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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摘

要

中国政府釆购立法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目前也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政府采购制度，
但无论是在立法思路、立法模式、价值目标和基本原则上，还是在政府采购的适用范围、
采购方式和程序、监督救济等具体制度上均存在诸多缺陷，致使实践运行中暴露出诸多
问题，严重制约政府采购制度目标之达成。从行政法视角出发，通过立法手段建立政府
采购的独立监管部门、对现有体制内监督与管理的权力分离，形成涵盖采购人、供应商
及第三人等相关利害关系人救济方式的救济制度等，探索目前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的现
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对国内外关于政府采购各类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搜集、鉴别和整理，以文献研究法入
手，分析国内外政府采购法律实施中遇到的各类现实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和
解决对策。由此汇总我国政府采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购原则和采购方式设置不合理、
专业化人员考核和资格认定立法缺失、对政策性目标的实现没有具体的规定、采购监督
主体缺乏独立性和政府采购行政救济程序设置不够完善。
从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财政部行政不作
为案和广州格力诉广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案等典型案例入手，分析这些案例所展现出来
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方面的问题和缺陷，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问题的成
因主要在于相关行政性立法有瑕疵、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存在矛盾、专业化人才培
养机制匮乏、行政救济措施有待优化和部分政府采购相关规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这几
个方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美国作为最早进行政府采购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采购的
行政法规制措施和经验上相比我国有着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通过比较研究法，从英美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治理的经验入手，可以看到英美两国在采购原则上更倾向于绩效最
优原则，在采购方式上更加灵活和多样，在政策目标的实现上更倾向于从完善立法角度
入手进行推动，在监督机构的设置上注重独立性和权威性，在采购人员的管理上注重职
业资格认定和专业化人才培养。
在借鉴其他国家政府采购立法和程序设计上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吸收适合于我国
国情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提出了针对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问题，建议完善立法、
构建行政法规制体系、提高行政救济水平的结论。
关键词：政府采购；法律机制；监督机制；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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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systematic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e legislative ideas, legislative models, value objectives
and basic principles, as well as in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curement
methods and procedures, supervision and relief and other specific systems, which result in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e and seriously restri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goals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aw, set up an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rough legislation, separate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power within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form a relief system
covering the relief methods for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purchasers, suppliers and third
parties, etc..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solutions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ivities.
This thesis collects, identifies and collates all kinds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tarts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various re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these problems.
From the typical cases, such as Beijing WEAL Trade&Development Co.,Ltd sue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for administrative inaction, and Gree Electric Appliances （Guangzhou）
Limited sue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of Guangzhou , which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isplayed in these case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aus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urement system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China are mainly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relevant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and the tendering and bidding law, the lack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s, the need for administrative relief measures to be optimized,
and som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lated regulations that are not fully integ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tones from other mountains may be used against jad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earliest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ve many
places worthy of reference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experience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star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Anglo-America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we
can see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more inclined to the principle of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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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in the principle of procurement, and are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in procurement method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it is more inclined to
promo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fecting legislation, focusing on independ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setting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tal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procurement personnel.
On the basis of drawing on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and procedure design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thesis absorbs the excellent
experience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learns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puts forward the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on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blems,
suggest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build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level of administrative relief.
Key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al mechanism; Oversight mechanisms; Relief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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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论

第1章 绪 论
政府釆购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釆购制度产生于 18 世纪末，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府釆购制度，世界
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府釆购国际性惯例。建立政府采购制度
有利于市场经济国家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 1995 年，上海政府专项设备采购试点的设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①》
（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15 年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的政府采购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从行政
法的视角来看，政府采购的主体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经济
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生存需要的双重目标；政府采购的资金
来源是国家财政性资金，是对公共资金的外部支出与使用。这就使得政府采购具有明显
的行政性。
从近年来越来越频发的政府采购领域相关案件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采购有两个明显
的突出问题，一是质次价高，出现引人注目的“豪华采购”、“天价采购”、“质量不
高”等问题。二是救济制度不够完善，导致政府采购不但没有实现促进廉政建设的目的，
反而从某种意义上，成了腐败的手段和温床。

1.1.2 研究意义
政府采购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
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政府采购”首先是“政府”的一项财政资金支出管理行为，本质
仍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也就是说，政府采购及其制度的性质属性才是政府采购问题研
究的出发点，因此对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研究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行政法视角出发，探讨通过立法手段建立政府采购的独立监管部门、对现有体制
内监督与管理的权力分离、建立涵盖采购人、供应商及第三人等相关主体的救济制度等
方式，分析目前政府采购活动中产生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2 文献综述
政府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 2002 年 6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通过，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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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0 世纪 90
①

年代起，中国的政府釆购立法开始起步，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系统的政府采购制度。对
于现代政府采购而言，政府采购由财政管理手段已上升为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工具
之一[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采购量的逐年增加，其在立法思路、基本原则、适用
范围、采购方式、监督体系和救济制度等方面，暴露出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根本目的的实现。

1.2.1 国内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研究
在我国，有关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研究尚属于初始阶段，回顾 1994 年以来中国
学术期刊网（CNKI）上有关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的学术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为
对象进行查阅和检索。检索词采用篇名检索，时间均为 2004-2018 年，检索期刊为全部
期刊，以“政府采购”一词进行检索，精确检索共得到 1794 篇文献；以“政府采购的
法律规制研究”一词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 28 篇文献，以“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研究”
一词进行检索，精确检索则为 1 篇中文文献。由此可见，关于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
制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但也可从数据中看出学者对政府采购问题研究的重视程度很高，
对政府采购各类问题进行的分析成果也十分丰富，本文则以现阶段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制
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探求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对策。
（一）政府采购的特征
政府采购的特征使其与一般采购区别出来，这一点在各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上都有所
体现。曹富国、李庭鹏、李爱斌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法的适用》中提到，美国联邦政
府经美国国会授权，负责支付债务的同时为美国人民提供国防和福利服务，这在美国法
学界被认为是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政府采购的宪法渊源。这体现了政府采购资金来源的公
共性，采购主体的特定性以及采购程序的公开性等重要特征。
（二）我国政府采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政府采购法》起草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探索时期，计划经济
痕迹明显。实践运行中伴随着政府采购业务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国内学者们对政府采购
的法律性质、价值取向、程序设计等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徐雪荣和弓淑芬在《事业单位政府采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中指出，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主要存在依法采购意识不强、采购预算不准确、缺乏专业采
购人员和绩效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李国强在《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运行机制研究》中分析了我国政府采购主要的成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第 2 款：政府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
行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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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探讨了加入 GPA 对中国的影响和应对建议，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
了政府采购制度中比较受重视的重点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程云在《德国政府采购如何助推中小企业发展》中详细介绍了德国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具体对策——拆分招标，即将需要进行采购的项目进行细分，形成若干个小的项目
展开相应的招标。德国 “拆分招标是常例，而不拆分则是属于例外[2]” 的规定对我国
政策目标落实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刘慧教授在《开放环境下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与改革问题》中也提到，由于我国政
府采购面临环境的改变和采购制度目标的偏离，政府采购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文
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开展顶层、系统设计，同时还要为实际操作留有一
定的空间[3]。
杨勤法在《论政府采购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兼评欧盟政府采购协定(GPA) 》中
也通过分析欧盟政府采购协定与 WTO 政府采购协议的内容，提出我国政府采购法可以
吸收参考的一些对策。
周晓吉在《论政府采购中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中，针对规制政府采购实践中的商
业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责任体系、强化程序控权、解决法律冲突、建立政府采购
公益诉讼机制、加强政府采购电子化相关立法等对策。
毕晶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壁垒现状与合作前景——基于中欧自贸协定谈判框架下的
研究》中，通过厘清欧盟方面在其对外所签署的 FTA 中有关政府采购内容的安排，特
别是在该研究报告中对于中方的诉求，阐述中国加入 WTO 政府采购协定谈判的出价情
况，特别是澄清六次出价中所做出的努力与改善，分析中欧双方在各自政府采购市场领
域的壁垒现状，最后阐述中欧自贸协定框架下的双方政府采购领域合作前景[4]。
综上所述，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政府采购现存的问题基本已经得
到了共识，但解决的对策尚存在很多争议。对外国先进成熟做法的借鉴如何能与我国的
实际国情相结合，是我国下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制度需要考虑的问题。

1.2.2 国外政府采购相关研究
（一）政府采购的制度发展和立法特点
对外国政府采购先进立法经验的吸收，首先要考察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体系的建
立过程。开展政府采购较早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都是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来保障政
府采购的顺利进行。与我国相比，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相对较为完备，法律体
系也较为健全。当然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都需要经历产生、发展
及完善的演变过程。
Martin Trybus 博士在 2011 年发表的《欧共体法律中的公共采购》中提到，美国和
欧盟在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构建上，都是先制定了主要的基本法律，然后在基本法
律原则的规范下，进一步制定其他相关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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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G. Amos 发表了 Changes in U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olicy，指出美国通过府
政策手段大幅削减“MIL”规范和标准的使用，这一举措为政府采购行业推进“基于绩
效”的行业标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分析了美国政府“基于绩效”的新标准在政府授
权采购行为中的预期后果，并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除了立法内容的详细和完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立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基本
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确立了政府采购过程中的透明度、竞争性、公平公正
公开等原则。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立法还注重推进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Shigeki
Kusunoki 对于日本政府采购的社会政策目标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 Japan’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gimes for Public Works，文中指出社会政策目标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采购立
法以及实践中，均被赋予了普遍性的关注[6]。
（二）政府采购立法和机构设置的改进建议
各国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所追求的目标，会因各国本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差
异而有所不同，但维护公共利益的总原则没有改变。1929 年，美国学者 Russell Forbes
出版了《政府采购》，这是政府采购理论史上的第一部关于论述政府采购问题的专著。
书中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采购情况，对比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区别，列举了集
中采购精简人员、成本低廉的优点，提出了政府采购应当严格选拔、建立职业化政府采
购队伍等建议。
W.Noel Keyes 在 Government Contracts 中指出。美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最明显的特
征，就是对救济程序的设计。在美国根据争议发生时所处的政府采购不同阶段，将适用
对应的救济程序。
Robert R.Hunja 在 Obstacles to Public Procurement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中
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改革的建立公共采购制度阶段，其主要目的还在节省政府
资金和提高公信力这个层面[7]”观察其他国家政府采购对外开放的一些应对措施，对应
我国国情和政府采购的现状，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优秀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借
鉴和参考。
（三）其他政府采购相关研究
Christoph E. Boehm 在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Purchases Affect the Multiplier?中通过对短期政府投资冲击的财政乘数小于政府消费
冲击的分析，得出包含大量政府投资成分的财政刺激方案在刺激总需求方面可能无法达
到人们预期效果的结论[8]。
Hichem Klabi 和 Sehl Mellouli 等 在 A reputation based electronic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odel 中，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声誉模型[9]，意在通过比较在选择供应商的过
程中，声誉与价格的整合以及不整合的情况，来降低政府采购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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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Stefano Patrucco 和 Helen Walker 等在 Which shape fits best? Designing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中，为公共采购组织设计提供了一个
概念框架[10]，并在威尔士和意大利 15 个地方政府的采购部门进行了测试，用以区分公
共采购活动的组织方式的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和流程层面。
Sharifah Buniamin 和 Norkhazimah Ahmad 等在 Gree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actices (GGP) in Malaysian Public Enterprises 中分析了绿色政府采购[11]对提高可持续
发展的推动作用和面临的主要障碍。
Sidhartha S. Padhi 和 Pratap K.J. Mohapatra 发表 Detection of collusion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uctions 通过对印度共和国国务院建筑项目的采购拍卖数据的说明，进行了
政府采购在拍卖中串通行为过程控制研究。
Apostolos Serletis 和 Asghar Shahmoradi 在 Consumption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中，采用微观经济学和聚合理论的方法对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
实证分析，并得出政府购买是私人消费的替代的结论。
Dakshina G. De Silva 和 Timothy Dunne 等在 Disadvantaged business enterprise goals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acting: An analysis of bidding behavior and costs 中通过使
用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发现和比较了在德克萨斯州的一类沥青工程与表面处理有关的实
价投标的成本[12]。通过案例分析和数据比较等方式，得出分包目标并不会影响政府采购
项目的成本结构的结论。

