎬ欧洲央行体系已经不太可能有
其他手段来抵御通货紧缩的风险ꎮ 此外ꎬ该计划不具有选择性ꎬ并非为某一成员国的
具体融资需要所设计ꎻ欧洲央行体系也考虑到了购买大量资产可能会对成员国央行造
成风险而拒绝建立损失共担的一般性规则ꎮ
其次ꎬ欧洲法院针对 ＰＳＰＰ 是否违反了禁止货币融资条款做出了回答ꎮ 法院认

为ꎬ尽管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可以预见欧洲央行将从二级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ꎬ但该计
划的保障措施确保了私人运营商在购买成员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时并不能确定在可预
见的将来是否会被欧洲央行体系所实际购买ꎮ 私人运营商无法确定他是否必然会成
为欧洲央行体系直接购买成员国债券的中间人ꎮ 此外ꎬＰＳＰＰ 计划将使得成员国政府
在决定其预算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下因素:该计划的持续性并不确定ꎮ 因此ꎬ一旦遭遇
财政赤字挑战ꎬ成员国政府将无法利用 ＰＳＰＰ 计划实施可能带来的融资条件的宽松来

寻求市场融资ꎮ 最后ꎬＰＳＰＰ 计划对于执行合理的预算政策的动力将受到以下因素的
限制:(１) 公共部门资产购买月度总量的限制ꎻ(２) ＰＳＰＰ 计划的辅助性本质ꎻ(３) 成员
国根据其在欧洲央行资本额比例的分配ꎻ(４) 单次发行和发行人的限制ꎻ(５) 严格的资
格标准( 基于信用质量评估) ꎮ 因此ꎬＰＳＰＰ 计划的执行不会对成员国实施合理的预算
政策的动力造成明显的影响ꎬ因此并未违反«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１２３ 条的规定ꎮ②
( 四)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的博弈

作为对 ＯＭＴ 案的推进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 ＰＳＰＰ 计划提出的初步裁决请求将

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之间关于欧洲央行法令的司法对话从对债券购买项目本身存在
的合法性转移到对该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条件的关注ꎮ③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延续了其

在 ＯＭＴ 案及其他在先案件中提出初步裁决请求的独特路径ꎬ即在向欧洲法院提出初
① ＥＣＬＩ:ＥＵ:Ｃ:２０１８:１０００ꎬＣａｓｅ Ｃ－４９３ / １７ꎮ
② Ｉｂｉｄ.
③ Ａｎｄｒｅｊ Ｌａｎｇꎬ“ 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Ｂ’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ＰＰ Ｃａｓｅ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５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９２３－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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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裁决请求后要求后者对相关的欧盟法律做出解释的同时提出自己对于相关欧盟法
律解释的意见ꎮ 这一做法既可能被解读为积极地开展与欧洲法院的司法对话ꎬ也可能
被理解为逼迫欧洲法院接受自己见解的司法管辖权争夺之举ꎮ① 在本案中ꎬ相对于
ＯＭＴ 案的司法审查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了更为巧妙的司法战略:通过接受和援引
欧洲法院在 ＯＭＴ 案中的判决要旨来要求欧洲法院以“ 禁反言” 的方式对欧洲央行的
债券购买项目进行更为有效的限制ꎮ② 然而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持续地采用超越职权
审查的方式审查欧盟机构法令的合法性同样也会面临正当性的挑战ꎮ 根据« 欧盟条
约» ꎬ对欧盟法进行解释的最终权威机构是欧洲法院而非成员国法院ꎬ关于欧盟机构

的法定职权的厘清与审查从根本上说是对欧盟系列条约的解释问题ꎮ 成员国宪法法
院以本国宪法为依据审查欧盟机构法令的合法性ꎬ会产生司法机构本身的司法管辖权
的范围和所援引之基础规范的有效法域争议问题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以本国基础规
范对欧盟机构法令进行的超越职权审查ꎬ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必然是全欧盟性的ꎮ
欧洲法院在 ＰＳＰＰ 案裁决中则延续了其在 ＯＭＴ 案裁决中的相似路径ꎬ即诉诸强

