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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体化的深入推动着“ 欧盟政府” 的架构日渐成形ꎬ但欧盟层面行政决策
权的行使机构仍然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ꎮ « 里斯本条约» 对欧盟委员会“ 行使行政管理
职能” 和欧洲理事会“ 确定政治方向” 的规定非但没有给出答案ꎬ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ꎮ
事实上ꎬ在欧盟层面的机构运作中已形成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以共享政策动议权为基
础的行政决策模式:欧洲理事会行使着欧盟的行政决策权力ꎬ欧委会则逐渐演变为欧洲
理事会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ꎮ 由于欧盟内部民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ꎬ这
种不同于条约文本规定的行政决策模式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ꎬ但其结果是行政权在
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得到实质性扩大ꎬ对行政权的民主控制和监督也被弱化ꎮ 此
外ꎬ该模式更进一步产生了欧委会的角色异化和小成员国被边缘化却无法得到制度救济
的问题ꎬ从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形成障碍ꎮ 从根本上而言ꎬ这种名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是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承诺与对一体化深度的接受度之间形成张力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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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ꎬ欧盟的权能通过一次次条约修改和欧洲法院对欧盟法
的司法续造得以持续扩张ꎮ 一体化在成功推进欧盟内部跨国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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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 名实分离” :模式、成因与影响

４９

动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从“ 欧盟治理” 走向“ 欧盟政府” ꎮ① 关于“ 欧盟政府” 的讨论是

如下两个事实推动的结果:一是欧盟法与欧盟机构权力在管辖范围的宽度和深度上持
续拓展ꎻ二是自« 里斯本条约» 生效以来ꎬ尤其是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ꎬ欧盟政治
民主合法性来源的增强和机构间权力制衡的建构( 特别是欧盟成员国政府首脑接受
并提名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领袖容克为欧盟委员会[ 简称“ 欧委会” ] 主席人选这一标
志性事件) 正推动欧盟的政治制度向议会制政府模式方向发展ꎮ “ 欧盟政府” 这一命

题的提出引发了下一个重要问题:欧盟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是谁? 在西方政治文化与
宪法传统的背景下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政治权力问责制与监督机制的建
构ꎬ并将对欧盟整体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民主合法性的强化产生影响ꎮ
从法律制度的文本来看ꎬ« 欧盟条约» 第 １７ 条关于欧委会权力的规定并未对此做

出明确回答ꎻ相反ꎬ« 欧盟条约» 第 １５ 条关于欧洲理事会角色的规定使其更为模糊不

清ꎮ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ꎬ制度建设常常是机构实践先行、法律文本随后确认ꎮ 因此ꎬ
考察欧盟机构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互动与运作机制也是认识欧盟层面行政权力运作
的重要途径ꎮ 从机构实践来看ꎬ围绕着欧盟重大政治决策和立法过程ꎬ欧洲理事会和
欧委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权力共享模式ꎮ 它削弱了« 里斯本条约» 中关于机构分权
的规定的效力ꎬ在权力从成员国层面日益集中到欧盟层面时ꎬ建立了一种« 里斯本条
约» 从未明确规定的新的行政权分享模式ꎮ 本文拟从规定欧盟行政权力分配的条约
文本与机构实践入手ꎬ通过分析欧盟政治决策和立法过程中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
之间的权力分享模式ꎬ来揭示演化中的“ 欧盟政府” 的行政决策重心真正对应的机构ꎬ
同时尝试解释形成这种行政权分权模式的欧盟的内在制度缺陷ꎬ以及该模式对欧盟运
作及其合法性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ꎮ

一

对行政权内容的考察

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与发展的ꎮ 在 １９ 世纪后

半叶与 ２０ 世纪前期ꎬ政府干预社会事务的内容逐渐增多、复杂性增加ꎬ国家行政权的
① Ｓｅｅ Ｃ. Ｓｈｏｒ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１７ꎬ Ｎｏ.３ꎬ２０１１ꎬｐｐ. ２８７－３０３ꎻＭ. Ｅｇｅｂｅｒｇ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Ｅｘ￣
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１ꎬＮｏ.１－２ꎬ２００８ꎬ ｐｐ.２３５－２５７ꎻＮ. Ｎｕｇ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ｅｔｃ.这些研究虽然未能就何者应当于正在出现或未来的“ 欧盟政
府”中掌握行政权达成一致ꎬ但都指出了“欧盟政府”时代的到来并对其民主合法性来源进行了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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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主体也随之发生分化ꎮ 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于 １８８７ 年首次提出
行政权和行政权行使主体二元划分的观点ꎬ随后经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补
充和发展ꎬ最终使这种观点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得到广泛接受ꎮ① 根据上述二元行政的
划分理论ꎬ与政党轮替同进退的政务官负责政策的制定与政治性事务的处理ꎻ事务官
(或“ 常任文官” ) 不跟随政党轮替ꎬ而是长期负责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 通常是政
治性的) ꎮ② 而且ꎬ国家行政权与行政权之行使主体可以进一步划分:负责制定政策与
做出政治性决定的政务官系统被称为“ 政策分支” ꎬ负责执行政策分支做出决定的事
务官系统或公务员系统也被称作“ 执行分支” 或“ 管理分支” ꎮ③ 例如ꎬ英国内阁通常

行使三项职能:“ 政策的最终决定” 、“ 国家政府的最高控制” 和“ 国家部门利益的协调

和界定” ꎮ④ 在法国ꎬ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之间也存在“ 重要的但稍欠清晰的区分” ꎻ其
中ꎬ政务机关负责政治决策、各方利益与意见之协调ꎬ专业技术官僚负责“ 决策之执
行” ꎮ⑤ 德国的实践也接受了上述政务与事务之二元划分ꎬ但不少学者认为ꎬ事务官系
统亦足以在政策初创阶段施加相当影响力ꎮ⑥

就负责行政管理的事务机关或人员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与影响力而言ꎬ尽管存在
分歧ꎬ或认为二元划分不足以完全解释政策制定之过程而对此方法进行了更为细致与
全面的发展ꎬ但大多数公法学者对上述行政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持肯定态度ꎮ⑦ 在此
框架下ꎬ政务机关为政策决定之行使主体ꎬ负责就经济政策、市场监管、社会福利等内
部事务以及外交、防卫等外部事务方面做出政治决定ꎬ并通过向民意代表机构提出重
大政策法案和预算计划来落实ꎮ⑧ 据此ꎬ本文将基于上述二元划分方法ꎬ尝试寻找在
欧盟机构中真正做出重大政治决策、制定主要政策并确定欧盟政治战略与方向的政治
决策机构ꎬ在此基础上讨论欧盟机构的问责制和民主控制制度ꎮ 此外ꎬ考虑到欧盟法