1.2.3 简要评价
虽然众多学者都对政府采购立法和机构改革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且分别提
出了各种改进意见和建议，但至今未有获得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统一定论。他们中有的观
点、看法存在共识，但我不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近年来，我国的政府采购为了充实完
善制度体制，构建规范文明、监督到位的工作机制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对于政府
采购最根本的《政府采购法》，在施行 16 年后，其中的一些不合理、不完善、不适合
于现在实际的内容，虽然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颁布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完善
和更新，但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和矛盾之处需要进行修订。笔者认为，应通过制度完善和
流程监管的方式，将采购原则从“价格最低”向“绩效最优”逐步调整，同时建立政府
采购职业资格制度，完善专业培训和教育体系，并通过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优化权利
救济程序等手段，来使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制更加健全、更加规范。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对文献的搜集、鉴别和整理，尽可能全面、正确地对所要研究
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通过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分析和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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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方法。本文绝大部分章节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国内外有关政府
采购的法律规制的论述，分析国内外政府采购法律实施中遇到的各类现实问题，以及这
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从行政法角度理解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内涵，并对完
善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的途径及方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

1.3.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就是研究物与物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相似性或差异性的学科方法。比较研
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通过对比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
探寻其中的普遍和客观规律的方法。本文第四章重点采用了比较研究法，主要以中国和
英美两国针对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两国与我国政府采购法律规
制方面的差异、产生原因和取得效果等，吸收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
探索出更适合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路径。

1.3.3 实证分析法
本文第三章重点采用了实证分析法，通过介绍国内著名的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诉财政部行政不作为案和广州格力诉广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案等典型案例，以及
这些案例所展现出来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方面的问题和缺陷，分析这些问题和缺陷产
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4 创新点
1.4.1 提出了设立政府采购职业资格制度的建议
这一建议主要体现在本文第五章第一节第二部分，推进政府采购职业化是提升我国
政府采购专业化、国际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政府采购对经济的影响不断提高，对政
府采购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
的政府采购职业资格体系，完善我国政府采购职业资格认证、教育和培训等相关管理制
度，对我国政府采购整体的专业化水平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

1.4.2 提出了将采购人纳入行政救济范围的建议
通常由于政府采购的采购人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具有一定行政职
能的机构，在行政救济的立法上，我国和世界各国都更多的关注于供货商和潜在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采购人自身往往也会因为供货商提供虚假材料、
不按合同履约等情况造成种种损失，而没有适当的救济渠道。本文第五章第三节主要阐
述了这一建议，将采购人纳入行政救济范围，可以更好地完善政府采购行政救济体系，
对政府采购的各方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都提供应有的保护和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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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概述
政府采购这一行为实际上随着国家这一概念的产生而产生，而在立法意义上的政府
釆购相关法律法规，则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二百余年的不断发展，目前
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釆购法律体系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相关的国际组织也通过
发布政府采购的国际协定等方式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在中国，关于政府采
购的立法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实践和发展中也根据本国国情建立了一套政
府采购制度体系。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了解政府采购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情况，才能
为其行政法规制研究奠定基础，因此对于政府采购确定一个明确的含义和对其特征进行
深入分析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1 政府采购的含义及特征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开放，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
于国家优化财政支出管理，规范政府采购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研究，首先要从其含义和特征进行了解
和分析。

2.1.1 政府采购的含义
政府采购的立法活动最早萌发在 18 世纪末 19 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
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关
负责使用国家经费购买政府的办公物资。1782 年英国成立“文具公用采购局”
（Stationary
Office），最先使用招标采购的采购方式进行政府办公物资的采购，这是招投标这一采
购方式在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1778 年的美国出现了采购成本的严重超
支和采购过程中的舞弊现象，为了制止采购委员的不当行为，美国国会于 1792 年通过
了第一个《联邦政府采购法案》，此后，美国政府不断修正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1861
年美国制定的法案提出对于开展的每一项采购业务，都必须有三个以上的供应商参加。
1868 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规范了公开开标的制度、程序和规范，并规定了采购合同的
授予程序。
政府采购制度最初发源于发达国家在公共财政支出过程中的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经
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西方国家的政府采购制度建立的最初目的，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职责，一是防止政府采购人员的不当行为，二是促进商品市场的自由买卖。
随着 1929 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凯恩斯主义学派”思想的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
采购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从单一的规范功能逐步向多元化的功能方向前进。
与英美等政府采购制度建设起步较早，体系已经较为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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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制度起步较晚。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自 1996 年
起，我国分批次先后在上海、深圳、河北等地设立政府采购试点，这也是我国实际意义
上的政府采购活动的开端。1999 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
管理暂行办法》，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03 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我国政
府采购逐步进入依法采购的管理轨道，其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政府采购在节约资金、
抑制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自政府采购产生到如今，在我国关于政府采购的定义也只是从法学界所提出的几大
方面的内容进行界定：（1）语义分析法。比如我国法学界著名的学者马海涛曾经在其
著作中指出政府采购行为就是政府为了满足社会上对于公共产品服务需求的一种采购
行为[13]。政府的采购行为与私人采购行为最大的在于其行为主要是为了服务社会公众；
（2）规范定义分析法。比如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中就对政府的采购行为进行明
确的定义。除此之外法学界的学者如曹富国和何景成先生也尝试参考国际规范《政府采
购协议》，认为政府采购行为是政府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企事业单位，为了更好地
行使政府的职能，维护公共利益不受到损害，使用公共资金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
为[14]；（3）概念要素分析法。也有法学界的学者如王亚琴认为对政府采购进行定义，
应该涵盖采购实体、资金来源、采购程序、目的、内容等概念要素[15]。
各国际组织对政府采购的概念也各有不同，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政府采购协议》中，对政府采购的概念，定义为“政府采购是成员国
的中央政府、次中央政府采购、租赁货物、服务，工程及公共设施的购买营造。” 政
府采购被纳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经济管理领域
的时间与政府采购产生的时间相比较为落后，最初是由于 1995 年底，出于促进亚太经
合组织各成员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市场开放，同时应对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对成员
国的对接和参与要求，1995 年 12 月在日本的大阪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和领导人
会议，会议将政府采购正式列入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十五个具体领域，
并提出了各成员国应于 2020 年之前对彼此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要求。会议还提出
将制定《政府采购非约束原则》，并要求发达成员在 2010 年开始，全体成员于 2020 年
起统一执行。《政府采购非约束性原则》因而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对全体成员政府采购行
为约束的准则，同时也提出了广泛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政府采购原则，如透明度、公开、
公平、有效竞争、物有所值、国民待遇等原则。虽然各国和国际组织在立法上对政府采
购的概念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和表述，但是一般来说，都会包括采购主体、资金来源、程
序、目的和原则等内容。
而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中，对政府采购的概念表述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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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上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行为。”从立法角度来说，作为国家法律的《政府采购
法》，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也为我国关于政府采购立法的理论
研究和之后对政府采购的操作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政府采购
的主体的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具有行政权力的机构，他们的性质因法律
法规的授权均是行政主体；政府采购运用的资金性质是财政性资金，它是是公共财政的
外部支出与使用；政府采购目的是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生存的双重需要。以上因
素使得政府采购具有明显的行政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采购的地位在世界各国都越发重要起来。根据国际惯例，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到当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10%。在中国，全国纳
入监管的政府采购规模由早年的一千亿元增加到 2019 年的三万多亿元人民币，占 GDP
的比重也由 1.0%上升到 4%[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政府采购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

图 2.1 部分省份已实施的地方政府采购法规 ①
Fig.2.1 Loca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gulations in force in selected provinces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政采法规相关内容数据整理而得。

《政府采购法》出台以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制定并出台了本省或直辖市的政府采
购管理办法，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2003 年政府采购法出台后，国务院相关部
门和多个省市以政府采购法为作为框架，陆续起草并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
规（见图 2.1），范围涵盖了体制机制、执行操作、基础管理及监督处罚等额各个方面
的内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开放，
我国的政府采购立法还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探索和完善。

2.1.2 政府采购的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与资金来源的公共性
政府采购的主体通常来说，指的是政府机关部门，但各国从法律角度上界定的政府
①

本表仅统计政府采购法出台后，省级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不包含具体工程、货物、进口设备等方面