调欧洲央行决策的专业性和所享有的政策制定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ꎮ 欧洲法院以此
作为对欧洲央行的法令进行司法审查时采取的司法消极主义的依据ꎮ 这与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坚持« 基本法» 的宪法认同核心要素之一的民主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ꎮ③
欧洲法院对欧洲央行法令的合法性审查的逻辑依然是基于对欧洲央行独立地位的合
法性来源的既有立场ꎮ 如前所述ꎬ欧洲央行独立地位和权力行使的主要合法性来源是
输出合法性ꎬ既基于其专业性和货币政策效果( 治理绩效) 而选择将司法审查的范围
限定于程序而不对法令的实体内容做出过多干预ꎮ 由于初步裁决程序的对象是欧盟
法律的解释问题ꎬ因此ꎬ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忧心宪法认同问题ꎬ但欧洲法院并未对
此做出回应ꎮ 然而ꎬ欧洲央行的计划对德国宪法认同核心的民主原则形成侵害的可能
性仍然是存在的ꎮ 这种可能的侵害正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查欧盟机构尤其是欧洲
央行系列计划的核心关注之一ꎮ 从« 里斯本条约» 合宪性审查到欧洲稳定机制的合宪
性审查、ＯＭＴ 案的合宪性审查直至 ＰＳＰＰ 计划的合宪性审查皆是如此ꎮ 事实上ꎬ欧盟
机构的法令或权力行使与成员国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并不限于德国ꎬ在接受欧洲央行
救助的债务成员国中ꎬ这一冲突甚至更为明显ꎮ 在接受救助和紧缩政策的情况下ꎬ债
务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和预算的制定权实质上已经由成员国的代议制机构转移到了相
① Ａｎｄｒｅｊ Ｌａｎｇꎬ“ 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ｓ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Ｂ’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ＰＰ Ｃａｓｅꎬ” ｐ.９３３.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９２９.
③ Ｉｂｉｄ.ꎬ ｐ.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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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欧盟和国际机构手中ꎮ 这一主权转移违反了欧盟系列条约中关于欧盟与成员国
的权能划分ꎮ 但其却是在“ 债权债务关系” 的名义下发生的ꎬ从而绕开了成员国和欧
盟层面的民主机制ꎮ 这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性地强化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政策
的协调性与趋同性ꎬ开启了由欧洲央行所发动且主导的欧盟经济治理的一体化之
路ꎮ①

四

后危机时代的欧洲一体化模式博弈

在 ＯＭＴ 案和 ＰＳＰＰ 案的司法审查中ꎬ欧洲法院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了差异

明显的解决路径:前者采取的是关注欧盟机构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消极主义路
径ꎻ后者则走向了以« 基本法» 的民主原则为核心担忧的能动主义路径ꎮ 差异化的路
径体现了基于机构角色的一体化的不同模式偏好ꎮ
( 一) 欧洲法院的裁判理念与行政联邦主义的一体化模式