① Ａ. Ｗｉｌｌｅꎬ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３ꎬｐ.１１.
② Ｒ. Ｄ. Ｐｕｔｎａｍ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２５７－２９０.
③ Ｍ. Ｊ. Ｃ. Ｖｉｌ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Ｆｕｎｄꎬ Ｉｎｃ.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９９.
④ Ａ. Ｃａｒｒｏｌｌ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ꎬ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２４０.
⑤ Ｍ. 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ꎬ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８.
⑥ Ｊ. Ｄ. Ａｂｅｒｂａｃｈꎬ Ｒ. Ｄ.Ｐｕ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Ｂ. Ａ. Ｒｏｃｋｍａｎꎬ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ꎬ 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１１１.
⑦ Ｓｅｅ Ｐ. Ｏｖｅｒｅｅｍ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
⑧ Ｍ. Ｊ. Ｃ. Ｖｉｌｅ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ｐ.４１８ꎻＰ. Ｃｒａｉｇ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４０７－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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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权原则ꎬ本文分析将主要集中在 « 里斯本条约» 专授给欧盟机构的政治权力部

分ꎮ① 结合« 欧盟条约» 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７ 条之规定ꎬ下文的考察对象主要限定于欧盟委
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两个欧盟机构ꎮ②

二

对欧盟委员会行政机关之角色的考察

( 一) 欧委会作为行政机关的制度设计

欧盟委员会( 以下简称欧委会) 在人类制度建构史上是一项独特的创造ꎬ它是“ 一
个具有多重目的的超国家政府ꎬ它具有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并因此可以相对独立于民
族国家政府和部长理事会而采取行动” ꎮ③ « 里斯本条约» 第 １７ 条对欧盟委员会的定
位和角色的规定是:“ 委员会应促进联盟整体利益ꎬ并为此提出的动议ꎮ 委员会应确

保两部条约及联盟机构根据两部条约所采取之措施的实施ꎻ它应在欧洲联盟法院控制
下监督联盟法的适用ꎻ它应执行预算ꎬ并对规划进行管理ꎮ 委员会行使两部条约规定
的协调、执行和管理职能委员会对外代表欧盟” ꎮ④ 在克雷格( Ｐａｕｌ Ｃｒａｉｇ) 教授看
来ꎬ上述条款主要涉及欧委会的三项权力:立法权、管理权和行政权ꎮ 他认为ꎬ该条款
赋予欧委会的职责中涉及两项作为行政权本质的内容:财政和对外关系ꎮ⑤ 从克雷格
教授对« 里斯本条约» 中关于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的文本解读来看ꎬ« 里斯本条约»
透露的立法者原意似乎倾向于将欧盟行政机关的权力赋予欧盟委员会( 或许以一种
“ 先框架性确定、后具体内容填充” 的方式) ꎮ

除明示规定欧盟委员会具有上述行政职权外ꎬ« 里斯本条约» 还从议行关系的制

度建构隐示欧盟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角色ꎮ 在欧洲一体化和共同体机构建设初期ꎬ欧盟
委员会( 及其前身———高级委员会) 一直被设定为由专业技术官僚履行管理职能的机

①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７５.
② 根据« 里斯本条约» ꎬ欧盟理事会也会在极少情况下行使行政权ꎬ主要包括“ 得到充分正当化的情况” 和
« 欧盟条约» 第 ２４ 条和第 ２６ 条所规定的有关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情形ꎮ 除此之外ꎬ理事会还在某些个别的情
况下行使行政权ꎬ例如« 欧盟运行条约» 第 ４３ 条关于修正农产品价格和渔业配额的规定ꎮ 参见 Ａ. Ｋａｃｚｏｒｏｗｓｋａ－
Ｉｒｅｌａ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ａｗ (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１ꎮ 理事会行使行政权属于极其例
外的情形ꎬ因此本文将不予讨论ꎮ
③ Ｍ. Ｅｇｅｂｅｒｇ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 ｐｐ. ２３５－２５７.
④ 本文中所引用的« 欧盟条约» « 欧盟运行条约» 条文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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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⑤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ｐｐ. ３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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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ꎬ本身不具有政治性ꎮ① 这一机构角色的设定是基于一体化的路径逻辑与代理关

系:欧盟 / 欧共体机构系欧盟成员国政府之代理人ꎬ受成员国政府之委托履行相关管理
职能ꎮ 然而ꎬ经过« 里斯本条约» 的修改和 ２０１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及随后的欧盟委员会

主席选举的实践ꎬ欧洲议会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任命过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ꎬ
欧盟的政治制度正在向欧洲议会和一些学者所预期的议会内阁制发展ꎮ 在议会选举
前后以及容克委员会提名和任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欧洲议会及由成员国首脑组成
的欧洲理事会之间对欧盟委员会主席任命权的博弈ꎬ实际上是两种“ 委托—代理” 关
系的博弈ꎮ 而这种博弈又对应欧盟委员会的不同职能和角色:在上述成员国控制欧盟
委员会主席任命的情况下ꎬ欧盟委员会处于 “ 成员国—欧盟 ( 成员国政府—欧盟机
构) ” 的代理关系中ꎬ此时欧盟委员会仅仅是成员国首脑集体决策( 欧洲理事会) 后的
执行者与管理者ꎻ②在欧洲议会控制欧盟委员会主席任命的情况下ꎬ欧盟委员会则处
于“ 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 欧洲人民—欧盟机构) ” 的代理关系中ꎬ此时欧盟委员会

不仅是日常管理性事务的负责方ꎬ更由于来自欧洲人民的授权和委托而使得欧盟委员
会具有参与和确定政治方向与政策制定事务的合法性ꎮ « 里斯本条约» 的制度设计事

实上推动了欧盟委员会从专业性到政治性的过渡ꎬ而这种过渡所隐含的内容之一是欧
委会作为欧盟决策的行政机关的角色和职责ꎮ③
( 二) 欧委会行政角色的机构演变

与条约对欧委会作为行政机关的制度设计相对应的是欧委会的机构演变ꎮ 这一
过程的第一个衡量指标是欧委会委员专业背景的变化ꎬ即呈现出政治专业主义和主席
制逐渐增强的趋势ꎮ 从欧委会成员的背景来看ꎬ以欧委会主席为例ꎬ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
代的哈尔斯坦在出任欧委会主席前的政治资历仅为副部长ꎻ７０ 年代的几位主席的任
前政治资历均为各国部长ꎻ９０ 年代以来的欧委会主席都曾出任过本国的政府首脑ꎬ行
政首长的政治资历成为欧委会主席人选的核心考量之一ꎮ④ 从欧委会内部决策与管
理机制来看ꎬ在« 阿姆斯特丹条约» 之前ꎬ欧委会主席虽然与其他委员相比具有较高地

