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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弹性应急组织是在应急管理行政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组织形态ꎬ美国的

ＦＥＭＡ 即是这种组织的典型ꎮ 为了与应急管理在不同情景下的功能需求和资源能力相

适用ꎬ应急管理组织可能在组织规模、权力范围、组织层级等方面做出弹性化的设计ꎮ
但是ꎬ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必然给职权法定、越权无效等行政法原则带来挑战ꎬ需要在

法律上做出有效的回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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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职权法定是行政组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ꎬ越权无效也是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一块基石ꎮ 但是ꎬ这
种“常识性”的知识正越来越面临着来自实践的挑战ꎮ 挑战来自多个方面ꎬ但首先来自日益重要的风险

行政与应急行政ꎮ 风险和突发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应急管理行政的灵活性、个案性

的需求ꎬ常常要求政府在不同的情景条件下承担迥然不同的职责ꎮ 对于某一特定领域的行政管理ꎬ在平

常状态下政府可能只需要以避免风险为目标实施日常监管ꎬ在危机发生时却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实施

紧急处置ꎬ甚至启动在常态下不可能拥有的特殊权力ꎮ 显然ꎬ通过设置不同的政府机构在不同状态下履

行不同的职权ꎬ这样的方案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极其荒诞的ꎮ 因此ꎬ法律选择为同一行政机关在不

同条件下设置不同的职权ꎬ从而使其行使职权的空间和弹性越来越大ꎮ 但在一般情况下ꎬ这种制度安排

还不至于改变行政机关在组织法上的成分和角色ꎬ例如其组成、性质和隶属关系ꎮ 但在十分特殊的情况

下ꎬ这些因素也可能发生改变ꎬ从而使得同一行政组织在不同情景下可能拥有不同的组织法角色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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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政组织ꎬ在现有的法律概念谱系中还无法找到现成概念来指称ꎮ 在此ꎬ我们姑且称之为“弹
性”的行政组织ꎮ

对于“弹性行政组织”ꎬ我们先尝试性地做这样一个定义:指的是根据法律的规定ꎬ在特定情况下可

以行使其平常状态下所不具备的职权ꎬ其组成、性质、地位、隶属关系等组织法因素与平常状态也有所不

同地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ꎮ 对于“弹性行政组织”ꎬ本文试图解决这样的几个问题:“弹性行政组

织”是如何在应急管理行政的过程中出现的? 对于“弹性行政组织”的功能、职权和职责履行方式ꎬ应当

做何种制度上的安排? 如何回应“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给职权法定等法律原则带来的挑战?

二、应急管理行政与“弹性行政组织”

应急管理行政ꎬ指的是以公共突发事件的应对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行政管理活动ꎮ 突发事件的基

本特点有三:发生的突然性、发展的不确定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ꎮ 相应地ꎬ应急管理行政与一般的行政

管理活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ꎬ其核心就是一种能力的扩张ꎮ 突发事件是一个基于能力本位得到的定

义ꎬ一个事件之所以称其为“突发”ꎬ就是因为它的应对超出了相关主体平常状态下的能力水平ꎮ 那么ꎬ
为了应对这种不寻常的事件ꎬ解决这种事件对组织运行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ꎬ应对者就需要在极短的

时间内极大地增强其能力ꎮ 譬如ꎬ它需要使用更多的人财物方面的资源ꎬ它需要更多的牺牲与服从ꎬ它
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在做出错误决策时可以豁免或减轻自身的责任ꎮ 一句话ꎬ它需要更强大的紧急权力ꎮ
而在危机结束后ꎬ这种特殊的权力又将被剥夺ꎬ应对者重新平淡无奇地履行其日常的管理职责ꎬ就像出

笼的猛兽被重新关进笼子里一样ꎮ 尽管法律研究者总是不忘强调紧急权力的危险性以及为这种权力套

上枷锁的必要性ꎬ但这种问题永远都是第二位的ꎮ 第一位的问题是———政府需要这样的权力———否则

危机无法克服ꎬ一切皆成奢谈ꎮ 因此ꎬ承担应急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在职权上相对于其他的行政机关总