根据欧盟系列条约规定ꎬ欧洲法院所适用之依据为欧盟法律ꎬ而在欧盟法律体系
中欧盟条约构成欧盟法的基础法ꎮ 按照凯尔森规则ꎬ法院必须选择以其法律秩序中的
基本规范( Ｇｒｕｎｄｎｏｒｍ) 而非其他法律秩序中的规范来裁判其所审理的案件ꎮ 这意味
着欧洲法院在对涉及欧盟法尤其是欧盟机构职权的案件进行裁判时ꎬ只需要对欧盟系
列条约所试图达成的条约目的进行考察ꎬ无须关注成员国内国法之规定ꎮ② 另外ꎬ在
涉及一体化措施与成员国主权之间争议的案件判决中ꎬ欧洲法院非常明显地站在支持
一体化的一方ꎮ 这一司法判决倾向也使得欧洲法院事实上长期扮演着欧洲一体化的
发动机的角色ꎮ 在欧洲法院的裁判逻辑中ꎬ一体化相对于成员国主权的关注常常居于
优先地位ꎬ欧洲法院甚至有时不惜改变既有的传统法律理论见解ꎬ这也是欧洲一体化
常被描述为“ 通过法律的一体化”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ｗ) 之故ꎮ③ 然而ꎬ根据凯尔森
① Ｍｉｇｕｅｌ Ｐ. Ｍａｄｕｒｏꎬ “ Ａ 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６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１１－１４０ꎻＪｏｒｇｅ Ｇａｒｃｉａ－Ａｒｉａｓꎬ Ｅｄｕａｒｄ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Ｈｕｅｒｇａ ａｎｄ Ａｎａ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ｒｉｓ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ｐｐ.８２６－ ８５０ꎻ Ｍａｒｉｏ Ｐｉａｎｔａꎬ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ｐｐ. １４８－ １６１ꎻＣ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ｎｔａｎꎬ “ Ｔｈｅ
ＥＣＢ: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ｉｄｅａｓ.ｎｅｔ / ＩＭＧ / ｐｄｆ / ２０１５０４３０＿ｂｃｅ＿ｅｎ.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② 杨国栋:« 接纳与冲突:欧盟法的自主性及国际法作为欧盟法之渊源» ꎬ载« 法理» ꎬ２０１８ 年第 ４ 卷ꎬ第 ５４－
７１ 页ꎮ
③ 例如ꎬ为了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ꎬ欧洲法院对传统的行政法领域中的“ 比例性原则” 测试进行了重写ꎮ
经典的行政法领域中的“ 比例性原则” 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或均衡性原则三个要素ꎮ 然而ꎬ欧洲法院在
其判例中指出ꎬ为了实现推进欧洲一体化之目标ꎬ对于一项欧盟措施或法令的比例性原则测试可以只包括前两
项ꎬ无须必然符合相称性或均衡性原则ꎮ 参见 Ｐａｕｌ Ｃｒａｉｇꎬ Ｅ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２ꎬｐｐ.
５９１－５９２ꎮ 事实上ꎬ欧洲法院在 ＯＭＴ 案和 ＰＳＰＰ 案的判决都在事实上采用了这一司法逻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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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ꎬ成员国的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必须坚守本国法律秩序的基础规范( 即本国宪法
或基本法) ꎬ尤其是其核心如民主原则等ꎮ 如今ꎬ欧盟层面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逐渐

落后于其他领域的一体化ꎬ成员国和欧盟层面的代议制机构参与欧盟决策相当有限ꎮ
在此情况下ꎬ成员国宪法法院几乎成为唯一可以相对独立于政治压力而保障成员国议
会的决策参与权的机构ꎮ
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前ꎬ欧盟事实上已经逐渐趋向于行政联邦主义的模式ꎬ尽管
其中仍然混杂着成员国议会的民主参与机制和欧洲议会权力的增强ꎮ① 而债务危机
的发生意味着现有的一体化程度中“ 货币政策一体化 ＋ 经济政策分散化” 的混杂治理

模式已经无以为继ꎬ包含再分配本质的经济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一致ꎬ或让渡到欧盟
层面ꎬ或回归成员国之手ꎮ 欧洲一体化走到了罗德里克提出的“ 三重困境” ②的抉择路
口ꎮ 在债务危机期间ꎬ欧洲理事会除了推出欧洲稳定机制、« 稳定、协调和治理条约»
等措施( 由于英国反对而改为在欧盟框架之外以国际协议的形式签署) 外ꎬ还与欧洲
央行行长进行密切合作以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进行应对和管控ꎮ 欧洲理事会和欧元区
高峰会的决策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盟体系和自身角色ꎮ 事实上接管了成员
国经济政策权能的欧洲理事会ꎬ联合统一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ꎬ试图打造欧盟经济政
府ꎮ③ 欧洲央行和欧洲法院对 ＯＭＴ 案和 ＰＳＰＰ 案( 乃至之前的欧洲稳定机制案) 的初
步裁决ꎬ都是通过对条约规定的机构法定职权进行“ 动态解释” 的路径对上述一体化
新格局和一体化模式予以确认ꎮ
( 二)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路径与“ 民族国家 ＋民主政治” 模式