① Ｍ. Ｅｇｅｂｅｒｇ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ꎬ ｐｐ. ２４１－２４２ꎻ Ｂ.Ｃｒｕｍꎬ “ 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３７５－３９５.
② Ｊ. Ｔａｌｌｂｅｒｇꎬ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ＳＡＧ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１９５－２１２.
③ Ａ. Ｗｉ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ꎬ ＯＵＰ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２－３ꎻＡ. Ｗｉｌｌｅ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７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３８３－４０２.
④ Ａ. Ｗｉ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ꎬ ｐｐ.６０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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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但其基本定位仍然为“ 众人之一” ( ｏｎ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ꎻ①« 阿姆斯特丹条约» 之后ꎬ曾任

意大利总理的欧委会主席普罗迪开始在欧委会对外和对内政策制定与事务管理中扮
演“ 最高政治首脑” 的角色ꎻ继任的巴罗佐也通过“ 亲力亲为” ( ｈａｎｄｓ － ｏｎ) 的方式参与

欧委会的所有重大政策动议与决策ꎬ从而强化了对欧委会委员的控制及对欧委会事务
的领导ꎮ② ２０１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采用的“ 首席候选人” 制度和欧洲议会通过
的“ 第一大党团领袖推荐为欧委会主席” 的决议③ 更是将欧委会推向带有个人代表性
色彩的主席制ꎮ 从机构内在特征来看ꎬ欧委会成员政治背景的增强和欧委会主席制的
发展趋势表明欧委会从技术官僚机构向政治行政决策机关转变ꎮ
第二个指标是欧委会在欧盟重大事务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参与能力的增强ꎮ 欧
委会行使行政决策权的机构基础是金诺克改革( ｔｈｅ Ｋｉｎｎｏｃｋ Ｒｅｆｏｒｍ) ꎬ即在欧委会内
部通过“ 垂直和水平协调与掌舵机制” 对政治部门和公务员部门进行了相对清楚的划
分ꎮ④ 行政与管理在部门和人员上的区隔提供了欧委会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度基础:委
员办公室( Ｃａｂｉｎｅｔ) 向负责相应事务的欧委会委员提出政策动议ꎬ欧委会委员或欧委

会做出决定后交由专门的公务员所组成的总秘书处执行ꎮ 这种职责划分使得欧委会
委员从烦琐的日常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ꎬ专注于重大政策的核心问题ꎮ 欧盟委员会的
上述演变趋势引发了关于其机构性质的讨论ꎬ这一讨论主题被描述为欧盟委员会的
“ 正常化” (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ꎬ意即欧盟委员会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所谓“ 正常政府” 之间

的距离ꎮ⑤ 佐证欧盟委员会的“ 正常化” 的主要依据是欧盟委员会组成人员背景的政
治性增强和欧盟委员会的“ 主席制” 的发展ꎮ⑥
然而ꎬ与成员国不同的是ꎬ欧盟机构在欧盟两部条约中的相应制度设计与欧委会
人员组成与内部结构的分化并不必然导致欧盟委员会行政决策权力和角色的扩大ꎮ
① Ａ. Ｗｉ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② Ｉｂｉｄ..
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４.
④ Ｍ. Ｗ. 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Ｊ. Ｅｇｅꎬ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 ７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０７.
⑤ 这一讨论的代表性著作是:Ａ. Ｗｉｌｌｅ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
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ꎮ
⑥ 必须指出的是ꎬ持有欧盟委员会“ 正常化” 观点的学者的目标并不止步于“ 正常化” ꎮ 在西方立宪主义传
统的政治文化语境下ꎬ欧盟委员会“ 正常化” 的证成之后是在成员国语境下对成员国的“ 正常政府” 的控制和监督
制度延伸到欧盟层面ꎬ即对欧盟委员会的权力行使设置等同于成员国语境下的民主控制和监督机制ꎮ 他们看到
了欧盟“ 民主赤字” 的问题ꎬ也意识到对欧盟机构进行民主控制和监督的制度建设的努力常常为“ 欧盟是一个史
无前例的制度独创” 这一主张所反驳和阻碍ꎬ于是转而通过论证欧盟委员会已经是一个“ 正常化” ( 或趋于“ 正常
化” ) 的政府这一点来反驳前述阻碍欧盟民主化制度建设的“ 独特性” 观点ꎬ从而推动欧盟的民主化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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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在于成员国政府与欧盟政府的权力来源不同:作为“ 条约的主人” ꎬ成员国对

欧盟机构的权力行使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ꎬ而且在实际决策运作中也发挥着主导作
用ꎻ欧委会委员政治背景的增强与欧委会内部决策与管理结构的分化仅仅意味着欧委
会行使行政权力的能力的增强ꎬ并不意味着欧委会在欧盟重大事务中的决策权和影响
力的同步增强ꎮ 那么ꎬ对真正做出行政决策的欧盟机关的考察ꎬ应当是一个循名责实
的过程ꎮ 欧盟行政决策的实际过程和各方所发挥的角色才是观察的重点ꎬ因为只有确
定欧盟行政权真正归属的机构ꎬ才能续察问责与监督问题ꎮ

三

欧洲理事会行政机关角色之考察

( 一) 欧洲理事会行使行政权的制度设计
欧洲理事会由共同体内部最初非正式的成员国峰会演化而来ꎮ 在« 马斯特里赫
特条约» 中ꎬ欧洲理事会的职责被确定为“ 为( 欧盟的) 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并且应当
确定一般性政治指导方针” ꎮ① « 里斯本条约» 正式承认欧洲理事会是一个“ 欧盟机
构” ꎬ这意味着欧盟法院将有权审查欧洲理事会做出的决定ꎮ « 欧盟条约» 第 １５ 条规
定:“ 欧洲理事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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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从释义学的角度看来ꎬ关于欧洲理事会职责的规定———从“ 确定一般性指导方
针” 修改为“ 一般性政治方向和优先事项” ———表明欧洲理事会在决定欧盟政治方向
和欧盟重大政治事务方面已获得愈发明确而具体的授权ꎬ而非宣示性的、大而化之的
词句ꎮ 此外ꎬ学界指出ꎬ欧洲理事会最高政治机构的角色和确定欧盟基本政治方向这
一职责并不是封闭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处理那些无法在部长级层面达成共识的政
治上的冲突ꎮ② 因此ꎬ一些本质上属于跨部门性质的事务或者部长不具有足够权威做
出决策的事务( 如预算事务) 仍要留待欧洲理事会决定ꎮ③ 除了政治事务之外ꎬ欧洲理
事会也在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中扮演核心角色ꎮ 例如ꎬ« 欧盟条约» 第 ２２ 条
规定:“ 欧洲理事会应确定欧盟的战略利益和目标ꎮ 欧洲理事会就联盟战略利益和目
标通过的决定应涉及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对外行动的其他领域ꎮ” 除了上述
①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
② Ｒ. Ｇｅｉｇｅｒꎬ Ｄ. Ｅ. Ｋｈａｎ ａｎｄ Ｍ. Ｋｏｔｚｕｒ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ꎻ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
ｎ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Ｈａｒ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８８.
③ Ｐ.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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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和权力外ꎬ克雷格教授还进一步指出ꎬ欧洲理事会在欧盟机构架构的革命性变革
方面、条约修改和特定政策战略方面也扮演着核心角色ꎮ① 条约上述规定大致描绘了
作为最高政治决策机关的欧洲理事会的权力框架ꎮ
( 二) 欧洲理事会的权力演进