会拥有更多的弹性ꎬ它们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行使平常所没有的许多权力ꎮ 这种权力的内容和行使的

条件可能已经得到法律的明文规定ꎬ或者通过应急预案在法律概括性授权的前提下具体地赋予它们ꎮ
但是ꎬ这种在不改变组织角色的前提下赋予组织更大职权的做法ꎬ其弹性空间仍然是有限的ꎮ 这样

的制度设计在对付常规的突发事件时也许是奏效的ꎬ而在面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时仍然会力有不逮ꎮ 所

谓非常规突发事件ꎬ指的是前兆不充分ꎬ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特征和潜在的次生、衍生危害ꎬ破坏性严重ꎬ
采用常规管理方式难以克服的突发事件ꎮ 非常规突发事件是应对主体与事件本身在动态情景下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的过程ꎬ其事件本身呈现出对发生原因的难以预测性、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影响后果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等特点ꎻ然而ꎬ从应对主体而言ꎬ则表现出超出其既有的风险认知范围和常规手段下的

应对可控性ꎬ因而需要采用非常规方式予以应对ꎮ①

非常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ꎬ将可能动摇人类已经取得并且被确认的应对既往突发事件的经验法则ꎬ
同时也将迫使人们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去寻求更为广阔的应急决策空间ꎬ从而对现行应急管理的法律

系统造成冲击ꎮ② 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承担应急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ꎬ因为在非常规突发事件背景下ꎬ
如果不突破其组织法上的角色定位ꎬ即使将其紧急权力运用到极限也不能获得克服危机的必要能力ꎮ
此时ꎬ组织就应当被赋予更加灵活的角色ꎬ原有的应急组织框架应当被进一步打破ꎬ出现“弹性行政组

织”ꎮ 譬如ꎬ特定的应急组织可能被赋予其他组织的权力甚至其上级组织的权力ꎬ或者拥有协调指挥其

他平行的组织甚至高一级组织的权力ꎬ或者直接拥有向更高一级组织直接负责的地位ꎮ 在十分极端的

情况ꎬ如发生巨灾的情况下ꎬ各种公共权力———包括政府、政党、军队———之间的界限甚至可能被打破ꎬ
形成一种拥有全面的公共权力的特殊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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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ＦＥＭＡ)的发展和演变ꎬ可以看作是应急管理行政中弹性行政组织出现的一

个典型例子ꎮ １９７９ 年ꎬ卡特政府组建 ＦＥＭＡ 时ꎬ将其定位为一个兼顾民防和非军事应急管理的内阁级

的、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机构ꎮ ＦＥＭＡ 的综合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职能范围覆盖大多数公共突发事

件ꎻ二是其危机管理活动贯穿于突发事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ꎮ 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随着苏联解体而

带来的核威胁的解除ꎬ以及接踵而至的巨灾的打击ꎬ克林顿政府对 ＦＥＭＡ 实施了必要的组织变革ꎮ 变

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将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民防职能剥离出去ꎻ二是以巨灾应对为目标ꎬ与其他联邦

机构、州及地方政府、私人部门、志愿者组织以及军队的应急管理部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ꎬ实现了应急

管理的“全主体”整合ꎬ大大提升了以 ＦＥＭＡ 为枢纽的整个国家应急管理组织的能力ꎮ 但是ꎬＦＥＭＡ 的

能力在 ９ １１ 之后遭遇了挫折ꎮ 美国人认为类似 ９ １１ 这样的恐怖袭击更接近于一场“战争”而不是“灾
害”ꎬＦＥＭＡ 的危机应对能力在于灾害而不是战争ꎬ反恐非其所长ꎮ 为了整合反恐和救灾这两重目标ꎬ美
国组建了国土安全部ꎬＦＥＭＡ 作为其一个部分被纳入其中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ＦＥＭＡ 丧失了其作为一个内

阁级部门的地位ꎬ开支受制于国土安全部ꎬ其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管理的机构”ꎬ即所谓