« 里斯本条约» 以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则代表了第三种模式ꎬ即抵

抗一体化进程的“ 民族国家 ＋民主政治” 模式ꎬ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 里斯本条约» 与
德国« 基本法» 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时已有所表达ꎮ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 里斯本条约
案” 判决宣示了如下观点:德国的( 核心) 国家主权不可让渡的概念不能经由任何与德
国宪法不一致的欧盟立法或者对欧盟条约的修改来废弃ꎮ 在判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虽然肯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必要性ꎬ但同时也坚持欧盟政策不能与德国的国家权能构
成竞争ꎮ 除此之外ꎬ该案判决中同时也明确重申了民主代议制只能通过国家层面而非
欧盟层面的欧洲议会或其他方式在欧盟实现这一“ 宪政爱国主义” 思想———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仅承认基于国族同质的选民群体所表达的民主合法性ꎮ④ 在 ＯＭＴ 的宪法判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ｏｔｈｅｒ

杨国栋:«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 名实分离” :模式、成因与影响» ꎬ第 ４８－６５ 页ꎮ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ｉｒｉｋ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ｐｐ.１８４－２０６.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Ｗｅｓｓｅｌ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２０１６ꎬｐｐ. １８７－２１０.
Ｄａｇｍａｒ Ｓｃｈｉｅｋꎬ“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ｎ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ＯＭＴ)
Ｓｔｅｐ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ꎬ” ｐｐ. ３３８－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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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ꎬ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特别指出ꎬ由于 ＯＭＴ 计划涉及德国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决定
权ꎬ对德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形态也具有塑造的效果ꎮ 这关涉作为德国核心主权
的社会国原则 ( Ｓｏｚｉａｌｓｔａａｔｓｐｒｉｎｚｉｐ) ① 的实现ꎬ必须为成员国所保留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ＰＳＰＰ 案的裁决令也就顺理成章地延续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先判决中的一贯裁判
思路:货币经济一体化的优先性低于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ꎮ
( 三) 民主联邦主义的一体化模式

第二种一体化模式———民主联邦主义———的主张者以哈贝马斯为代表ꎮ 哈贝马

斯对欧洲一体化现状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之后的欧盟治理( 即第一种模式的行政
联邦主义) 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ꎬ一体化掌握在官僚和政治精英而非泛
欧公民手中ꎻ第二ꎬ对于跨国民主进程的延宕促成了各国右翼势力的崛起ꎻ第三ꎬ以欧
洲理事会为代表的欧盟经济政府的出现带来了经济政策和预算政策的集中化ꎬ但却将
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边缘化ꎻ第四ꎬ秩序自由主义范式逐渐取代了政治决策和规则
治理ꎻ②第五ꎬ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引发了劳工政策和再分配领域中的
问题ꎻ第六ꎬ« 里斯本条约» 中包含的联邦主义元素被欧洲理事会在危机期间以政府间
主义的方式“ 偷梁换柱” ꎮ③ 在哈贝马斯看来ꎬ欧元区债务危机反映出来的欧洲一体化
危机已经不能通过各国自行或协调解决ꎬ而需要一个欧盟层面的解决方案( 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ꎬ即一个民主联邦主义的欧盟治理或“ 欧盟政府” ꎮ 这是一个以超越民族
国家的泛欧公民社会为基础的ꎬ兼顾货币、经济与劳工政策、社会政策一体化、以欧盟
层面的代议制参与作为民主合法性来源的跨国民主政治实体ꎮ④ 既然对行政联邦主