欧洲理事会最初作为一个“ 黑箱” 式的政治决策机制而存在ꎬ各方利益皆交汇于
此ꎬ地区利益、行业利益以及大小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ꎮ 在后续的发展演变过
程中ꎬ欧洲理事会逐渐实现了机构化和制度化ꎮ 欧洲理事会的机构化带来了两方面的
影响:一方面ꎬ机构化必然伴随着常任工作人员和常态决策机制的稳定化ꎬ这有助于实
现机构运作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ꎻ另一方面ꎬ欧洲理事会的机构化也意味着大小成员
国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的固化ꎮ 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制度也是欧洲理事会机构
化进程的一部分ꎮ 常任主席制度的确立使得欧盟在机构运作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以及
政策制定的效率方面进一步提升ꎬ也为欧洲理事会针对更为具体和日常化的决策提供
了有效的人员和组织上的资源支持ꎮ 然而与此同时ꎬ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的设置也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盟对外代表性上发生了冲突ꎮ 根据« 里斯本条约» ꎬ欧洲理事会

主席应当主持欧洲理事会会议ꎬ为其准备工作议程并促进欧洲理事会内部的凝聚力ꎮ
然而ꎬ在对外方面ꎬ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和兼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的负责
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之间的代表性仍有待未来的修约进行厘清ꎮ
欧洲理事会权力的强化过程并非源自条约之渐次修改ꎮ 相反ꎬ条文修改更多是既
有的机构实践在条约修改程序中经过各方博弈之后的文本化过程ꎮ② 欧洲理事会在
机构运作中常常突破现行条约中的权力配置规定而发展出新的权力运作模式ꎮ 例如ꎬ
根据欧盟相关条约之规定ꎬ欧洲理事会“ 不得行使立法职能” ꎮ 然而ꎬ欧洲理事会可以

在适用政府间主义路径的领域中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或者在欧盟框架之外以
国际协议之形式针对关涉欧洲一体化或欧盟整体利益的重大事务做出决策ꎮ③ 其次ꎬ
根据条约ꎬ虽然欧洲理事会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ꎬ但其决议构成了其他欧盟机
构在考虑具体政策问题时可以求助的框架ꎬ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事实约束力和政治约束
① Ｐ.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② Ｄ. Ｃｕｒｔｉｎ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７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７ꎻＫ. Ｍ.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Ｔａｌｌｂｅｒｇꎬ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ＥＵ Ｓｕｍｍｉ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２１５.
③ 例如ꎬ在面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威胁时ꎬ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框架之外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建立了欧洲稳定
机制( ＥＳＭ 计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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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软法ꎬ欧洲理事会可借此来塑造欧洲一体化的面貌———事实上ꎬ许多政治决定的
目标就是为共同体立法ꎮ １９７５ 年以来欧共体 / 欧盟所有的重大政治决策都是由欧洲
理事会做出的ꎮ① 此外ꎬ欧洲理事会超越条约文本之规定而行使权力的一个突出表现
是欧盟立法程序中政策动议权之行使ꎮ 尽管条约规定只有欧盟委员会才享有政策动
议权ꎬ但欧洲理事会逐渐获得了关系欧盟发展的议程设置者的身份ꎮ 例如ꎬ在内务和
司法领域ꎬ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一起提出五年计划ꎮ② 另外ꎬ当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面
临重大危机之时ꎬ具备坚实的民主合法性基础的欧洲理事会往往及时“ 入场” ꎬ承担起

危机管理者的角色ꎮ 而危机中的欧盟决策模式一旦建立ꎬ通常会趋于常态化并逐渐演
变为日常性决策的新模式ꎮ 这种路径依赖的结果也推动欧洲理事会愈益成为欧盟的
真正决策核心ꎬ其决策领域从欧元区管理逐渐扩张至适用“ 共同体方法” 的欧盟核心
领域( 如内部市场之管理) ꎬ欧盟治理模式由此逐渐转向行政政治模式ꎮ③

欧洲理事会权力的演进可被解读为欧盟和成员国的理性制度选择的结果ꎮ 首先ꎬ

一些宪法学家指出ꎬ欧盟的民主基础是一个由直接选举的欧洲议会( 以及由欧洲议会
所选举的欧委会) 和由各国选民间接选举的欧洲理事会( 及欧盟理事会) 组成的双重
结构ꎮ④ 在容克委员会之前ꎬ欧委会及其主席从未与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相联系ꎻ由
于欧盟公民的首要政治认同仍然主要投射到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机构ꎬ欧洲议会选举相
对于成员国的选举仍然被认为是“ 次级选举” ( 欧洲议会的选举常被视为对各国执政

党在本国执政成绩的一个检验指标) ꎬ由各国民选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在民主合法
性方面仍然优于欧委会ꎮ 这也解释了为何欧盟面临的高度政治性事务都要留待欧洲
理事会决定ꎮ 而且ꎬ尽管欧盟委员会主席也是欧洲理事会的成员之一ꎬ但他本人并不
代表可以作为其民意基础的具体的国家或者个人ꎮ 因此ꎬ考虑到其角色、影响力和权
威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即使被赋予了“ 行使协调功能” 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ꎬ也不能有
效地履行这一职责ꎮ 其次ꎬ通过条约对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的角色定位亦可对二者之
间的关系管窥一二ꎮ 根据条约之规定ꎬ欧委会系“ 条约之守护者” ꎬ成员国为“ 条约之

主人” ꎮ 换而言之ꎬ依据条约条文之精义ꎬ在确保条约得到执行方面ꎬ欧委会与成员国
①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ｐｐ.４８－４９.
② Ｄ. Ｃｕｒｔｉｎ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７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７.
③ Ｍ. Ｄａｗｓｏｎ ａｎｄ Ｆ. Ｗｉｔｔｅꎬ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７６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３ꎬ ｐ.８３２.
④ Ａ. Ｖｏｎ Ｂｏｇｄａｎｄｙꎬ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ｅｓｓ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９ ｔｏ １２ ＥＵ
Ｔｒｅａ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２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１５－３３４.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 名实分离” :模式、成因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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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为委托代理关系ꎬ成员国全体将条约之执行事务交付欧委会“ 托管” ꎻ成员国所组
成的欧洲理事会扮演着类似于公司治理中董事会的角色ꎬ① 掌握对欧盟重大政策的决
策权和面临着危机时采取非常措施的权力ꎮ 然而ꎬ伴随着一体化的深入、主权从成员
国向欧盟层面的让渡以及欧盟危机的解决ꎬ成员国全体这一“ 委托人” 与“ 董事会” 越
来越直接参与到欧盟的具体事务的决策、日常性政策决定甚至执行中ꎮ 欧盟委员会与
欧洲理事会在此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条约之规定相异的互动模式ꎮ