的地方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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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主体概念，在范围上是有所区别的。目前全世界不同国家对于政府采购主体的认识
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比如有的西方国家将政府采购主体定义为政府特殊的机关工作
部门，有的国家则是尝试从立法层面上规范国家采购主体的范围，并将公共组织与国企
纳入到采购主体中去。然而尽管不同国家对于政府采购机构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但是这些认识中存在着一点共识就是都认为政府采购机构与社会上其他采购主体存在
着本质上的区别。政府的采购机构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性资金或公共资金运转的，而政
府的采购行为的资源来源主要来自国家财政资金，而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类公共资金均是
通过公共渠道所取得的资金，这也是政府采购区别于一般民事采购和商事采购的重要特
征。通过政府采购，可以满足政府政务的需要，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其主体的职
能，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政府职能体系。
关于财政性资金，我国《政府采购法》作了解释“本法所称财政资金，是指财政预
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总称。”一般来说，这两类资金来源于税收和政府部门及所属
事业单位依法收取的费用以及履行职责获得的其他收入。
（二）对象的广泛性与目的的公益性
政府采购的对象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根据国际惯例和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一般来
说，政府采购的对象可以按照货物、工程和服务分为三个大类，每个大类之下又有具体
的很多小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对于政府采购的对象会有不同的倾向和侧重，如相
对落后的国家货物采购的量会相对较多，较发达地区又会相对侧重于对服务的采购。然
而不论采购的对象类别如何，都是通过竞争性交易的手段，从市场取得，从而保障公共
财政的支出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进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随着社会的
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步，政府采购的对象也逐渐广泛化和多样化。通常来说，政府采购
与个人采购具有一定的共性，即通常是采用竞争的方式来进行，而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在于，政府采购的目的不仅营利，还要在节约资金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良性有序发展，
保护国家利益，实现一定的宏观政策目标，这也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益性特征。
（三）活动的法定性与程序的公开性
与一般采购不同，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具有行政性的行为，必须要做到依法行政，这
也是政府采购的基本要求之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
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这可以促
使政府采购活动在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调控下运行。例如，联邦政府经美国国会授权，负
责为全体美国公民提供国防和福利等公共服务并支付国家债务，美国国会的这项授权，
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政府采购的宪法渊源。日本的政府采购活动也是随着相关的政府采
购立法建设而建立起来的，在日本《会计法》及相关法律中，规范了中央的政府采购程
序，同时在日本《地方自治法》中，也对地方政府采购的程序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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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的公开性也要求其采购程序应当公开透明，整个过程应在完全公开的状态下进
行操作，从而经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政府采购是行政机关或事
业单位对不同供货商之间的选择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具有非常宽松的选择
空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公开原则是控制自由裁量权滥
用的有效方法，如果政府采购做不到在“阳光”下进行，权力寻租和腐败就不可避免。
政府采购应在采购主体、方式、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公开,并将采购结果进行公示，促
进财政支出的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提升政府形象，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及质疑。
（四）行为的政策性和效果的社会性
政府采购在推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执行中，通过政
府采购，可以一定程度上节约公共资金，扶持本国产业，加强对民族工业和中小企业的
保护，支持并鼓励具有科技创新性质的产品和项目,从而推进国家相关的经济政策目标，
进而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由此可见，政策性是政府采购
先天具有的重要属性。政府采购不仅仅是一项项具体的采购需求，其行为本身，也会对
市场、环境、科技发展等社会领域产生相应的引导和影响。例如 2008 年的四万亿投资
计划,其既定目标就是要刺激经济振兴,推进九大产业发展,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采购预算
和计划,明显远远超出为了维持政府运行所需要的必要额度，其目的更多是为了进行政
策性的宏观调控，也是政府采购社会性的体现。

图 2.2：政府采购的主要功能、目标和特征
Fig.2.2 Key functions,obj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政采法规相关内容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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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的区别
2.2.1 招标投标的含义
在实践中，与政府采购经常混淆的一个概念就是招标投标。招标投标是商品交易方
式和行为中的一个类别，在交易过程中作为两个方面得到体现。招标投标活动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 ①进行规范，是在商品经济高度
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在商品交易中的国际惯例，它体现了应用技术科学与市场经
济方法手段在市场的竞争机制下相互之间的作用。招标投标是一种有组织开展的竞争性
的择优选择成交对象的交易方式。招标投标这种交易方式，是在商品采购行为中，招标
人首先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提出采购项目和采购要求，从而吸引符合条件的大量投标
人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然后通过公告约定和法律规定的程序，组织具有技
术、经济和法律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对全体投标人进行评审，并从中选择最优的投标人
作为中标人的采购过程。招标投标的实质，就是以较低的成本取得相对最好的货物、工
程和服务。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检索为例，关于招标投标的研究要比政府采购晚一些，
文献篇数 3500 余篇，对于《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的冲突和适用方面的文献
37 篇。由此可见，在法律实践和法律研究中，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的严重冲突，在
法律适用中已经得到了相关各界的逐渐重视。

2.2.2 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的区别
政府采购法是政府采购活动的根本大法，也是政府采购活动最基本的法律依据。随
着政府采购的规模逐年发展，对国家政策落实的影响日趋扩大，在运行中也逐渐暴露了
我国政府采购立法在制度上不够完善等情况，也引起了很多现实问题。尤其是《政府采
购法》和《招标投标法》自两法颁布以来，由于二者内容上的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
两法在法律适用上的实际效果[16]。对两法之间的关系清理，和对两发在法律适用问题上
的明晰和界定，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合法合规施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两法规定的具体冲突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适用主体不同
《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体主要是采购人，即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采购行为的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依照政府采购法中对采购人的定义，国企、私企等市场
主体均不能作为政府采购法规范的采购人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主
体主要是指政府机关。
《招标投标法》所规范的主体是招标人，《招标投标法》中第八条规定了招标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于 1999 年 8 月 30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通过，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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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即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提出招标项目，并进行招标活动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招
标投标法》第三条第 1 款规定：“在我国境内进行的关乎公共利益和安全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事业、国有资金的投放和利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都要进行招标投
标。”由以上内容不难得出，《招标投标法》所规范的主体范围，包含所有满足提出招
标项目和进行招标活动这两个条件的单位，该法不仅适用于政府招标，也适用于民间私
人招标[17]。
这样一来，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如果遇到使用财政资金的采购人，采用招标投标
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那么在操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到底是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还
是《招标投标法》呢？依据两法规定，二者都可以适用，这将必然造成法律秩序的混乱。
（二）法定监管机构不同
按照《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政府采购执行监督管理的单位是各级人民政
府的财政部门，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具有对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
监督管理职责。而《招标投标法》第七条规定，负责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的单位是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同时，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还负责依法查处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生的
违法行为，并规定由国务院负责对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进行职权划分和责任界定。从法
条设置上来看，对政府采购的各个环节的监督，规定了相对的监督部门，然而实际操作
中，由于对各监督机关的职权界定不够清晰，遇到问题时，常常会出现监督部门之间相
①
互推诿导致不作为的情况。由“政府采购第一案” 之称的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

公司诉财政部行政不作为案件，即可看出这样的情况。该案的采购主体是国家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和卫生部，资金来源是财政性资金，采购对象也在集采目录之内，因此一审判
决依据《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规定，认定财政部应当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
职责。财政部在二审中，提出按照《招标投标法》，应当由国家发改委作为监督机构受
理并作出处理决定。此案将《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在适用上的矛盾显露无疑。
（三）信息披露规定不同
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监管部门财政部，指定的四个披露媒体分别是两份报纸
《中国财经报》和《经济日报》、一份杂志《中国政府采购》和一个网络平台《中国政
府采购网》；而《招标投标法》授权国家发改委，指定《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建设报》
《中国日报》《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作为信息披露主体。由此可以看出，在信息披露主
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委托两家采购代理机构采购相关仪器设备中，一家名为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现代沃尔")的公司两次投标报价中均为最低，却都未中标。为此，现代沃尔向财政
部投诉，但在规定时间内未获回复。为此，2004 年，现代沃尔将财政部起诉至法院，经过北京两级
法院的审理，财政部均告败诉。此案也被媒体称为"政府采购第一案"。终审判决后，财政部做出处
理决定，但现代沃尔不满财政部的决定，再次起诉财政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了这起行政诉讼
案件，6 月 19 日出具行政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财政部于 2014 年 5 月 9 日作出的《财政部
投诉处理决定书》；二、财政部应当于法定期限内针对现代沃尔的投诉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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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选择上，两法本身存在冲突，这种情况会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会导致供货商和
投标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管职责不清晰的原因，在信息取得上增加成本；二是导致出
现争议时，不仅供货商寻求对应的监督管理部门存在困难，监管部门进行监管时也会因
权责不清难以实施有效监管。

2.3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必要性
2.3.1 行政法规制是规范和约束政府采购行为的基础
行政法规制是指为了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根据宪法、立法
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法规和条例，是为了规范法律所赋予的行政权的
运营，通过立法手段实现对经济和日常行政管理的干预、约束和调控行为。对政府采购
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必须以行政法规制的手段，通过对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综合运用，
对政府采购进行调控和指导，从而实现调节引导市场市场经济管理的目的。

2.3.2 行政法规制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的前提条件
政府采购由于其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公共性、在执行中对政策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和
在运行中寻租行为频生的现状，对其进行行政法规制具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
着国家干预理论、寻租行为规制理论、政府职能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依法行政理论
等相关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和探索，对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各
国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条例的制定来规制和引导本国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从行政法规制的角度，深入分析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体系的缺陷和问题，探索和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是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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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现状、存在问题及
原因分析
我国政府采购从产生至今二十余年，虽然形成比一些发达国家晚很多，但发展十分
迅速。近年来采购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与最初相比，采购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政策支
持力度也在不断增大。然而任何机遇都伴随着挑战，随着我国政府采购的飞速发展，在
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3.1 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分析
3.1.1 我国政府采购现状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产生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其目的
是积极发挥国家财政职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我国自 1996 年起开始启动政府采购制度
试点工作，分别在上海、深圳和河北等地，相继设立了试点单位并以集中采购为中心进
行推广；1999 年，财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制度在当时作为政府
采购制度的基本规范在全国推行[18]；同年，又颁布了《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
详细规定了在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行政的监督管理办法； 2000 年，颁布
了《政府采购运行规程暂行办法》，进一步理顺政府采购制度的运行程序。这三个制度
文件即是在《政府采购法》制定之前，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
度的提现了《政府采购法（草案）》的指导思想。综上，《政府采购法》颁布以前的政
府采购活动，由各级财政部门负责严格监督监管，由集中采购单位为主的采购机关和供
货商作为主体进行。
2003 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从无法无章到有法可依，从无序混乱到规范竞争，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政府采购市场初步建立，管理机制不断改进，在加强公共
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反腐倡廉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政府采
购法》实施以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多个省市在政府采购法的指导思想下，逐步起草颁
布了相关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涵盖了体制机制、运行操作、基础管理及监督处罚
等各个方面的内容。2004 年，财政部颁布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采购管理办
法》（财政部令第 18 号），2009 年财政部启动了对 18 号令的修订工作。2014 年，国
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这是我国在行政法规层面规范政
府采购事项的主要规范[19]。2006 年，财政部在征求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政府
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讨论稿）》，2017 年正式颁布了《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87 号令）。
从这些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可以看出，首先政府采购的法律制度建设，遵循着贯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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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有关决定部署的原则，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了找准政府和市场新定位、推进
依法行政的新任务、推行放管服改革的新举措的相关要求。对优化政府采购交易规则、
强化采购活动的权力制约、落实采购政策、完善采购活动监管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1.2 我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现状
以“政府采购”为检索词利用无讼案例（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系统进行检索，
结果得出全国范围内公布上网的共有 16330 篇已生效的裁判文书：