的“部管国家局”了ꎮ 按照美国人的设计ꎬ整合了反恐和救灾职能的国土安全部能力将更加强大ꎬ并能

够在两种职能之间顺利切换ꎮ 但事与愿违ꎬ国土安全部以反恐为核心开展工作ꎬ严重忽视了对其他公共

突发事件的应对ꎬ重反恐、轻救灾ꎬ极大地侵蚀和削弱了 ＦＥＭＡ 原有的资源和能力ꎮ 其直接结果就是在

２００５ 年卡特里娜飓风的打击下尽显狼狈ꎮ 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ꎬ美国公众对国士安全部的应对不力深

感失望ꎬ有人主张恢复 ＦＥＭＡ 最初的独立地位ꎮ 但如此一来ꎬ必将导致 ＦＥＭＡ 与国土安全部两套应急

管理机构在资源和能力上的分割ꎬ并可能导致部门间的掣肘冲突ꎮ 美国政府最后选择将 ＦＥＭＡ 设计为

一个“弹性”的行政组织ꎬ即在国士安全部的框架下改革 ＦＥＭＡꎮ 美国总统布什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４ 日签

署了«后“卡特里娜”应急管理改革法»ꎬ赋予 ＦＥＭＡ 以新的职能ꎬ新的 ＦＥＭＡ 将继续作为国土安全部的

组成单位而存在ꎬ负责有关恐怖袭击的准备、响应和恢复ꎮ 一旦遇到紧急状态ꎬＦＥＭＡ 可以被提升为内

阁级部门ꎬ其长官直接向总统负责ꎬ脱离国土安全部的管理ꎬ主导危机应对工作ꎮ①

从 ＦＥＭＡ 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ꎬ应急管理组织的每一次革新都是对特定时代危机管理形

势和危机应对任务的回应ꎮ 当灾害应对的综合性程度不断提高ꎬ综合性灾害日渐成为主要威胁的时候ꎬ
ＦＥＭＡ 应运而生ꎮ 当巨灾开始变得频繁从而需要应急组织积聚起更多的资源时ꎬＦＥＭＡ 被赋予了整合

其他应急力量的枢纽地位ꎮ 当反恐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时ꎬＦＥＭＡ 被整合到更庞大的国土安全部当中ꎮ
而当反恐和救灾的目标无法在传统的组织框架下被良好地兼顾时ꎬＦＥＭＡ 最终被塑造成了一个弹性组

织ꎬ其地位可以在隶属于国土安全部与直属于总统之间伸缩ꎬ从而自动地适应反恐和应急两重目标的

需要ꎮ
在应急管理行政中ꎬ除了与应急管理的功能相适用而可能出现弹性行政组织ꎬ还可能出于与应急管

理资源相适用的需要而出现弹性组织ꎮ 在较低层级的地方政府或较小规模的公共组织中ꎬ其可以用于

应急管理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ꎬ平常状态和小规模突发事件应对无需维持一个功能齐全、人员齐备的应

急管理机构ꎮ 因此ꎬ也可能需要对其应急管理组织进行弹性化设计ꎮ 例如ꎬ在美国学校的应急管理中ꎬ
根据功能的不同进行划分ꎬ其突发事件指挥系统 ＩＣＳ 下设 ５ 个部门ꎬ即指挥部及其统辖下的行动部、计
划部、后勤部、财务和管理部等ꎮ 但在平常状态或较小的危机事件中ꎬ一所学校的应急指挥系统不可能

常设这样 ５ 个部门ꎬ而仅仅设立一个指挥部ꎬ完成 ＩＣＳ ５ 个部门的所有工作ꎮ 但是ꎬ在程度较重、规模较

大的危机事件中ꎬ则根据需要再行设立其他部门ꎮ 通过这种动态地调整组织结构、救援岗位和人员职责

的方法ꎬ化解校园危机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组织架构上的不适应性ꎬ可使危机管理中的人力资

源得以经济化利用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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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组织“弹性”的制度设计