四

以政策动议权共享为基础的行政决策权分配与互动模式

政策动议权是政府不同权力机构之间权力行使与互动的交汇点ꎮ 其部分原因是ꎬ
政策动议权意味着行政权行使的议程设定权ꎬ而议程设定权意味着具有设定权之机构
的政策偏好得以在政策推动的顺序中取得优先地位ꎬ这也是« 欧盟条约» 将政策动议
权专授给欧盟委员会而剥夺欧洲议会这项权力的制度安排被批评为“ 行政优先或行
政主导” 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然而ꎬ对法律条文词句的解释和理解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语
言学或词汇学问题ꎮ 就法律制度的解读而言ꎬ考察该制度在具体个案中解释和适用的
结果以及机构间长期的动态互动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ꎮ 在欧盟机构演进史上ꎬ关于政
策动议权的法律文本与机构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ꎮ 有欧盟法学者指出ꎬ早在
“ 卢森堡妥协” 时期ꎬ欧洲理事会即已获得了“ 在最初阶段塑造欧委会动议” 的权力ꎮ
尽管条约规定欧委会不得听取任何成员国的命令ꎬ欧洲理事会仍然向欧委会发出了大
量的要求ꎬ让欧委会为其确定的政策提出动议ꎮ 在众多要求中ꎬ相关的政策内容甚至
已规定得相当具体ꎮ② 事实上ꎬ在每一次会议中ꎬ欧洲理事会都会要求欧盟委员会就
特定议题和计划提出建议ꎮ 例如ꎬ关于建立泛欧盟银行监督的“ 单一监督机制” 的立
法动议就是欧盟委员会应欧洲理事会的要求而准备并提出的ꎮ③ 此外ꎬ无论是“ 里斯
本战略” 的制定还是« 欧洲宪法条约» 及随后的« 里斯本条约» 的制定ꎬ都是欧洲理事会
起主导作用ꎮ 当欧洲理事会不要求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的情况下ꎬ尽管« 欧盟条约»

３４.

①

Ｊ.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Ｅ. Ｂｏｍｂｅｒｇꎬ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３３－

② Ｊ. Ｗ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ｐ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４６－４７ꎻ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 Ｃｕｒｔｉｎꎬ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ａｗ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Ｖｏｌ. １２) ꎬ ＯＵＰ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４.
③ Ｄ. Ｃｕｒｔｉｎ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ｐ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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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８ 条规定欧委会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ꎬ但此种情况下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的欧盟
委员会主席几乎都处于被冷落状态ꎮ① 在财政和经济治理领域ꎬ« 里斯本条约» 将这一

部分的主导权力留给了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ꎬ欧盟委员会对此仅扮演监督其执行
的工具性角色ꎮ 即使在监督执行中ꎬ若欧委会发现成员国存在违背欧盟赤字标准的情
形时ꎬ也只能向欧洲理事会进行报告并建议其采取行动ꎬ并无自主发动制裁程序之权
力ꎮ② 尤其在欧债危机发生和欧盟启动救市计划以来ꎬ欧洲理事会已经借由应对金融
危机这一紧急事态而成功地将自己转型为履行欧盟经济治理功能的“ 欧盟政府” ꎬ欧

委会则成为其经济治理政府的执行机关ꎮ 欧洲理事会对欧委会的控制已经不限于通
过主要战略文件的方式在大框架方面为欧委会设定目标、任务和方向ꎬ而是更进一步
扮演起立法动议者的角色ꎬ出台内容相当具体的建议来对其政策执行进行细节控制和
监督ꎮ 首先ꎬ道森( Ｍａｒｋ Ｄａｗｓｏｎ) 和威特( Ｆｌｏｒｉｓ Ｄｅ Ｗｉｔｔｅ) 通过对欧盟战略文件内容变
化的分析发现ꎬ欧洲理事会在欧盟治理和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角色愈发清晰ꎮ 即使是
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极为重要的 ２０００ 年里斯本峰会通过的会议结论和战略文件ꎬ其内

容也仅仅限定于相当一般性而非战略性的事项ꎮ 然而ꎬ欧债危机的发生和解决极大地
改变了战略文件的上述风格ꎮ 尤其在 ２０１０ 年通过的战略文件中ꎬ欧洲理事会建立了
一个由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小组ꎬ研究和报告在欧元区范
围内强化财政纪律的相关措施并寻求获得欧洲理事会的通过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欧盟委
员会向欧洲议会提出了应对欧元区金融危机的所谓“ 六部立法” 动议ꎮ 其内容几乎与
上述获得欧洲理事会背书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完全一致ꎮ 道森和威特对这一现象的
解释是ꎬ虽然欧委会为« 条约» 中所明文规定之唯一享有立法动议权的欧盟机构ꎬ但由
于经济治理和财政政策的权力属于成员国ꎬ这意味着欧委会即使可以将相关政策变为
立法ꎬ其执行仍然几乎完全受制于成员国的保留主权ꎮ 在这一现实下ꎬ由成员国国家
或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在经济治理和财政政策领域中的决策几乎成为欧盟
委员会唯一可遵循的指引ꎮ③
从严格的法律教义主义的角度来看ꎬ欧洲理事会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构成了对欧盟
条约相关规定之违背ꎮ 然而ꎬ一方面ꎬ法律规定从来就不是社会现实的完整呈现ꎬ制度
① Ｊ. Ｗ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ｐ.４６－４７.
② Ｓ. Ｆａｂｂｒｉｎｉꎬ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
ｎｉｏｎ” 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６ꎬ Ｎｏ.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００３－１０２９.
③ Ｍ. Ｄａｗｓｏｎ ａｎｄ Ｆ. Ｗｉｔｔｅꎬ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ｐｐ.８３０－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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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自有其内在逻辑ꎮ 以字面法律作为尺度去简单否定制度运作现实的存在价值并
不会带来知识的增量ꎻ另一方面ꎬ循名责实式探索制度具体运行之现状与成因ꎬ并不旨
在为违法现象提供正当化背书ꎬ而在于通过考察字面规定与具体运作之间落差的成
因ꎬ使未来法律制度的建构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的制度性回应ꎮ 欧盟政策动议权的法
定享有者与实际行使者二者的分离仅仅是对问题症状的描述而非对问题成因的判断ꎮ
那么ꎬ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ꎬ这种政策动议权的分享模式的成因是什么?
首先ꎬ这种模式的成因在于欧委会对其自身在欧盟决策和立法程序中的角色与权
力的现实认识与接受ꎮ 欧盟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ꎬ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捷径并不是直接
启动立法程序而是曲线获得欧洲理事会的背书ꎮ① 一项动议如果获得欧洲理事会的
背书ꎬ就很有可能在后续的正式立法程序中获得通过———理事会与欧洲议会通常与欧
盟成员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ꎬ由各国部长所组成的理事会更是如此ꎻ欧洲议会议员也
大多由本国执政党或主要政党提名并当选ꎬ政党提名权就是各成员国领导人影响欧洲
议会议员的关键所在ꎮ 另外ꎬ从政策的后续执行而言ꎬ由于欧洲理事会成员本来就是
各个成员国或政府首脑ꎬ得到欧洲理事会支持的政策将更有可能得到各国政府机构或
部门更好的执行和落实ꎮ 这可以部分解释欧盟委员会对其发动动议的程序权利的侵
蚀的接受ꎮ
其次ꎬ欧盟委员会也充分利用了与欧洲理事会共享动议权的模式来扩大其权力涉
足之领域ꎮ 一方面ꎬ通过与欧洲理事会共商政策议程ꎬ欧委会成功将其部分优先议题
“偷渡” 到欧洲理事会的会议结论中ꎻ②另一方面ꎬ通过与欧洲理事会的合作ꎬ欧盟委员