图 3.1“政府采购”为关键词检索裁判文书情况
Fig.3.1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keyword to retrieve referee documents
资料来源：根据无讼案例网案例查询数据形成图表。

图 3.2“政府采购”为关键词检索案由分布情况
Fig.3.2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keyword to retrieve case distribution
资料来源：根据无讼案例网案例查询数据形成图表。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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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政府采购”为关键词检索案件类型情况
Fig.3.3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keyword to retrieve case type
资料来源：根据无讼案例网案例查询数据形成图表。

经由案例查询（见图 3.1-3.3）可知，自 2013 年起关于政府采购的诉讼数量呈直线
上升趋势（本图表统计时间为 2018 年 3 月，可以看出 2018 年仅不到一个季度的诉讼数
量已经达到了前一年的一半以上），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政府采购诉讼案件多以民事执行
纠纷、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贪污受贿罪为案由，占总体的 76.57%。案件类型以
民事执行案件为主，占整体的 43.87%，行政诉讼案件仅占 7.4%，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体现了政府采购治理方面行政法规制的。在法律责任承担上主要集中民事责任的承担，
其次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而作为政府采购治理的核心和主体——行政机关，在实际中由
于本身作为行政救济程序中的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在实践中为了其自身利益很
难做不倾向于自身本身的利益，这导致作为相对弱势的供应商群体，在对行政机关和采
购人寻求法律救济时，很难取得应得的保障。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对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虽然进行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但从近些年的诉讼案件数据统计来看，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应该根据实际
情况对立法进行修订和补充，同时还需对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如何完善进行分析，提
高政府采购行为的规范和治理水平。

3.2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现存问题
3.2.1 政府采购采购原则和采购方式设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的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是“三公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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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则，主要目标是节约资金和抑制腐败。这样的采购原则和采购目标的设定，是由我
国政府采购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决定的，政府采购的产生，最初的目标为了节支防腐。
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购目标，已经逐步从节约资金向“绩效最优 ①”转变，这是
一种较为先进的采购理念，需要匹配相应科学的制度、规范和流程体系才能得以真正实
现，而目前我国尚且不具备执行“绩效最优”所需的条件。与西方在政府采购的发展历
程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中也出现了诸如价高质次、维护成本高昂、
围标串标等由单纯追求节资率和程序正确而导致的相关问题。采购原则是政府采购立法
体系建设的核心，我国的政府采购由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立法中规定的采购原则也是
基于我国当时国情的现实情况而制定。但是，在《政府采购法》颁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中国的政府采购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瓶颈和挑战，我们作为后来者，可以吸收前人经
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以完善政府采购原则为抓手，实现政府采购立法规范水平的跳
跃式发展。针对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中遇到的很多现实问题，我国也应在当前及之后的管
理中，逐步调整政府采购原则，逐渐从单纯地注重节约资金和抑制腐败向“绩效最优”
的专业化原则转变。

3.2.2 政府采购人员考核和资格认定立法缺失
政府采购的专业职业资格认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相对于政府采购职业资
格考试一直未能落实的现状，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举办的招标
师水平考试已开展了十多年时间，对招标投标领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
作用。根据《关于印发招标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
通知(人社部发〔2013〕19 号)》，2014 年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正式改革为职业资格考
试。2016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总理宣布的取消新一批职业资格许可或认定的考试项目中，
包含了招标师职业资格认定，这是对招标师职业资格限制的放宽，而不是取消招标师考
试。人社部对此作出说明，目前正依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积极与
发改委和招标协会进行讨论和交流，尽快确定“招标师执业资格认定”这一行政审批事
项取缔后，招标师职业专业水平的定位和下一步的考核方式。2018 年 7 月中国招标师协
会发布《关于 2018 年招标师收尾考试范围的通知》，对招标师进行一次性收尾考试，
通过全部科目的应试人员，颁发原招标师职业资格证书，与此同时原招标师职业资格证
书依然有效，可作为相应的专业水平证明使用[20]。
从招标师职业考试近年来的不断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和招标师行业的不断变化，国家采购行业执业的规范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政府采购的职
业化道路，可以吸收招标投标职业资格管理的经验，制定适合政府采购的职业管理规范。
绩效最优原则，强调公开透明和市场竞争，通过科学的采购制度和合同授予标准来体现了采购人需
求。一般来说，执行绩效最优原则的国家，通过框架协议的采购方式，明确的政策目标来确保采购
人的需求和国家利益，从而实现公共资金社会价值最大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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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在业务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很多要求
和原则具有一致性，但招标师水平考试本身由于涉及的范围远远小于政府采购涉及的范
围，在国际相关规范、专业理论和实践操作等方面，都比政府采购职业资格的范围小很
①
多 。从知识理论范围来说，招标师考试或其职业资格认定的主要考核内容，是对招标

程序的掌握，并重点强调工程招标采购的流程和规范。但政府采购职业资格考核在理论
上来说，其基础知识的全面性、政策覆盖的广泛性和应用领域的权威性等方面都要优于
招标师职业资格。举例来说，如果将招标师职业资格直接应用于政府采购领域，那么招
标采购方式以外的其他采购方式、对服务业务的采购、对科技创新和民族企业的支持等
方面的业务就很难得到发展，这也是政府采购职业资格优于招标师职业资格的体现。

3.2.3 政府采购对实现政策性目标的措施立法存在缺失
在最初，政府采购制度刚刚产生的起步阶段，并没有明确提出其政策目标，而随着
政府采购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如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积极地在政府采购体系中，通过
各种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推进本国产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以及节能环保等政策目
标的落实。
政府采购在不断的发展中，产生并不断重视政策目标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随着
政府采购业务的增加和规范水平的提高，其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政府采
购初期的主要目标是节约财政资金和抑制腐败，而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采购量的
逐年增加，政府采购逐渐作为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重
要工具。政府采购在支持本国产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环保节能政策落实等
政策目标的推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跨国采购促使各国采取手段保护本国经济。
在政府采购的早期阶段，各国的采购主要限于国内采购，没有发展到跨国采购。随着贸
易自由化的发展和相关国际条约的陆续签订，非歧视性规则逐步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执
行。出于扶持民族产业、中小企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应对经济危机等目的，各国纷纷
采取用政府采购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方法来实现政策目标。最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不
断发展，中小企业的作用和意义逐步得到确立，节能环保、保护弱势群体等理念也逐渐
形成。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对中小企业产品以及环保绿色产品进行采购，可以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而我国在政府采购实现政策性目标的措施在立法中的体现，仅体现在第九条中，政
府采购应当促进包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
②
目标的实现。在法条中提出了“应当有助于” ，而没有明确的、可实施的、具体的措

招标师水平考试科目为：招标采购法律法规与政策、项目管理与招标采购、招标采购专业实务和招
标采购案例分析。
②
《政府采购法》第九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
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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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方法，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我国政府采购法对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推进力度和效果。

3.2.4 政府采购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
我国政府采购监管体制存在着监管主体地位较低、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和多头管理
的特征等缺陷。目前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存在着较大缺陷的原因就是相关条款
缺乏科学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监督机构与执行机构都属于同一个机构，导致监督机
构与执行机构的职责不分。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中明确规定政府采购的主要负责
人主要为财政部门。财政部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政府采购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但是却
不能干预政府的采购活动。然而遗憾的是，在实际的政府采购行为中财政机构常常会过
多的干预的政府的行为，而且时常会出现角色错位、职能不清的情况[21]。除此之外，我
国政府财政部门还会参与政府采购的决策，这也就导致了政府财务部门在整个过程中都
把精力浪费在包揽采购、处理质疑、投诉事项等方面上，而对于采购预算以及资金监管
方面则疏于监管，最终导致了采购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形式和程序上的监督，并没有实现
在制度设计时，期待形成的监督者与执行者相互监督平衡的理想机制。
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对工程领域法律适用明确了适用《招标投标
法》的相关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适用规定导致了实质上的多元监管主体，对监
管行为本身，也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监管原则和具体操作规定。因此，在监督实践中，就
出现了发改委、相关部门与财政管理部门多头管理，遇到争端互相推诿的现象。2004
年，北京现代沃尔公司起诉财政部不作为一案中，财政部认为，其投诉的相关项目在性
质上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负责主管监督职责的部门应该是发
①
改委 ，而不是财政部。由此，财政部认为原判决在认定事实错误的基础上，导致适用

法律错误。这次“政府采购第一案”的产生，将我国政府采购相关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
监管主体界定的不明晰问题，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些监管体制上的缺陷,导致我国的政
府采购监管体系由于主体独立性和唯一性的缺陷，无论从监察权威和监督效率上都没有
办法有效驾驭全国的政府采购监管活动，如此会导致市场无序、
“三公原则”无法实现、
无法有效防止权力寻租和串通投标[22]等问题。

3.2.5 政府采购行政法律救济程序设置不合理
在具体的政府采购实践中，无论是供应商还是采购人，乃至于第三人，都会遇到权

按照财政部的上诉书，诉讼中涉及的采购项目是国家医疗救助体系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应该由发改委来处理有关投诉。实际上，这一判断的法律来源
是政府采购法中对工程类政府采购的规定，也就是"工程类政府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依据招标投
标法，发改委承担着制定细则、审核代理机构等大部分职责。依政府采购法，财政机关是政府采购
的监管部门。而按照招标投标法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之间分工、重大建设项目监督的有关规定，对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投诉的受理由发改委负责，这也是财政部上诉的主要依据之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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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到侵犯的情况。若权利被侵害后，寻求救济无门，或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对采
购主体之间的信任和采购主体自身的形象均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会严重破坏政府
采购市场发展的良好有序局面，这就使得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更加刻不容缓。我国救济
制度在救济主体、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一）救济主体范围狭窄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供应商因“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
标结果”这三个方面导致自身权利被损害的前提下，才可以提出救济请求。《政府采购
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中，对寻求救济也有着一样的规定。除了前述三种情形导致的权
利损害外，日后发生其他任何侵犯供应商权利的事项供应商提出的救济请求均不予受理
[23]