既然在应急管理行政中ꎬ特定的组织可能出于与应急管理功能或资源相适应的需要可能被赋予必

要的“弹性”ꎮ 那么ꎬ这种弹性化的制度设计ꎬ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笔者认为ꎬ其最常见的体现是组

织规模和组织权力两个方面ꎬ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ꎬ还可能体现在组织的性质和隶属关系等方面ꎮ
第一ꎬ规模上的弹性ꎮ 对于承担应急管理职能的公共组织而言ꎬ规模往往意味着资源ꎮ 应急管理行

政在不同状态下面临的任务是存在巨大差别的ꎮ 在平常状态下ꎬ应急管理组织只承担对突发事件的预

防、准备、评估与监控等日常管理职能ꎮ 而在突发事件的事中应对中ꎬ其职能也因事件规模的不同而存

在明显差别ꎮ 在应急日常管理、应对小规模事件、应对大规模事件、应对非常规事件等不同的职能状态

下ꎬ应急组织在资源的需求上有着极大的不同ꎬ其规模也可能需要随之发生变化ꎮ 这种规模的变化ꎬ并
不简单表现为行政机关编制的增加和减少———实际上ꎬ这样的变化既是不现实的ꎬ也是没有意义的———
而是主要体现为将拥有不同应急资源的主体纳入应急组织当中ꎮ 这种组织规模上的弹性ꎬ主要体现在

应急指挥机构的构成上ꎮ 例如ꎬ一个城市的应急指挥机构在平常状态下实际上是“休眠”的ꎬ最多只需

要维持一个办事机构来处理个别日常事务ꎬ如召集风险评估会议、发布应急预案即可ꎮ 在发生一般性突

发事件的情况下ꎬ其应急指挥机构基本上是以一个专项指挥部的形式存在的———尽管在形式上该机构

可能保持着某一个统一的名称ꎬ但事实上ꎬ此时除了与该种突发事件相关的部门外ꎬ这个机构的其他部

分仍然是“休眠”的ꎮ 在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ꎬ应急指挥机构的所有组成部门将被

全面激活ꎬ成为一个全部门参与的应急组织ꎬ从而有能力将政府内部的各种应急管理资源整合进来ꎮ 而

在发生更为特殊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况下ꎬ这个城市的应急指挥机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ꎬ将
相邻行政区域的政府、当地驻军、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纳入其中ꎬ成为一个“全主体”参与的应

急组织ꎬ从而将更大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进来ꎮ 例如ꎬ北京市将其应急指挥机构分为应急委员会和专项应

急指挥部两个层级ꎬ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规模选择不同层级作为应急响应的主体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对应急组织的弹性化设计ꎮ①

第二ꎬ权力上的弹性ꎮ 应急管理组织在权力上的弹性是由应急管理行政———其是应急决策的基本

特点所决定的ꎮ 应急决策是在巨大的压力环境和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完成的特殊决策过程ꎬ是在突发事

件已经全面爆发或者即将爆发的情形下做出的ꎮ 做出应急决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比常规决策要严苛很

多ꎬ这至少体现在:(１)时间上更紧迫ꎬ决策者对于危机的处理只允许在极其有限的反应时间内ꎬ因为事

件突然爆发ꎬ迫使决策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ꎻ(２)信息上更有限ꎬ决策信息的有限性可能表现为

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准确或信息不及时ꎻ(３)人力资源上更紧缺ꎬ由于时间紧迫ꎬ而且可供参考的决策信

息和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都极其有限ꎬ因此ꎬ决策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决策压力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只

能依靠个人的直觉判断做出决策ꎻ(４)技术支持上更稀缺ꎬ决策者所需要的通讯设施、交通工具、计算机

辅助系统等专业设备可能在危机发生后宣告失灵ꎬ给决策工作带来很大困难ꎮ② 其中ꎬ有关决策信息的

缺乏成为危机决策最大的制约因素ꎮ 危机管理依赖于信息交换的能力和管理者依据所收集的信息制定

有效行动计划的能力ꎬ因而收集、分析和传播信息是危机决策者的直接任务ꎬ危机管理在本质上就是一

个信息收集、分析、传递和利用的信息管理过程ꎮ③ 因此ꎬ能否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得信息ꎬ直接关乎应