会也成功进入成员国和政府间主义主导的领域中ꎬ并通过向欧洲理事会提出建议的方
式影响这些领域中政策的制定ꎮ③ 基于此ꎬ这种共享政策动议权的决策模式也可以通
过理性选择理论得到解释———一些欧洲一体化理论事实上也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其
理论底色ꎬ无论是将欧洲一体化解释为政治团体与政府机构的理性选择还是官僚阶层
与跨国公司的理性选择ꎮ④
① Ｐ.Ｃｒａｉｇ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
ｍｅｎｔ”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４０７.
② Ｊ. Ｗ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 ５３.
③ Ｉｂｉｄ.ꎬ ｐ.４７.
④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Ｄｅ Ｂúｒｃａ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 Ｌａｗꎬ ＯＵＰ Ｏｘｆｏｒｄ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１３－４０.对于欧洲一体化的
诸种解释理论实际上都将其解读为某些控制政治议程的群体的理性选择:跨国公司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济
自由度与资源的优化配置ꎻ官僚集团需要实现监管的跨国化和统一化以应对经济跨国化和全球化将国内监管边
缘化的挑战ꎻ政治家需要将部分决策过程集中到超国家层面以实现政治责任的转移ꎮ

６０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理性选择理论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欧盟机构运作的法律文本与实际运作之间的
落差ꎮ 尽管« 里斯本条约» 赋予了欧委会多项重要角色( 如“ 一体化的发动机” 、“ 条约
的守护者” 和“ 欧盟的行政管理机构” ) ꎬ① 其实际权威和影响力却并不足以支撑其履

行上述职能ꎮ 其权威的不足主要来自民主合法性基础的相对弱势———欧洲议会的选
举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低于本国议会选举位阶的“ 次级选举” ꎮ② 鉴于民主合法性支撑
目前仍主要来自欧洲议会ꎬ欧盟委员会自然在政治权威方面相较于成员国政府而言被
认为是次要的ꎮ 权威的相对弱势使得欧盟委员会避开与欧洲理事会的对抗成为一个
理性的选择ꎮ “ 如果不能打败它ꎬ就加入它” ꎮ 欧委会也是这一西方经典格言的追随

者ꎮ 如今ꎬ欧委会主席也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正式成员ꎬ欧洲理事会便成为欧委会
寻求成员国对其政策背书的渠道ꎮ③ 欧委会主席也曾在 ２００７ 年时承认ꎬ它们通常只

有在欧洲理事会对政策表达积极态度后才会正式提出政策动议ꎮ 据统计ꎬ在此之前ꎬ
欧委会的动议基本不做重大修改而通过的比例只有 １０％左右ꎮ 这意味着欧委会在行
使动议权时会面临极高的被否决或被修改的风险ꎮ④ 考虑到欧盟立法程序的参与方

的背景ꎬ一项由欧洲理事会背书的政策动议获得不经重大修改而通过的概率无疑将大
幅提升ꎬ欧委会行使政策动议权的有效性也将获得保证ꎮ 此外ꎬ通过欧委会主席参与
欧洲理事会会议的方式ꎬ欧委会实际上也在逐渐塑造欧洲理事会的政策方向和选
择———欧洲理事会的许多决议就源自欧委会的建议ꎮ⑤ 事实上ꎬ即便欧委会不选择与
欧洲理事会合作提出政策动议ꎬ它也未必能实现对该权力排他性的占有———理事会与
欧洲议会也会就某些政策达成一致后联合向欧委会要求后者提出政策动议ꎮ 如前所
① Ｇ. Ｓａｂａｔｈｉｌꎬ Ｋ. Ｊｏｏｓ ａｎｄ Ｂ. Ｋｅｓｓ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Ｋｏｇａｎ Ｐ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６－８.
② Ｐ.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 Ｌａｗꎬ ｐｐ.３５－４０.克雷格教授对这一判断进行了反驳ꎬ但
这一反驳并非是本质上的否定ꎬ即虽然欧洲议会的选举仍然是“ 次级选举” ꎬ但其重要性已逐渐增强ꎮ 多数学者
对这一判断仍然持赞同的观点ꎮ 欧洲议会选举被认为是“ 次级选举” 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ꎬ关于欧洲
议会议员的独立性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举方式ꎻ第二ꎬ关于欧洲议会选举与欧盟政策之间的相关性ꎮ 就前者而
言ꎬ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议员候选人的提名权仍然由成员国政党所掌握ꎬ并且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的最终决定
权仍然掌握在由各成员国国家或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手中ꎮ 因此ꎬ尽管克雷格教授认为ꎬ欧洲理事会不太
可能提名与欧洲议会的多数党或多数党联盟不一致的候选人ꎬ但欧洲理事会关于欧委会主席候选人的最终提名
权也会同时对欧洲议会多数派主张的人选构成限制ꎮ 就后者而言ꎬ欧盟选民在欧洲议会选举投票时所关注的议
题和政策仍然主要是成员国而非欧盟层面的ꎬ他们对欧洲议会议员的选择几乎很难与其在欧洲议会中的工作或
所主张的欧盟政策进行联结ꎮ 既然选民投票的主要依据是成员国国内而非欧盟层面的议题和政策ꎬ那么他们首
要关注和参与的选举自然是可以导致本国政府和政策更迭的国家层面的选举ꎮ
③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ｐ.４９.
④ Ｄ. Ｋ. Ａｌｌｅｒｋａｍｐꎬ “ Ｗｈｏ 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ｍｉ￣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Ｐ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ꎬ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ｒｔｏꎬ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２４－２６.
⑤ Ｐ. Ｃｒａｉｇ ａｎｄ Ｇ. Ｄｅ Ｂúｒｃａꎬ ＥＵ Ｌａｗ: Ｔｅｘｔꎬ Ｃ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ｐ.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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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ꎬ欧盟委员会在政策动议权方面由于共享而招致的损失通过动议的高通过率和对其
他欧委会仅拥有有限权力的领域的参与得到了补偿ꎮ① 综言之ꎬ在目前的政治权威结
构和机构权力互动中ꎬ基于政策动议权共享、欧洲理事会主导的行政决策模式或许是
欧委会可以获得的最不坏的结果ꎮ 在这种模式下ꎬ欧盟层面的行政决策和管理走向了
类似于成员国国内政治部门和公务员部门的决策和管理的二元模式:欧洲理事会掌握
着确定欧盟政治议程和做出重大决策的权力ꎬ欧委会则因其享有的法定政策动议权将
欧洲理事会的决策通过立法程序变为立法ꎬ或者因其行政管理权力对既定决策予以执
行和落实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让欧洲理事会出场的那些因素并未消失而是仍在持