。在相关立法中还规定，提起救济请求的“损害”，仅限于已近客观存在的实际上的

损害，不包括预期利益受损造成的损失和损害。然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实际收到损害
的，往往不是能够与采购人达成交易的供应商，而是其他未能于采购人达成交易的供应
商。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救济立法规定，其在实质上将未达成交易的、预期利益受损的
供应商排斥在了可以寻求行政救济的主体之外。因此由于救济对象范围的狭窄，会使得
很多行政救济本应真正救济的对象反而没有获得救济的途径，这严重影响了救济制度的
效果和现实意义。
（二）救济程序设置不合理
依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认为自身收到权利损害的供应商提起救济的流程如下
（见图 3.4）：
我国现行供应商权利救济流程图

1.诉求

A.采购人

B.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C.上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完成

开始

质疑

D.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

投诉

2.救济行为

行政复议

行政救济

司法救济

图 3.4：我国现行供应商权利救济流程图
Fig.3.4 Flow chart of existing supplier rights relief in China
资料来源：根据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权利救济流程制作图表。

主要分为四步：首先供应商需要对采购人提出询问，当询问结果不能令供应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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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供应商再向采购人提出质疑，如质疑的回复结果依然不能使供应商满意或者到期未
获得回复，采购人才能向相关政府监督部门提起投诉，在投诉处理结果不满意或到期未
得到回复的情况下，进入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24]程序寻求进一步的救济。可以看出其程
序设计上，必须走完前面的流程节点，才能进行下一步流程。从法条规定的流程中我们
可以看出，在政府采购的救济制度程序中，如果想要进行投诉，首先必须完成质疑这个
前置节点。必须在进行质疑后，且供应商对采购人的答复不满意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到
采购人的答复时,供应商才能够提起投诉流程,而完成投诉流程又是提起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的前置条件[25]。由此可见，在某些情况下，供应商为了获得最终的司法救济时，
必须一个一个的按照规定走完质疑-投诉-诉讼或行政复议的整个流程。在政府采购中相
对处于弱势的供货商，要完成这样的流程，不仅要消耗极大地精力和时间成本，还会因
为程序的漫长打乱自身生产和经营的节奏造成额外的损失[26]。同时，按照《政府采购法》
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因处理投诉事项的原因，监管部门“可以”通知采购人对采购活动
进行暂行，但时间最多不超过 30 天。即在供应商质疑期间,采购人并不停止采购活动，
而到了投诉阶段，也只是“可以”要求采购人暂停采购合同，而且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这个规定导致了，即使供应商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整个救济程序，然而由于时间等因
素，供应商自己往往会彻底丧失与采购人订立合同的机会。这与供应商本身最初的救济
请求已经相互矛盾，即使得到一定的补偿，供应商也失去了原本应得的商业机会，因此
救济程序的高效及时，对于救济制度本身制定目的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立法最初将质疑和投诉设定为必要前置程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
是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尽可能让采购人和供应商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通过内部磋
商解决矛盾和争议；二是赋予采购人自我审查权，即在行政监督机关审查之前，先由采
购主体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审查。这种供应商救济制度设计在理论上有着一定的道理，
然而正式实施后，陆续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是质疑受理机构不具有独立性，其次供应
商在因前置程序的设计，在提起行政诉讼前，必须走完所有流程，导致争端无法及时解
决，又因为繁琐的流程造成的时间浪费，最终使供应商无论是否能诉讼成功，都会失去
这次交易机会。
2008 年发生的广州格力诉广州市财政局政府采购案也体现了这个情况 ①，
格力由于低价且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情况下，依然未能成为中标人，而中标人的报价
比格力足足高了 400 万元人民币。格力首先向采购中心提起了投诉，在被驳回后，两次
向广州市财政局提起行政复议，均未能推翻原中标结果。同年 11 月，格力诉广州市财
在 2008 年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的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门诊楼变频多联空调设备及其安装”
采购项目的投标中，广州格力空调以 1707 万元的低价成为“中标候选供应商”，但之后却在集中采
购机构组织评标委员会进行的“复评”中出局，原因很简单，就是其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中
有星号标记的内容”。广州格力进行了书面回复，表明企业完全拥有符合采购方标准的生产能力，
但采购方不买账。出价 2151 万元的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中标。随后，格力空调在长达一年
多时间里，先后经过质疑程序、投诉程序、行政复议程序、再次行政投诉、再次行政复议、驳回起
诉、再次上诉等诸多历程，最终却依然没有得到其诉求的维权结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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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案开庭审理。且不论在整个的寻求救济的维权过程中，耗时一年里格力付出的精力
和人力损失，仅仅由于当时政府采购法未规定争议下采购活动暂停的要求，违法中标人
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与采购人完成了签订合同到合同履行的全部过程。格力案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政府采购救济流程设置的不合理之处对救济结果的严重影响。
（三）质疑受理机关不具有独立性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在询问、质疑两个节点，负责受理并回复的单位，是采购
人或采购代理机构[27]。在这种情况下，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既是询问和质疑的当事人，
又是被询问和质疑的受理机构。这种机构设置，明显与基本法律原则是相违背的。采购
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询问和质疑的受理过程中，有权对自己在采购中的相关行为进行监
督和审查。然而作为当事人身份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由于其本身和询问、质疑结
果的利害关系，很难在询问、质疑的受理和审核过程中，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办理。在
实际的情况中，这些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往往不可能也不愿意认定自身存在错误因而
很难做出供应商期待的处理结果。这种定位上的双重性也导致在询问和质疑的实际操作
中，未能真正实现政府采购的三公原则。另外，我国质疑投诉机构的设置不具有独立性,
也与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基本精神和国际惯例不符。《政府采购协议》成员国
的质疑处理机关，大多为具有独立性的专门机构[28]。按照《政府采购协议》第二十条第
6 款规定，负责审理质疑的机关，应为独立的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利害关系的独立的审
议机构，并且要求质疑审议机构的成员，不得在任职期间收到相关的外界干扰。确保质
疑机构的独立性不仅能够保障质疑结果的公平和公正，也是保障寻求救济的采购主体所
诉求的合法权益的关键。

3.2.6 采购人会规避公开招标采购方式以实现质量服务目标
我国政府采购还处于初级阶段，采购形式主要以集中采购

①

为主,而集中采购又主

要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通过集中各单位需求统一进行采购的模式，虽然可以在大多
数情况下实现低价目标,有时却会有个别采购项目出现质量未达到预期要求、后续服务
落实不到位、产品和服务的全周期成本较高以及总体或长期上效率较低等问题。我国的
采购方式主要以集中采购和公开招标为主,是考虑到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制体系、监督系
还比较薄弱,无法对大量分散采购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同时实施政府采购时间还较短,
其目标主要为节支防腐。在这种情况下，集中采购和公开招标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可以起
到集中需求、节约资金和防止腐败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政府采购部门多、体量大,集中
采购和公开招标反映出了采购周期长、总体成本高、重视最低价格却忽视市场价值规律、
集中采购，是指政府采购中将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工程、服务集中进行采购，集中采购包括集
中采购机构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内属于通用的政府采购项目，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
购，属于本部门、本系统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应当实行部门集中采购。相对于集中采购，称为分散
采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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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采购程序但忽视合同标准和细节等方面的问题，政府采购也出现了因采购到一些劣
质商品、工程和服务受到诟病的情况。

3.3 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问题的成因分析
3.3.1 相关行政性立法有瑕疵
任何一种合理运行的法律制度，都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和改进。随着我国政府采
购的不断发展，通过各类媒体逐渐曝光了一些“豪华采购”、“天价采购”的现象，同
时。“质次价高”、“采购随意性大”、“暗箱操作”、“串标围标”、“采购腐败”
等问题也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在行政性立法上存
在着一定缺陷，如“重程序，轻责任”，这是造成我国政府采购“质次、加高、效率低”
的主要制度原因。目前政府采购立法上的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同时缺乏对具
体采购需求倾向性审核、采购合同条款的约束、履约验收审核等方面的详细规定和法律
责任界定。

3.3.2 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存在矛盾
作为调整社会关系角度不同，又在适用上容易发生交叉和冲突的两个法律《政府采
购法》和《招标投标法》，两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处，给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实务
操作带来了诸多困惑。由于两法在监督管理主体、采购方式适用、供应商资格审核、法
律责任归属等方面均存在冲突。法律层级更低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的出台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两法对适用范围的冲
突，对投标人选择的方式，对法律救济程序的规定均有不同。应当从立法角度出发，对
法律的具体适用和冲突矛盾之处进行明确说明和修订，确保法律适用上可以清晰流畅。

3.3.3 专业化人才培养机制匮乏
我国的各级政府和部门集中采购机构的隶属关系并不清晰,有的地区没有做到管采
分离 ①。举例来说，各级政府均设有对应的集中采购机构 ②,有关部门也设有部门集中采
购机构,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社会代理机构存在。而因为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采购机
构隶属于的单位性质也有所差异,这就导致采购执行机构存在着多种人员编制形式。在
我国的政府采购体系中，集中采购机构在采购过程中地位尴尬。比起英美等发达国家和
管采分离是指我国政府采购实行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的管理体制，也就是说，管理者作为"裁
判员"负责政策制定和监督管理，不能从事具体采购工作，而执行者作为"运动员"只负责具体的政策
执行，不能管理监督工作。这样就明确和理顺了政府管理与采购操作之间的关系。
②
集中采购机构为政府采购执行机构。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
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根
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
集中采购机构进行政府采购活动，应当符合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采购效率更高、采购质量
优良和服务良好的要求。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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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我国的采购机构一方面对于供应商的议价缺乏话语权,导致对价格的控制和对供
①
应商的管理均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因为与采购人之间是委托代理 关系,经常被定位为采