急决策者能否及时和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ꎬ健全信息的收集、整理与传递机制ꎬ因之对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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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非常重要ꎮ① 然而ꎬ在应急决策中ꎬ这一核心条件受到了极大限制ꎮ 正是源于应急决策的上述特

点ꎬ应急管理组织在决策中很难避免在常态下被视为越权的决策行为ꎮ 这种情况下的制度设计将面临

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坚持合法性的目标ꎬ要求应急管理机关和其他行政组织一样只能在法律已经明确

授权的范围内做出决策ꎬ必将严重影响其决策效能ꎬ导致其逃避决策责任ꎬ坐视危机发生和扩大ꎮ 如果

对危机决策的权限完全不加约束ꎬ则有可能导致紧急权力的滥用ꎬ最终侵害公民权利ꎮ 有鉴于此ꎬ一个

妥协的方案就是对应急管理组织的决策空间做出弹性的设计ꎬ通过法律上的预先授权ꎬ规定在特定紧急

情况下ꎬ应急管理组织可以超越其常态下的决策权限ꎬ行使其上级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决策权ꎬ或者在违

背一般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做出决策ꎬ并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的效力ꎬ以及对决策者责任的豁免条件ꎮ
这种决策权限上的弹性设计与一般性的授予紧急权力是有所不同的ꎮ 法律上对行政组织紧急权力的授

予ꎬ指的是允许行政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行使常态下所不拥有的某些特殊权力ꎮ 但在一般情况下ꎬ这些特

殊权力仍是该组织法定权限的一部分ꎬ并非其他组织的权限ꎮ 而上述有关紧急决策权的弹性设计ꎬ则是

允许应急决策机关在特殊情况下突破组织法上的权限划分ꎬ直接行使其上级组织或其他公共组织的决

策权限ꎮ
第三ꎬ组织性质和层级上的弹性ꎮ 这是一种类似于 ＦＥＭＡ 的制度设计ꎬ也是行政组织弹性化最极

端的表现形式ꎮ 行政组织在规模上的弹性ꎬ只是让其在特殊情况下拥有更多的资源ꎬ并没有改变该组织

在法律上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公共组织系统中的位置ꎮ 在权力上的弹性设计ꎬ也只是使应急管理组织可

以在特殊情况下行使上级组织或其他组织某个方面的权力ꎬ而不是完全变成其他性质或层级的行政组

织ꎮ 从 ＦＥＭＡ 的例子可以发现ꎬ之所以需要对应急管理组织的性质和层级做弹性化的设计ꎬ其根本原

因在于公共应急管理目标的多元化ꎮ 突发事件的种类繁多复杂ꎬ即使是按照最简洁的分类ꎬ也存在着

(准)战争事件与非战争突发事件的差别ꎬ而非战争的突发事件又包括若干基本类型ꎬ如可以划分为自

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突发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ꎮ 不同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既有共性ꎬ也有特性ꎮ 因

此ꎬ应急管理组织既包括专业性组织ꎬ也包括综合性组织ꎮ 在公共应急管理领域ꎬ综合协调与专业分工

是一对难以协调的原则:部门整合不足必将导致条块分割、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与邻为壑ꎻ整合过度则

可能损害危机应对的专业水平和处置效果ꎮ 一般来说ꎬ在日常应急管理中应更注重综合协调ꎬ而在事中

处置阶段ꎬ专业性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ꎮ 如何协调这二者的关系ꎬ是每一个国家公共应急组织架构中的

一个大难题ꎬ而将应急管理组织设计为在层级上可以切换、从而能够适应不同功能需求的“弹性化”组
织ꎬ可以说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探索ꎮ 美国政府对 ＦＥＭＡ 的弹性化设计ꎬ其核心目的也正是为了