续:(１) 共同体基本框架缺少全局性的政治领导ꎻ(２) 一体化的深入越发触及重大敏感
问题而需要成员国最高层直接谈判ꎻ(３) 一体化进程中的挫折和反复需要强大稳定的
政治保证ꎻ(４) 国际上的挑战迫使各成员国领导人加入欧盟决策过程ꎮ② 推进一体化
需要欧盟层面的最高政治机构的支持和保证ꎬ而在目前ꎬ这一最高政治机构只能是具
有最强民主合法性支撑的欧洲理事会而非欧盟委员会ꎮ 这一行政权的再分模式在欧
洲理事会设置常任的主席制度和欧元区债务危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ꎮ 常任主席
的设置使欧洲理事会拥有了更多决策的制度条件ꎬ可在政策制定方面具备更多的连贯
性和细化的条件ꎮ 而在欧洲债务危机中ꎬ作为欧洲理事会的“ 欧元区版本” 的欧元区
首脑会议更是在救市决策方面发挥了核心角色的作用ꎬ欧委会则弱化为救市计划———

也属于欧盟政策———的执行者和政策落实的监督者ꎮ 一体化危机的解决对上述行政
决策与执行二分模式的呼应和强化事实上也验证了对欧洲理事会作为最高政治和决
策机构的制度需求ꎮ

五

行政决策权名实分离模式的问题

上述基于政策动议权共享的行政决策权分配模式回应了欧盟委员会作为法定决
策者的民主合法性与权威不足的问题ꎬ同时也回应了一体化进程中最高政治机构缺位
① Ｔ. Ｂöｒｚｅｌꎬ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
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８ꎬ Ｎｏ.２. ２０１０ꎬ ｐ.２０６. 例如ꎬ在内务和司法领域ꎬ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便联合提出五年议
程ꎮ Ｓｅｅ Ｄ. Ｃｕｒｔｉｎꎬ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ꎬ ｐ.７.
② Ｊ. Ｗ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ｐｐ. １９－２０.

６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的问题ꎮ 然而ꎬ与此同时ꎬ新的问题亦随之而来ꎬ其部分来源于行政决策权的名实分
离ꎮ
首先ꎬ行政决策权分配模式中的名实分离意味着欧盟机构在具体制度实践中对
« 里斯本条约» 的规则进行了明显的规范改写ꎬ而这并不是通过条约修改程序实现的ꎬ
因此可能构成对欧盟的“ 法治” 原则的背离ꎮ 对此批评的一个可能回应是ꎬ欧洲一体
化是一个“ 进行中” 的事件ꎬ欧盟的“ 法治” 也是一种“ 转型期法治” ꎮ 在“ 转型期法治”

的暂时状态中ꎬ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并非优先价值ꎬ制度实践突破字面规定是一种
常态ꎮ 即便如此ꎬ以条约并未规定的非正式决策程序取代条约法定的决策模式从长远
看会损害欧盟的合法性ꎻ考虑到法律在欧洲一体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ꎬ① 对法律的
突破一旦得到鼓励和重复实践ꎬ“ 超越法律” 的治理模式将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稳定性ꎮ
其次ꎬ此种名实分离的行政决策权分配模式损害了欧盟的机构平衡原则以及以机
构平衡原则为制度呈现的成员国之间的平衡ꎬ从而激化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对
立ꎬ由此成为一体化进程的潜在威胁ꎮ 作为欧盟法律体系的宪法原则之一ꎬ机构平衡
原则的实质是成员国利益之间的平衡:② 欧盟机构分别代表各自的一体化路径ꎬ不同
的一体化路径实质上又是不同利益优先偏好的表现ꎮ 一方面ꎬ众所周知ꎬ欧洲理事会
和欧盟理事会代表着成员国的利益ꎬ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代表着欧盟整体的利益ꎻ
另一方面ꎬ在采取政府间主义路径的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中的决策方式已经被证
明有利于大的成员国ꎬ③小成员国只能通过欧洲议会尤其是欧盟委员会的“ 平衡利益”
的职责④来获得一定的救济ꎮ 然而ꎬ当欧委会选择接受欧洲理事会的行政决策并成为
其执行者时ꎬ实际上意味着其放弃履行条约所赋予的平衡大小成员国之间利益的职
责ꎬ欧委会制度角色的不作为使欧盟层面失去了最重要的利益平衡的守护者ꎬ小成员
国的利益在这种决策模式下失去了重要的维护和救济途径ꎮ 甚至在欧债危机期间ꎬ欧
委会与欧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所谓“ 三巨头” ꎬ代表已经做出决定的欧洲理事
会与债务国如希腊进行谈判ꎬ本应作为中立仲裁者的欧委会的制度角色已经难以辨
① 关于法律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ꎬ参见 Ｍ. Ｃａｐｐｅｌｌｅｔｔｉꎬ Ｍ. Ｓｅｃｃｏｍｂｅ ａｎｄ Ｊ. Ｈ. Ｗｅｉｌｅｒ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ａ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１ꎬ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ꎬ １９８６ꎮ
② Ｋ.Ｌｅｎａ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Ａ. Ｖｅｒｈｏｅｖｅｎꎬ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Ｕ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ꎬ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ｏｅ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ｎａｕｄ Ｄｅｈｏｕｓｓｅ ｅｄｓ.ꎬ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３５.
③ Ｊ. Ｔａｌｌｂｅｒｇꎬ “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６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７０３.
④ « 欧盟条约» 第 １７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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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ꎮ 在此情况下ꎬ小成员国只能寻求体制外的利益保障与救济方式ꎬ在欧盟内部组织
次级团体就成为选项之一:由中东欧国家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
机期间的角色得到明显强化即是一种标志ꎮ
再次ꎬ此种行政决策权的分配模式还给欧盟层面权力的民主监督与制衡带来了挑
战ꎮ 行政决策权的名实分离是名义决策者( 或法定决策者) 与实际决策者的分离ꎬ二
者分离意味着对实际决策者行使权力的民主监督机制必须“ 刺破名义决策者的面纱”
而直达实际决策者ꎮ 然而ꎬ现行条约下对欧盟决策权的监督都是建立在欧委会作为决
策者的前提下的———欧委会主席和委员的选任罢免和报告问责在« 里斯本条约» 得到