购代理机构[29],无法实现集中采购机构的主体地位。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化代理机构发展
较快,目的是通过向社会化代理机构购买服务来实现推进政府职能改革的目的，但由于
缺乏对社会采购代理机构的有效规范和管理办法，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发达国家一
般都采用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市场化较低，这与这些国家政府采购比较成熟,采购专业化
程度较高,采购人购资源丰富有重要关系。与美国联邦总务署及各联邦机构 ② 20 多万人
的采购官方队伍相比,我国的政府采购人员,尤其是专业化职业化的采购人员严重匮乏。
制度执行和管理体系的完善，迫切需要专业化人才队伍的支撑。政府采购与招标投
标相比，招标师水平考试及其职业资格是以招标程序为主的，以工程招标采购为基本框
架，是法律、经济和技术相融合的复合专业资格。但政府采购职业在理论的基础性、政
策的广泛性和效用的强大性等方面远远优于招标职业资格[30]，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其专
业领域涉及财政学、公共管理学和交易学等相关内容。应联合高校和职业协会等专业机
构，合作建设政府采购专业，通过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对已从事政府采购工作人员有计
划地培训，建设优秀的采购人员队伍，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和资质考核制度。

3.3.4 政府采购行政救济措施不完善
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定于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还处于加入世贸
组织的过程中，其时立法的行政主导特色较为明显[31],这导致在立法过程中作为主导的
不是立法机关而是财政部，因此在法律制定理念上，相对强化了财政行政部门在救济程
序中的作用[32]。
政府采购法第六章中规定的供应商救济制度规定的五种救济形式，即询问、质疑[33]、
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而他们的救济主体均与行政权有关。供应商行使救济权利
时，首先的质疑投诉步骤，面对的救济主体均是与采购本身有着紧密联系的主体。而在
救济流程上来说，供应商至少要完成质疑到投诉再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整个流程，
这种前一个节点是后一节点的必要前置程序的设定，导致权利人寻求行政救济将需要消
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往往在漫长的程序完成后，即使权利人取得了诉讼胜利，其损
失也已无法恢复或补偿。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六章中，关于提起行政救济
和司法诉讼的主体规定上，要求其主体只能是供应商。这限制了提起救济权利的主体，
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的代理权根据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而产生。因委托代理中，被代理人是
以意思表示的方法将代理权授予代理人的，故又称"意定代理"或"任意代理"。
②
联邦总务署直属于白宫，是联邦政府的集中采购机构，主要负责联邦政府通用货物的采购，如一般
性的办公用品，同时还负责联邦政府房产的建设、维护和租赁。成立联邦总务署的目的，是合并处
理各部门采购中类似部分的采购工作，减轻部门的工作负担，因此，联邦总务署还为各个部门提供
各种货物和服务采购的采购合同范本。但联邦总务署更多的扮演一个采购服务机构的角色，对于纳
入联邦总务署集中采购的项目不全是强制性的，各联邦机构也可以自行采购。各联邦机构都有负责
本部门的内设采购机构，负责本部门的采购业务，每项采购活动都由一名合同官负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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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整个政府采购流程中，采购人以外的另一个经常被忽视重要主体——第三人，即潜
在供应商，实际上没有机会对采购人的许多采购措施提出行政方面的救济要求。因此当
第三人遇到委屈或不利于己的事项，即使到处陈情也无法进入合法的救济程序，导致有
些供应商只能放弃。第三人投诉无门的境况，显示出政府采购争议解决制度有待完善。

3.3.5 政府采购相关规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
从国际惯例来说，一般政府采购的适用主体应包含直接或实际受政府控制的企业，
而我国政府采购法为了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没有将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控股企业纳
入调整范围。同时，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地方限额均应高于中央限额，然而我国目前政
府采购法第七条中规定，集中采购的范围确定权归属于省级以上的政府，中央预算的项
目，目录确定由国务院负责，地方预算的项目，目录由对应的政府负责。由上述规定可
以看出，我国并未对限额标准进行明确的要求，而实际操作中，地方的限额一般都比较
低，如果未来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将向面临其他成员国开放情况，
届时这种规定明显不利于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这些与国际惯例没有完全接轨之处，都
是我国政府采购法律立法修订上需要考虑的问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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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英美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实践及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英国早
在 1782 年，就建立了政府采购制度，设立了专门机构国家文具公用局，以公开招标的
形式采购办公用品[35]。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政府采购额最大的国家，在政府采购的行政
法规制领域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对英美两国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现状、特征和问
题进行分析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4.1 英美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实践
4.1.1 英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实践
作为政府采购诞生的国家，英国最早建立了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制度。1973 年英国
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欧盟) ①后，在政府采购法律领域，英国需要同时遵守本国法律
和欧盟的法律法规，在政府采购的法治建设上，欧盟的相关指令成为了英国政府采购的
法律框架[36]。作为欧盟的一员，英国政府的政府采购需遵守《政府采购协议》《公共合
同指令》《公用事业指令》《特许权指令》《国防和安全指令》等规定[37]。同时，英国
逐步规范了本国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并设定了对应的管理机构体制（见图 4.1）。英
国近年来主要发布的政府采购相关法规包括《公共合同法规 2006》《国防和安全公共合
同法规》。此后又对相关法规进行了多次补充修订，发布了《公用事业合同法规(修
订)2009》《公共合同法规(修订)2009》《公共合同法规(邮政服务)2008(修订))》等。

图 4.1：英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Fig.4.1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rocur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采购网相关制度介绍材料整理形成图表。

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共同组成欧洲共同体。
欧共体是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政府出面组成的一个经济和政治集团，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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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英国脱欧 后，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的会议上，
《政府采购协定》
①

缔约方在英国脱离欧盟的情况下，原则上批准了英国的市场准入申请，同意参与《政府
采购协定》。英国的最终市场准入提议旨在复制其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采购协定》
承诺计划表。根据世贸组织的一份新闻稿，各方再次强调，明确希望英国在脱欧后继续
以无缝衔接的方式参与协议。所以英国脱欧在目前来看，并没有对英国的政府采购法律
框架造成很大的影响。

4.1.2 美国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制实践
政府采购在美国也有很长发展历史，美国政府采购立法起始于 1809 年，发展至今，
已有五百余项相关的法律法规。在美国，最早是由国防部门开始施行政府采购，后来逐
步推广到民用机构。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 ②，并没有出台统一的政府采购法，但颁布了
全国统一的采购管理条例。美国的政府采购分为国防和民用两部分，立法管理上分别独
立，国防采购主要依据是《武装部队采购法》，而民用采购依据的是《联邦财产与行政
服务法》，并且两种采购都要执行全国统一的《联邦采购条例》（见图 4.2）。
美国的政府采购采购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集中和分散采购两种，目前美国的采购方
式的重心已逐渐从集中采购向分散采购转变，并没有在全国强制要求必须集中采购。美
国的政府采购方式也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变化，最初采用密封投票的方式，随机经
济的发展和采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近年来更多的是采用竞争性谈判以及其他简化的
采购方式，如采购卡、定点协议等都是进一步简化采购方式的新尝试。美国的政府采购
不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同时还注意不断完善监督机构的设置和监督机制
的优化，美国非常注重保护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尤其是供应商的合法利益。在美国，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如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可以向合同
争议委员、会计总署、联邦法院分别发起申诉、投诉或起诉，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美国的政府采购还注重提现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采取立法手段要求购买美国产品、扶
持美国中小企业、限制购买不友好国家产品等。即使加入了政府采购协议，美国也依然
通过各种立法和行政手段继续维护上述政策目标的实现。在美国专门负责政府采购活动

2013 年 1 月 23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2015 年 1 月 4 日，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
如果有可能，将原计划于 2017 年进行公投提前举行。2015 年 5 月 28 日报道，英国政府向下议院提
交并公布了有关"脱欧公投"的议案，包括公投问题的语句，并承诺将在 2017 年底之前举行投票。2017
年 3 月 16 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授权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2018 年 6 月 26 日，批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法案，正式允许英国脱离欧盟。
②
联邦制国家是复合制国家的一种，又称联盟国家。所谓联邦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结
合而成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联邦成员原为单独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加入联邦后把一部分权力
交给联邦政府，同时保留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联邦制国家具有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
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各联邦组成单位也有自己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些机关与中央机关之间
没有隶属关系。联邦制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在此前提下和范围内，各联邦组成单位有自
己的宪法和法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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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合同官 ，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和能力条件，需要经过专业机构考核认定取得任命后，
才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

图 4.2：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Fig.4.2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采购网相关制度介绍材料整理形成图表。

美国政府采购的立法机构为美国联邦事务服务总局（GSA）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
府采购法规的起草；美国财政部下设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统筹政府采购工作；设立总
务署，负责联邦和地方政府府采购的执行工作；政府采购法规秘书处和民用采购委员会、
军用采购委员会为协调机构。GSA 作为政府采购的专职机构，同时管辖 11 个大区的地
方分局。国会下属的联邦会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负责政府采购的
监督职责。
美国的政府采购机构为国家机构，且由于政府采购行为自身所具有的行政性和权威
性，几乎不会采用社会代理机构组织采购。集中采购机构作为采购人，具有较强的主体
地位，对供应商的选择、价格谈判等重要事项，都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在美国，没有招
标公司，政府机关可以直接开展招投标业务。与此同时，美国的采购队伍有着充足的专
业化人力资源的支撑，如美国联邦总务署的采购人员达到了 20 万人。在收费方式上，
一些集中采购机构通过收取服务费的方式向其他行政部门提供有偿服务。如美国联邦服
务总署的资金 99%来自于其提供给其他部门的产品和服务费用，仅有 1%来自国会拨款。
在人员编制上其政府采购人员为公务员编制，尽可能通过人员队伍的公务员化，以更好
地保障政府采购执行的专业化。
美国政府采购法对于在政府采购合同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称为“合同授予争
议”( contract award disputes)，它所指的是未达成交易的供应商，如果觉得采购的过程
中存在瑕疵或者不公正待遇，可以向政府机关提出异议[38]。根据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法的
规定，采购人的合同官应当审理利害关系人提出的所有争议[39]，以鼓励利害关系人尽可
能通过行政机关化解采购争议，但向采购人提起异议并非必要的前置程序。第三人依照
美国十分注重政府采购合同的管理，实行合同官制度。合同官是政府采购合同经办人，有权签订、
管理和终止合同。美国政府采购法律明确规定了合同官的授权范围和界限。合同官由本部门任命并
颁发资格证书，实行分级管理。不同级次的官员有不同的要求，级别越高，要求也就越高，能签订
政府采购合同的金额也越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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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可以自由选择项采购人、联邦审计署或诉讼法庭分别寻求行政
和司法救济。