解决部门整合与分工之间的矛盾ꎮ 在平常状态下ꎬ出于对反恐这一核心目标的强调ꎬ将 ＦＥＭＡ 整合于

国土安全部之下ꎻ在灾害紧急状态下ꎬ有需要倚重 ＦＥＭＡ 应对灾害的专业能力ꎬ便将其提升为对总统直

接负责的内阁级部门ꎮ 这种做法对于完善中国公共应急组织的架构是很有启发意义的ꎮ 在中国ꎬ关于

政府应急日常管理机构的设置一直争论不休ꎮ 很多研究者主张ꎬ目前置于各级政府办公机构之下的应

急管理办公室层级太低、没有实权、作用有限ꎬ应当将其升格为政府的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ꎮ 反对者则

认为ꎬ应急办只有依托于政府的办公机构才能发挥其综合协调功能ꎬ一旦独立设置为一个部门ꎬ必将陷

入与应急管理专业部门的“条条分割”之中ꎬ变成恶性循环ꎮ 笔者认为ꎬ对各级政府的应急日常管理机

构设置进行弹性化的设计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ꎮ 在日常工作中ꎬ应急办仍作为政府办公机

构的一个内设二级机构ꎬ既可依托办公机构发挥协调作用ꎬ也可节约资源ꎬ避免与其他专业应急管理部

门机构重叠、职能冲突ꎮ 而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中ꎬ应急办将升格为与政府办公机构平行的机构ꎬ履
行应急指挥机构办事机构的职能ꎬ依照应急指挥机构的决策ꎬ直接协调专业应急管理部门应对突发

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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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弹性行政组织”对法律原则的挑战与回应之道

“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必将给行政法上的某些重要原则带来明显的挑战ꎬ影响最大的就是职权法

定与越权无效的原则ꎮ
所谓“职权法定”ꎬ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不能自行设定ꎬ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ꎮ 行

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ꎻ非经法律授权ꎬ行政机关不能做出行政管理行为ꎻ行政机关

不得享有超出法律授权范围外的事务管理权ꎮ “越权无效”原则最初为英国行政法创制ꎬ最终为各国普

遍接受ꎬ其基本表述是任何超越权限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命令都是无效的ꎬ即被“剥夺了法律上的有效

性”ꎮ① 按照这样的法律原则ꎬ行政组织在职权上必然只能是“刚性”的ꎬ法律上不应当允许“弹性”行政

组织的存在ꎮ 但是ꎬ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是应急行政领域的一种必要探索ꎬ是解决应急管理组织与应急

管理功能、应急管理资源相适应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ꎮ 两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ꎮ
这种矛盾归根结底还是根源于法律的确定性与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法律在应急

管理中的意义源自两方面:一方面ꎬ应急管理的法律是人类在与突发事件长期斗争中产生的知识升华和

方法积累ꎬ人们通过赋予其法的效力来指引人们的行动ꎬ从而保证应急管理的有序进行ꎮ 另一方面ꎬ当
人们应对新的突发事件时ꎬ法律又构成了一种外在的制度性约束条件ꎬ限制了人们在应急管理中的决策

选择空间ꎮ 对于不确定程度较低的一般性、常规性突发事件ꎬ法律的确定性、法律调整方式的普遍性很

少受到挑战ꎮ 而在重大突发事件甚至非常规突发事件中ꎬ法律的确定性与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之间的

紧张关系将明显加剧ꎬ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将难以以法律规定的方式运行ꎮ 此时ꎬ如果人们仍然遵循法

律行事ꎬ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ꎻ如果人们在法律之外寻求新的解决办法ꎬ人们将面临承担法律责任

的巨大压力ꎬ因为决策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ꎻ如果人们被允许摒弃法律而不择手段ꎬ又必将在克服、战胜

危机的同时创造出不为法律所驯服的强大权力武器ꎬ继而产生破坏甚至颠覆民主制度的危险ꎮ
故而ꎬ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中ꎬ欲继续发挥法律系统在应急管理中的保障和支持功能ꎬ就需要其具备

足够的弹性和适应性ꎮ 只有这样的应急法律系统ꎬ才能够既在常规应急管理中指导人们如何克服困难ꎬ
又能够在非常情况下ꎬ在保留为实现法治目标所必须的少数核心规则的同时ꎬ摒弃一切成法ꎬ为人们释