义模式的批评主要是民主的缺失ꎬ那么哈贝马斯对另一种模式———以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判决为代表的“ 主权、民主的成员国” 模式批评的主要着眼点也在于此ꎮ 哈贝马斯

认为ꎬ货币联盟的基本缺陷的解决方案不是退回到成员国主权的时代ꎬ而是需要推进
和发展一个完备的政治联盟ꎮ 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存在巨大差异时ꎬ再
多地停留在和谐化(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层次的协调性措施也无法解决由此产生的再分配

① 社会国原则是德国« 基本法» 所规定的宪法基本原则之一ꎬ其含义大致等同于英美国家的福利国概念ꎮ
从德国« 社会法典» 的规定看ꎬ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涉及“ 对需要救助者提供生活照顾ꎬ当个人人格以及社会的发
展受到严重阻碍时ꎬ即存在救助之虞ꎬ通过救助方能确保人性尊严生存最低限度的条件” ꎮ 参见龙晟:« 社会国原
则的宪法意义» ꎬ载« 环球法律评论» ꎬ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ꎮ
② Ｓｅｒｇｉｏ Ｆａｂｂｒ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ｉｎ ２１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ａｎｅｌ ｏｎ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 Ｖｏｌ. １５) ꎬ２０１４.
③ Ｊ.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ｒａ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 /
２０１１ / ｎｏｖ / １０ / ｊｕ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ｅｕｒｏｐｅ－ｐｏｓ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④ Ｓｅｅ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ꎬＰｏｌｉｔｙꎬ２０１２.

４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问题ꎬ德国宪法法院的系列判决及其中所包含的一体化模式将最终促成欧盟的解
体ꎮ① 哈贝马斯的观点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后终于迎来了其在政治界的支持者ꎮ
马克龙执政后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提出了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加强欧盟尤其是欧元区
的财政一体化程度ꎬ设定了任命欧元区财政部长、欧元区内部的税收、支出和国债发行
统一化等目标ꎻ②二是加强欧盟层面的民主化进程ꎬ不但要设立欧元区议会对欧元区
财政政策进行民主决策ꎬ而且主张以打破成员国国界的泛欧洲政党名单的选举方式进
行未来的欧洲议会选举ꎮ “ 泛欧政党名单制” 将使得欧洲议会议员具有超越国界的民
意代表性ꎬ推动真正的欧盟层面的民主政治ꎮ③
( 四) 行政联邦主义模式的胜出与挑战

如前所述ꎬ后危机时代的欧盟治理明显地向上述三种模式中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
倾斜ꎮ 选择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ꎮ 面对欧元区崩溃的巨
大代价和由此引发的不可控风险ꎬ继续维持货币的一体化是最无争议的共同理性选
择ꎮ④ 然而ꎬ这种选择也如预期般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损害ꎮ 成员国议会———无论是

债权国议会还是债务国议会———和欧洲议会在危机期间的决策过程都遭遇实质边缘
化ꎬ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也更加严重ꎮ 成员国议会的边缘化则刺激了各国民粹主义力
量的兴起和壮大ꎮ⑤ 当危机逐渐平息之后ꎬ由危机所刺激但同时由于危机状态而暂未
激烈化的欧洲一体化模式之争将浮上台面ꎮ 届时ꎬ欧洲议会将成为三种模式之争的交
汇点ꎮ 首先ꎬ民主代议制重心与合法性来源将成为“ 民主、主权的成员国” 模式与其他
模式的争议焦点:欧洲议会是否在未来将逐渐取代成员国议会成为欧盟选民的首要认
同的民主机构? 其次ꎬ在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和欧委会主席选举中ꎬ“ 欧洲议会最大
党团领袖出任欧委会主席” 这一不成文规则得到初次实践ꎮ⑥ 如果在 ２０１９ 年的欧洲