强化ꎬ即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对决策监督的增强ꎬ都是以欧委会的权力行使作为监
督对象ꎮ 行政决策权的名实分离在此种制度配置下产生的问题是名义决策者的有责
无权和实际决策者有权无责ꎬ这意味着对欧盟层面真正的行政决策的行使缺乏有效的
监督和问责ꎮ 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各成员国或政府首脑———虽然会受到国内的政
治问责机制的监督ꎬ但这种监督内容大多仍关注于国内政策议题而非他们在欧盟层面
实施的措施ꎻ欧洲理事会的集体决策机制也会产生真正的决策者不可辨识的问题( 即
“ 集体负责的集体不负责” ) 从而使得国内选民缺乏必要的信息进行监督和问责ꎮ①

最后ꎬ将欧洲理事会确立为最高政治机关虽然回应了欧洲一体化中最高政治机关

缺位的问题ꎬ但是伴随着欧洲理事会对欧盟事务决策从基本方向的把握走向具体事务
的决断ꎬ集体决策的最高政治机关参与具体事务决策的弊端也开始显现ꎮ 在最高层针
对政治事务进行谈判和做出决定的问题包括:“ 错误的不可挽回性、将做出的决定在
性质和数量上的限制错误判断和策略失误可能会发生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改
正” ꎮ② 此外ꎬ“ 价值 / 政治问题技术手段解决” 是降低冲突的通用路径ꎮ 然而ꎬ将越来

越多的欧盟具体事务的决策权从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转移到最高层的欧洲理事会的
做法恰恰与该路径相违背ꎬ很可能导致冲突的增加ꎮ 此外ꎬ还应注意到ꎬ最高层集体决
策所享有的政策自由裁量权是以各国立法机关的角色被侵蚀和内阁部长的权力削弱
为代价的:成员国行政首脑通过欧洲理事会协调欧盟议题立场的灵活性和裁量空间固
然是必要的ꎬ但这一裁量权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在成员国国内的立法—行政关系和政府
① Ｐ. Ｎｏｒｒｉｓꎬ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ｆｉｃｉｔ”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３２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７ꎬ ｐ.２７５.
② Ｊ.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Ｍ. 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５４－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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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结构中ꎬ政府行政首脑相对于成员国议会和内阁部长( 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外交部
长) 的权力及影响力都得到了增强ꎮ 由于国家主权从成员国向欧盟转移以及欧盟层
面决策权力向欧洲理事会集中ꎬ作为欧洲理事会成员的成员国行政首脑在政治政策制
定中的角色得到了强化ꎮ 行政首脑在欧洲理事会的集体决策模式促使成员国议会不
但在事先授权方面赋予了行政首脑更多的政策自由裁量空间ꎬ其特点也使成员国议会
对本国行政首脑参与欧盟决策的政策进行事后问责愈发困难ꎮ 其次ꎬ欧洲理事会在制
定欧盟统一外交政策中扮演了主导角色ꎮ 因此ꎬ有权参加欧洲理事会会议的行政首脑
而非外交部长在事实上获得了外交政策上更多的主导权ꎮ 成员国外交部长对外交政
策制定的影响力则相对下降ꎮ 如果经济治理、财政政策等更多国家主权转移到欧盟层
面的话ꎬ那么成员国政府中负责相应事务的部长的地位很可能进一步被削弱ꎬ乃至沦
落为事实上仅负责政策执行的次要角色ꎮ①

结

论

欧盟层面的行政权分配问题反映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持续存在并发展的非正式
规则及其与正式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ꎬ以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由欧洲理事会决策、由
欧委会执行的行政权力配置的非正式规则取代了« 欧盟条约» 中有关政策动议权行使
与欧委会 / 欧洲理事会权限分配的正式规则ꎮ 这个过程是以政治权威的归属及其强弱
为支点的ꎮ 换言之ꎬ是政治权威分配的实际状况改变了« 欧盟条约» 中的权力分配安

排:权力的行使有赖于权威的支撑ꎬ有关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分离的规则几乎不可避
免地面临被现实改写的命运ꎮ 在一体化过程中ꎬ欧盟内部的政治权威仍主要位于成员
国而非欧委会ꎬ这促成了欧洲理事会在关涉一体化的重大决策尤其是应对一体化危机
时的“ 出场” ꎮ 然而ꎬ尽管欧洲理事会“ 出场” 的必要性毋庸置疑ꎬ但它不只改变了欧盟

的决策模式ꎬ更改变了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权力分配尤其是权力之间的制衡和监
督机制ꎮ 成员国首脑在欧盟决策和国内的行政—立法关系两个维度上的权力得到相
对的强化ꎬ对欧盟和成员国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更难以实现ꎮ 此
外ꎬ在成员国之间ꎬ政府间主义机构( 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 在欧盟决策中的主导
角色以及欧委会维护欧盟内部利益平衡的角色弱化进一步导致了欧盟成员国不同集
① Ｋ. Ｍ.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Ｊ. Ｔａｌｌｂｅｒｇꎬ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ｅ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ＥＵ Ｓｕｍｍｉ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２０８－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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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之间的对立ꎬ小成员国话语权的削弱及其对此做出的抵抗对欧盟的团结和一体化深
化造成了损害ꎮ 一体化深化进程推进得越快ꎬ这种裂痕可能会越深ꎬ二者相伴相生ꎮ
欧盟行政决策权的名实分离实际上是成员国对一体化进程承诺的名实分离的体
现ꎮ 作为一个以自愿让渡主权为前提的进程ꎬ欧洲一体化事实上是一个连续的政治性
决定的结果ꎬ政治逻辑而非法律逻辑仍是一体化的主线———即便欧盟司法机关通过能
动主义建立了内部市场ꎻ“ 通过司法的一体化” 得以实现的部分原因仍在于“ 通过政治
的一体化” 对前者的容忍ꎮ « 欧盟条约» 中关于欧盟行政决策权力分配的规则体现了

成员国对主权让渡的名义容忍限度ꎬ而行政决策权的实际运行模式体现了成员国对欧
盟机构行使成员国让渡主权的真实的容忍限度ꎮ 欧委会角色的异化———从大小成员

国利益的平衡者变为大成员国主导的欧盟决策的执行者———即是这种紧张关系的结
果ꎮ 欧委会角色的异化和平衡利益的现实需求之间的落差将引发争议和讨论ꎬ从而为
未来的条约修订对该问题做出制度设计上的回应提供了机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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