放出足够的决策选择空间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后果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ꎮ 当这种不确定性被传

递到它们的应对方法时ꎬ不可避免地需要相当大的灵活性和个别性ꎬ而这与法律调整所追求的确定性和

普遍性正好相悖ꎮ 因此ꎬ旨在处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足够的适应性ꎮ 法律的适应性ꎬ
是指法律在每一特定场合都能够实现正义目标的可能性程度ꎮ② 增强应急法的适应性ꎬ其核心目标旨

在确保非常规突发事件的灵活、个别处置能够有效、合法地运行ꎮ 易言之ꎬ应急法不仅应为这种灵活而

个别的处理提供正确的体制、必要的资源和充分的权力运作空间ꎬ而且应避免此类活动的长期性或沦为

行政恣意ꎮ
对于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ꎬ法律同样应当作出弹性的、有效的回应ꎮ 首先ꎬ对于职权法定原则的理

解应当适当扩大ꎮ 行政职权之所谓“法定”ꎬ不一定就是法律上事先作出明确具体的、一成不变的规定ꎬ
也可以是一种有条件的概括性、灵活性的授权ꎮ 换言之ꎬ有关应急管理组织在规模、权力、性质和层级等

方面的弹性设计ꎬ事先在法律上概括性地加以规定ꎬ既是可能的ꎬ也是必要的ꎮ 对于应急管理组织来说ꎬ
无论是其组织规模的扩张ꎬ还是允许其行使其他组织的权力ꎬ抑或是提升其层级、改变其性质ꎬ其共同的

前提都是发生了重大的、乃至非常规的突发事件ꎮ 而这种前提是否具备是可以在法律上做出界定的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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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紧急状态的宣告ꎬ以危机预警信息的发布和取消作为标志ꎮ 法律既可以概括性地规定ꎬ上述前提一旦

出现ꎬ特定应急管理组织的规模、权力和层级等随之自动发生变动ꎻ也可以规定ꎬ在上述前提出现的情况

下ꎬ由立法机关临时做出决定ꎮ
至于越权无效原则ꎬ则应当顺应应急决策的特点作出变通性的制度安排ꎬ放弃对应急决策形式上合

法性的控制ꎬ而是秉承实质法治的理念ꎬ只保留保证应急管理行为实质上的正当性这一核心目标ꎮ 其解

决方式包括事前与事后两种路径ꎮ 事前解决的路径是在法律上预先规定好越权实施应急管理行为的条

件ꎬ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附条件的概括性授权ꎮ 事后解决则是建立应急决策的事后追认与责任豁免制度ꎬ
允许应急管理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越权做出的行为ꎬ由有权机关在事后进行实质审查的基础上追认其效

力ꎮ 对于在特殊情景下做出的违法的、错误的决策ꎬ只要决策者的目的是正当的ꎬ应当豁免或者减轻决

策者的法律责任ꎮ

五、结语

总而言之ꎬ弹性应急组织作为应急管理行政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组织形态ꎬ通过在权力范围、
组织规模、组织层级等方面做出弹性化的设计ꎬ同应急管理在不同情景下的功能需求和资源能力相适

用ꎬ但不能忽视的是ꎬ弹性行政组织的出现必然给职权法定、越权无效等行政法原则带来挑战ꎬ在法律层

面必须做出有效回应、采取恰当措施ꎮ
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ꎬ人类将逐步积累通过多次试验证明的正确方法ꎬ并将其形成体系ꎬ这些

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将形成法律ꎮ 因此ꎬ应急法代表了一种具有相对确定性的处理不确定性突发事件

的应对之道ꎮ 通过赋予其以法律的约束力ꎬ便可引导和约束人们的应急管理行为ꎬ彰显了“以不变应万

变”的经验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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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ｚｅꎬ ｐｏｗｅｒ ｓｃｏｐｅꎬ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ｐｏｓ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ꎻ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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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　 论弹性行政组织及其法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