议会和欧委会主席选举中得到重复遵循和实践ꎬ那么该规则将很有机会成为一项宪法
惯例ꎮ 这意味着欧委会主席的产生将取决于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并基本摆脱了成员国
领导人的控制和影响ꎮ 议会内阁制的推进将意味着欧盟追求民主联邦主义的一体化
①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ꎬ２０１１ꎬｈｔｔｐｓ: / / ｖｏｘｅｕｒｏｐ. ｅｕ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１０６７４１－ｊｕｅ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ｓｔａｋｅ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
② “ 欧元区共同 预 算 初 步 达 成ꎬ 财 政 一 体 化 仍 前 路 坎 坷” ꎬ 搜 狐 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２８３０２１７９０ ＿
１１４９８６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访问ꎮ
③ “ 外媒:马克龙吁欧洲改革遇冷各国无暇顾及” ꎬ环球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ｍ.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ｒ / ＭＶ８ｗＸｚＥｘＭｚＡｘＮｊＵ５Ｘ
ｚＥｚＮＦ８ｘＮＴＡ２ＮｚＹｚＯＴＩ４ꎬ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访问ꎮ
④ Ｂｅｎ Ｃｒｕｍꎬ “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６２６.
⑤ Ｈｕｗ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Ｖｏｌ. ２７ꎬＮｏ.３ꎬ２０１４ꎬｐｐ.４０１－４２３.
⑥ 杨国栋:«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 名实分离” :模式、成因与影响» ꎬ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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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ꎮ 反之ꎬ如果在欧委会主席的产生过程中ꎬ成员国扮演着决定性角色甚至拒绝提
名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领导人而废弃前述不成文规则ꎬ则代表着经济治理的一体化结
合主权成员国控制一体化进程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占了优势ꎮ
一体化模式的竞争不仅受到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博弈的影响ꎬ
也受到欧盟“ 通过法律的一体化” 的路径依赖的影响ꎮ 首先ꎬ欧洲法院在一体化进程
中尤其是内部市场的建构中扮演着发动机的重要角色ꎻ① 其次ꎬ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
就是以秩序自由主义理念中“ 以规则取代政治、以具体规则限制政治任意性” 的思路
开展的ꎮ② 然而ꎬ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生却又与这种带有“ 法律万能主义” 倾向的理念
分不开ꎮ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中有关规制欧洲货币联盟的条款虽然以法律术语的形

式进行表达ꎬ但本质上仍然是政治运作的结果ꎬ而且其执行更多地会面临政治问题而
非法律问题ꎮ 当成员国违反了相关条款但并未受到实质惩罚时ꎬ这种安排给法律带来
的过重负担最终将成为对其权威性的挑战ꎮ③ 因此ꎬ当法律( 尤其是« 稳定与增长公
约» ) 无力阻止危机发生时ꎬ法律自身也被废弃了ꎮ 成员国将不得不通过超越法治的

政治和行政权来应对危机ꎮ 当欧盟和成员国领导人宣示他们将以一切手段拯救欧元
区时ꎬ其实是在暗示他们会超越法律采取行动ꎬ这将引发民主和法治方面的合法性危
机ꎬ并将欧盟带入行政联邦主义的模式中ꎮ④ 欧盟和成员国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制
定的一体化或协调化政策已纳入制裁机制ꎮ 但是ꎬ由于欧盟在重大决策方面仍倾向于
政府间主义而非联邦主义方式ꎬ这些措施的实效仍有待观察ꎮ 当欧洲一体化已经深入
核心国家主权ꎬ在经济政策一体化、重塑宪法认同以及合法性来自欧盟代议制机构等
问题上ꎬ“ 通过法律的一体化” 路径是否逐渐淡出? 在以往的一体化进程中多次创造
了“ 宪法时刻” ( 如 Ｃｏｓｔａ 案和 Ｖａｎ Ｇｅｎｄ ｅｎ Ｌｏｏｓ 案) 的欧盟司法机构ꎬ是否会在未来的
“ 欧洲合众国宪法时刻” 中缺席?