4.2 英美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英美两国的政府采购制度，随着政府采购的形成与发展，在涉及采购原则、采购方
式、采购程序、执行采购体制等各个领域也都不断进行着改革和演变。

4.2.1 英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治理启示
（一）确立绩效最优的采购原则
英国政府采用的“绩效最优”原则，主要强调实现公共资金支出价值的最大化。该
原则的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既要求低价，又要采购的商品和服务的后续服务的到保证，
使采购的商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总成本最低，从而实现公共资金利用的绩效最优化；
其二是要通过政府采购来实现经济社会政策目标，包括支持中小企业、保护环境、扶持
民族工业等，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绩效最优，这在理念上与单纯追求节约资金的原则有
着根本上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提出“绩效最优”原则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虽
然强调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但并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等进行扶持，而是依
然强调公平竞争。英国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扶持，起始于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
（二）通过丰富的采购方式提高政府采购质量
在政府采购的起步阶段，由于更为重视采购公开透明和提高节资率的目的，大部分
国家多采取公开招标和集中采购的方式来进行采购。公开招标的过程中，鼓励尽可能多
的供应商参与招投标，并严格执行最低价中标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开招标
公平竞争的目的。然而另一方面，用户更为重视的质量、服务和效率等方面的需求无法
在评标选择上体现，导致大量劣质的产品和服务在政府采购的招投标中反而占据优势地
位。英国政府通过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各类新的采购方式，逐步完善了政府采购方式体系
（见图 4.3），极可能在维持必要竞争性的基础上，确保实现采购的质量、服务和效率。

图 4.3：英国的政府采购方式
Fig.4.3: Method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n British
资料来源：根据政府采购网相关制度介绍材料整理形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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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美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治理启示
（一）通过政府采购立法的完善实现政策目标
从美国的政府采购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随着政府采购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
为了适应各种机遇和挑战，美国通过完善立法的手段，来实现提高采购效率，降低采购
成本，遏制腐败，扶持本国企业等政策目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的一揽子投资计划 ①等政策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刺
激政策，充分发挥了政府采购加快经济经济复苏的作用。尽管受到《政府采购协定》等
国际协定的限制，美国也依然出台了相应的制度和法规，以实现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
20 世纪初，为了改变最低价中标的采购结果与采购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美国
军事领域最早引入了竞争性谈判机制，并在 1984 年正式取消了密封报价方式在政府采
购中的优先地位，采用框架协议 ②等多种灵活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政府采购逐渐采取了更为简化的变通方式，如美国《1994 年联邦政府采购合理化法》
规定，政府机构招标采购后，可以将合同同时授予多个供应商，称为“计件交货合同”。
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按照具体履约内容，根据情况确定的数额交货。多家供货商之间为
了更好地满足政府部门的具体需求而展开公平竞争，结合市场变化，促使采购商品、工
程或服务质量更好，技术更高，交货更及时[40]。美国还通过政府采购不断推进保护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所在的特殊产业，支持本国企业产品，限制不友好国家的产品，绿色采购
等其他政策目标。
（二）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是法律监督有效实施的根本
一般来说，美国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有着监管部门规格高、权威性强、独立性强、
职能定位明确和管理单一垂直等特点。其采购执行主体与采购监督管理主体是分离的，
两者在政府采购的监管体系中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使得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主体与监
管对象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地比较得当，也使得监督与管理权力主体基本实行了分离，
以此建立了监督权与管理权主体间的制衡关系，促成了政府采购在监督权、管理权与采
购权力的制衡中运行。
美国的政府采购系统具有比较完善的执行组织体制：立法机构由美国联邦事务服务
总局（GSA）和美国国防部担任，负责起草政府采购法规；执行机构为联邦政府和地方

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 2013 年 2 月 13 日公布了其连任成功后最新的国情咨文，其在此
次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根据该计划，奥巴马计划将最低工资提高 20%，
并投资 500 亿美元用于基建设施建设，并支出 150 亿美元用于建筑业岗位计划，管理空置或止赎的
地产。
②
我们一般所说的框架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交易达成意向并对主要内容予以确定而
订立的合同，具体的交易细节在框架合同的基础上再细化成正式的合同。当很多小的重复交易建立
了长期合同，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合同机制涵盖这种关系和单个交易的需求。即合同在一定时期内，
为每笔单个交易作为一个框架进行运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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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时也分为民用采购部门和军用采购部门两条线；协调机构由政府采购法规秘书
处和民用采购委员会、军用采购委员会进行综合协调，监督机构由美国国会下属的联邦
会计总署（GAO）担任，GAO 通过总审计署办公室执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
与我国相比，美国政府采购的监管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监管主体相对地位较高，
独立性和专业性强，监管资源充足；二是监管主体构架为一元化的管理体制。统一的监
管体制、责任明确的采购责任主体、独立而具有权威的监管主体三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
配合，大大提高了对政府采购参与人的监督和制衡效果，也促进了法律监督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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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建议
近年来，我国的政府采购为了充实完善制度体制，构建规范文明、监督到位的工作
机制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从国家对制度体系不断地修订和补充，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
家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采购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我国一直在完善和探索适合我
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政府采购法》起草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步探索时期，计划经济痕迹明显，立法主要借鉴的是联合国 1994 年通过的《关于货
①
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强调公平竞争，把节约财政资金和预防腐败目标放在

了突出位置，弱化了其他经济社会目标。从国外政府采购制度两百多年的历史经验看，
各国多是逐渐围绕“绩效最优”的价值目标，在通过立法确立完整明确的公平交易规则
基础上，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在经济与社会目标上的调控能力。因此，在政府采购中强调
经济社会目标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市场行为的特点之一，如何发
挥政策功能的作用，平衡各项政策目标，也同样是我国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立法的重点
内容。根据对现有立法内容的完善和流程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借鉴外国经验，根据
当前的具体情况，本人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5.1 完善政府采购行政法律法规体系
5.1.1 修订政府采购法并出台相关细则
应该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等相关制度的修订完善工作。由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在合同采购以及招标等工
作方面具有宏观性指导作用。该部法律中的相关条款也大都缺乏细致性的定义，这也就
导致了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在一些地方性合同采购活动中往往会因为缺乏明细的
采购规则而变得难以实施操作，缺乏可行性。2015 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虽
然对《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对和《招标投标法》
的衔接提出了一定对策[41]，但在实际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中规定了工程采购依法不进行招标的，依照
政府采购法规定的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方式[42]采购。然而《招标投标法》中对采购方
式的选择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负责监督，《政府采购法》规定适用采购方式的监督机构
《关于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以下简称《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1994 年在其第 27 届年会上通过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政府间机构，是联合
国大会为促进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立法、消除因贸易法差异而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而于
1967 年设立的。其职能主要是制订法律文件，以促进国际贸易和援助那些试图改革其国际贸易立法
的国家，其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在某些情况下、经过一定的程序成为国际公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海上货物运输公约》），有的成为示范法并被那些进行国内立法的国家效仿（如
《关于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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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同时《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并没有对采购方式选择监督
机构进行规定。因此实际适用《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时，应明确行政监督
部门和监督机制[43]。
对于政府采购的政策目标，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九条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第六条，虽然提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等政策目标，但对于实际操作中如何落实，仅在条例中用简单的“通过制定采
购需求目标”一笔带过。这导致在实际采购中，存在着很大的操作空间，不仅无法有效
的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还有可能作为漏洞被某些违规操作提供空间。应出台相关细则，
对政策目标的落实进行量化的、具体的规范，增强其可操作性的同时，也可以提高监督
管理水平[44]。
我国应对目前政府采购的发展阶段进行评估，逐步建立以“绩效最优”原则为制度
和管理体系，设计具体可操作的“绩效最优”的定义和标准，自上而下地完善对应的法
律体系和监管体系，科学设计采购程序和方式，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逐步实现“绩效
最优”的最终目标。借鉴国外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采购方式和采购合同的规范,
逐步推进“绩效最优”的实现。
①
可以参考英美的框架协议，完善我国协议供货制度 ，通过丰富采购方式的手段提

高采购质量和效率。我国的协议供货与英美的框架协议相比，一般时间较短，多不超过
一年，并且协议供货规定价格上限,采购机构很难获得最优价格。参考框架协议的模式，
可以与供应商签订周期较长期的协议,并制定适合的市场化价格调整规定,从而确保采
购单位能够实现价格最优。
完善合同规范，出台相关细则。我国的《政府采购法》相对于美国的《联邦采购条
例》来说，缺乏对于合同的具体规定，缺少可操作的指导性规范。应出台相关细则，对
合同条款、合同标准、招标文件规范、合同履行和投诉处理等方面进行规范，提高合同
管理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5.1.2 制定政府采购专业人员资质评定及考核办法
随着中国政府采购专业化建设工作的进展，推进采购人员职业化已是一项迫在眉睫
的重要内容。由于其业务本身的行政性和专业性，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
专业水平、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因此，必须建立符合中国政府采购职业需要的专业人
员资质评定和考核办法，并同时制定配套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等专业资格的管理体系。
2018 年 7 月 26 日中招协发布《关于 2018 年招标师收尾考试范围的通知》，对招标
师进行一次性收尾考试，通过四个科目的报考人员，将取得原招标师职业资格证书作为
专业水平的证明。对通过职业水平考试的政府采购人员建立继续教育机制，规定按周期
协议供货，是指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协议供货的供应商和协议产品。在协议有效期内，采购人直
接或通过谈判或询价等方式与协议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的一种采购形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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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核。
从招标师考试今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看出，随着目前逐步加大力度的简政放权政策
的实施，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职业资格被陆续取消，然而在专业性较强的政府采购领域，
其专业水平考核制度的建立也是势在必行。为了能够有效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规范，
解决采购合同履约验收的程序规范问题，应该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制定《政府采购人员
考核与资格认定办法》，以确保政府采购专业人员资格管理有法可依。国家相关立法和
管理部门可以参考会计、法律等已经运行相对成熟的职业资格管理模式，同时借鉴外国
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培养经验，尽快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府采购职业管理和专业资格考
核办法，并成立全国范围内的权威性行业组织或行业协会[44]，尽快开展职业资格考试认
证工作，并与各高校合作建立政府采购学科专业，建立政府采购职业化人才培养流程。