结

论

在欧盟债务危机中ꎬ经由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行的危机控制和管理措施ꎬ虽
然暂时控制了危机的蔓延ꎬ实现了欧元区的稳定ꎬ却也将欧洲一体化推向了成员国有
①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②
③
ｉｓｍ ( Ｎｏ.
④

Ｓｅｅ Ｍａｕｒｏ 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ｔｔｉꎬ Ｍｏｎｉｃａ Ｓｅｃｃ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Ｈ. Ｗｅｉｌｅｒꎬ ｅｄｓ.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Ｖｏｌ. １) ꎬ １９８６ꎬ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Ｓｅｒｇｉｏ Ｆａｂｂｒｉｎｉ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１５.
Ｎｉｃｏｌｅ Ｓｃｉｃｌｕｎａꎬ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 Ｅ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３４１) ꎬ Ｃｏｌｌｅｇｉｏ Ｃａｒｌｏ Ａｌｂｅｒｔｏꎬ２０１３ꎬｐｐ. １８－１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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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权的货币经济一体化而牺牲了民主代议制与问责制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ꎮ 在对
欧洲央行推出的包括 ＯＭＴ 计划和 ＰＳＰＰ 计划等反危机计划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ꎬ
欧洲央行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各自的角色伦理而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司法审查逻
辑ꎮ 在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所构成的“ 欧
盟经济政府” 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和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 民主的、主
权的成员国” 的有限一体化模式ꎮ 此外ꎬ面对反危机措施推动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带
来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ꎬ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主张财政经济政
策一体化与推进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份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将成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博弈的战场ꎮ 欧
洲议会与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公民的民主认同投射上的消长关系及欧盟政治制度是否
走向议会内阁制方向ꎬ成为欧盟未来一体化模式选择的重要指标ꎮ
此外ꎬ在危机对顶层设计的重塑中ꎬ作为原有相关规则的解释者和适用者ꎬ如何履
行其“ 规则的守护者” 角色也是欧盟和成员国的司法机关在对一体化政策和反危机措
施进行司法审查时面临的挑战ꎮ 面对“ 坚守规则原意” 的正当性与“ 应对危机、纾解困
境” 的必要性二者之间的进退维谷ꎬ如何找到原则与妥协的平衡点ꎬ如何看待司法判
决的当下选择与嗣后影响ꎬ都考验着司法机关与法官的司法能力与智慧ꎮ
在一体化进程由技术性议题进入政治化议题的时代ꎬ欧盟既往的“ 通过法律的一
体化” 在未来可能遭到减弱ꎮ 欧洲一体化的宪法时刻将更多地经由政治运作而出现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淡出ꎮ 相反ꎬ在对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
审查中ꎬ欧盟和成员国司法机关在未来欧洲一体化中的新角色和功能开始显露ꎮ 如果
说在危机前的一体化时代ꎬ由于一个自主的欧盟法律体系和内部市场的几乎所有规则
都是通过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建立起来的ꎬ那么ꎬ在危机中和后危机时代ꎬ司法机关的主
要角色和功能将更多地是在已臻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机构职责分配中为一体化进程
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划下法律的边界ꎮ 换言之ꎬ司法机关的主要功能将不再是为一个空
白的治理规则体系“ 产出规则” ꎬ填补成文法的缺失ꎬ而是从一个个政治性案件中剥离

出其中的法律问题并做出回答ꎮ 这正是司法机关在对欧盟反危机措施进行司法审查
时扮演的角色ꎬ也是在未来的欧洲一体化模式博弈背景下ꎬ欧盟司法机关必须做出的
重点功能的转向ꎮ 尤为特别的是ꎬ这一功能将由欧盟法院和成员国最高法院或宪法法
院之间经由司法对话、管辖权争夺和最终裁决权博弈共同完成ꎬ其发展的过程可能是
史无前例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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