5.1.3 出台政策目标落实相关条例
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体系普遍强调发挥政策功能。我国的政府采购相关立法，随
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也逐步制定和落实了一些采购政策，以支持节能环保[46]、中小企业
发展和技术创新等内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政策落实困难和具体事项无
据可依等问，其根源在于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节能环保产品优先采购方面的落实，以目前清单制的手段来实现政策功能存在着诸
多缺陷，如标准混乱，覆盖范围狭窄，实际采购金额比重低等。而扶持中小企业方面，
由于中小企业在投标、履约及融资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政府采购竞争中规则公平并不能
改变其在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按照现行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预留 30%政府采购份额给
中小企业，然而没有精细化的措施支持下，留给哪些类型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和细化。支持创新方面，其制度核心是科技部门认定的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①，其认定标
准中包含“必须含有在中国开发并由中国所有的知识产权，而且相关商标的初始注册地
应为中国境内”。这相当于变相的排除了绝大部分的外国企业，因此随着经济对外开放
的步伐和欧美国家政府的频频施压，2010 年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会议上，我国承诺
不把尖端技术的开发地点或归属地点作为政府采购条件，2011 年，我国进一步承诺将实
现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政策脱钩，同年 7 月起，我国开始停止执行自主创新产品目
录，这导致我国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目标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政策功能的发挥必须以科学的立法为前提和保障。现阶段应围绕支持节能环保、扶
持中小企业和促进企业创新等政策目标，制定或完善已有的法律体系，确保这些政策功
能的发挥和采购目标的实现。应借由与 GPA 对接的契机，参考英美等国先进的立法经
验，结合国内实际，通过立法手段确立合理的节能环保标准、具体的中小企业扶持措施
2006 年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
定管理办法(试行)》，2009 年启动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243 项产品被认定为首批国家自主
创新产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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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和引导本土创新的政策法规

，同时避免地方保护等与国际惯例冲突的矛盾点，为实际

操作提供法律依据，切实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维护本国利益。

5.2 构建政府采购监督体系
5.2.1 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
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一个拥有自主决策权的采购监督部门，并制定一系
列科学规范的采购监督管理机制[48]，以确保采购工作能够科学有效地得到实施。我国的
监管组织体制中，监督管理主体与监管对象地位上的不对等，对监管主体的威信与制衡
能力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明确界定采购机
构的各级单位与政府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缓解职权不明混乱局面。除此之外，政
府采购部门也需要明确任何一次采购行为都会涉及到多方的利益主体，因此就需要积极
地采取有效措施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厘清各自权责，统一监管主体。比如，
政府的财务部门在采购行为中仅仅只是拥有对采购计划以及采购预算[49]进行监管的职
责，而采购过程中的具体事物则需要采购人与相应的采购职能部门详细协商，并由采购
人严格按照采购清单的内容进行采购，以确保采购活动的合法性。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单独设立一个或者多个具有自主决定权的机构履行
政府的采购监督职责。比如美国的联邦会计总署就是一个专门监督政府采购预算审核与
采购交易活动的政府机构。美国政府在提出采购之后需要提交到美国的联邦会计总署中
进行审核，美国的联邦会计总署审核之后将会及时地给予批复以及修改意见。除此之外，
联邦会计总署还会受理供应商对采购机构行为的投诉，极大地提高了监督管理的效果。
相对与美国而言，我国一直以来都是政府的财政部门直接行使监督与管理职能，在政府
采购初期这种集权式的管理模式确实能够有效地提高机构运作效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
展，这种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下出现了许多以权谋私的案件，也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群众对
政府的信任感。为此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督机构实施监督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这关乎到法
律的公平与正义。除此之外也需要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定期地对政府采购部门的相关官
员开展培训活动，提高政府采购部门的相关官员的实际业务能力。

5.2.2 明确监督机构行政责任
政府采购的监督单位在政府采购的整个流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因此在设立独立
的监督机构的基础上，还应当明晰监督单位的公权力属性及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现行
法律中，监督机构的主要行政责任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监督工
作中存在滥用权力、徇私舞弊等行为的，应给予行政处分，如构成犯罪，还要追究刑事
责任；二是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投诉没有按时处理，超过规定时限未进行回复或处
理的，要给予机构管理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行政处分；三是对于各集采机构的业绩考核，
如存在不公正情况，如弄虚作假、不按时考核、不及时公开考核结果的，应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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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管理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这三点主要体现了监督机构监督职能履行
合法合规性上的行政责任，并没有体现监督机构自身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的行政责任。
监督机构作为政府采购的裁判员，对其行政责任的细化和明晰有利于全面落实行政执法
责任制，提高政府采购法治水平，促进政府采购健康稳步发展。

5.3 强化政府采购的行政性救济措施
5.3.1 优化政府采购行政救济程序
我国应优化行政救济的程序，同时通过立法指定或建立独立的与采购结果无关的行
政救济主体。政府采购行政救济制度实现的保障，根本在于受理主体的独立性和无利害
相关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质疑和投诉处理中，受理机关能够真正公平、公正地做出
不偏向于采购人或供应商任何一方的处理决定。我国目前的救济流程中，质疑作为由采
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手里的内部救济手段,性质等同于采购人对自身的审查和监督,不
仅违法了法律基本原则，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救济的公平性。
我国应对行政救济流程中的前置程序的规定进行调整，扩大救济范围，同时降低取
得救济的难度和成本。我国的救济流程上将投诉设置在质疑之后，并将其设定为行政复
议或诉讼的前置程序，而投诉程序由于受理部门的性质和定位，也同样缺乏足够的独立
性和中立性[50]，导致救济效果难以达到理想状态，反而延迟了供应商取得获得救济的时
间，同时还限制了供应商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救济渠道。实际上，参考其他国家的行
政救济手段，如果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双方磋商和质疑程序如果能够及时、有效的实现
行政救济的目的，那么投诉程序作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可以说既不利于行
政救济目标的实现，又使得救济程序复杂而冗长。

5.3.2 完善第三人行政救济制度
我国应从立法角度出发，合理界定供应商收到损害的范围，将第三人纳入救济主体
范围。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立法中，行政救济主体范围相对狭窄，按照法条规定，权利救
济的主体限制为受到“实际”损害的供应商，而由于政府采购过程的复杂性，供应商和
潜在供应商的实际权益和潜在利益受损的可能性都很大。应该规定无论是投标供应商还
是潜在供应商，只要当事人认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由于采购人的违法违规行为使自己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均有提出权利救济要求的资格。
随着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脚步不断前进，我国政府采购必然要考虑从立法修订
上改善与国际惯例的衔接情况[51]。合理界定政府采购行政救济主体范围，不仅有助于我
国政府采购立法的完善和法治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在政府采购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更
好的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减少争端和摩擦，提高我国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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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建立采购人救济特别制度
由于供应商和第三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对其合法权利的保护更加关注。
而相对的，采购人的权利收到侵害时，是否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往往为
立法、司法部门与法学研究所忽略。从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的角度出发，采购人的权利救
济对于政府采购目标的实现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律应不仅是对权利的宣誓，还应同时配置各种救济程序。对于采购人的权利救济
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应当确保供应商对政府采购采购合同履行的保障。我国目前政府采
购立法中对于合同履约保障方面的规定不够充分和体系化，应充分借鉴各过个可取有益
的立法经验，如《政府采购协议》中对虚报相关资料的供应商，可以通过供应商分级制
度[52]，列入失信名单，将其除名或终止其资格，并从民事合同履行角度出发，采取要求
失信方财产损害赔偿和继续履行等措施，对供应商履行合同的保障措施进一步精细化、
体系化，从而充分保障采购人的合法权益。

- 38 -

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6章 结 论

第6章 结 论
6.1 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政策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对接国际市场的新挑战，很多
政府采购法立法时模糊和不完善的地方导致具体的事件发生时，会出现无法可依，行政
法律依据缺乏，行政主体及权责划分不清等情况。笔者从现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现状
出发，分析了现有立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对比
分析，探究结合我国国情的情况下，政府采购立法应改进和调整的方向。立法是治理的
基础，作为政府采购最基本法律的《政府采购法》在面临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我国
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的条件下，其修订对于更好的推进政府采购发展，保护国家和政府
采购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都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以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为根本，以行政法规制现状出发点，分析我国政府采购
行政法规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借鉴英美政府采购在立法和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
成熟经验，分析得出我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制度对策，一是应当通过对政府采购相关
的行政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完善，提高立法水平，化解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和矛盾，并增加
其量化水平和可操作性；二是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构建具有权威性的监督体系，提升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水平，降低寻租风险，科学界定各主体行政责任，理顺程序，保障各
方合法权益；三是建立政府采购职业化制度体系，对政府采购专业人才的教育、考核、
资格认定、继续教育等方面做出系统的规范，推进我国的政府采购职业化进程。
笔者在分析政府采购立法和制度构建的同时也注意到政府采购救济措施的完善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现有救济措施的不合理之处，首先建议对现有救济程序中不合
理的前置程序进行调整，降低救济主体寻求行政救济的成本，提高救济效率；其次建议
扩大救济主体的范围，将未取得交易的潜在供应商和采购人本身，纳入依法能够寻求行
政救济的主体范围；最后建议加强对合同履约的管理和保障，建立行之有效的合同验收
标准，违约责任处罚等行之有效的合同管理体系，以实现完善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的目
的。同时借鉴英国和美国的立法体系，建立与采购业务无利害关系的独立的行政救济机
构，避免采购人和采购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不合理现状，确保行政救济在实践
中的公平公正，使政府采购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均能得到合法、有效、及时的保护。

6.2 不足和展望
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和政府采购实践经验参与角度的相对片面，本文虽然已经尽了笔
者最大努力试图通过收集相关案例资料和学习国内外优秀学者的研究内容，就核心问题
进行探析，但还是留有不少问题有待不断充实。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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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笔者希望能通过此篇文章，
能够为我国政府采购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向提供一定的帮助，政府采购的行
政法规制应在理论探讨与丰富实践中不断完善。笔者将在未来继续关注政府采购行政法
规制的发展，不断积累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以期能够更深入地分析我国政府采购在实
践中的相关问题，从更高的层面提出能够解决更根本问题的措施和建议，以期弥补我国
仍存在的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的不足之处。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采购对国家政策目标的
推进落实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法律适用和机构设置中存在的漏洞和瑕疵，使
其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根据现状，提出了完善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
出台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加强监督管理机构的独立性、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府采购
人才培养体系和优化行政救济程序等措施。从行政法规制角度出发，由上而下对政府采
购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更新，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我国政府采购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同时加强对政府采购各方参与主体的保护，能够在提高国家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和抑制腐败的基础上，使政府采购参与各方都能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拥有获得救济
和保护的渠道。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进，我国政府采购行政法规制实践中遇到的现实
矛盾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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