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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还是政治?
———欧盟治理中的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解析∗

张亚宁∗∗

内容提要 欧盟委员会是欧盟法律执行的监督者.当面对成员

国的违法行为时,欧盟委员会会有选择地、策略性地容忍部分违法行

为.与合规意愿相比,成员国合规能力的不足是欧盟委员会做出策

略性容忍决定的主要原因,此外,合规能力不足需要通过客观和可信

的信号获得欧盟委员会的认可.这表明,欧盟成员国的合规水平并

不能真实反映欧盟治理的有效性.虽然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能在短

期内提供欧盟治理急需的灵活性,但它会挫伤欧盟法律体系长期的

权威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欧洲 欧盟委员会 策略性容忍违

规行为 合规能力 合规意愿

在过去十年多重危机的冲击下,法律与政治间的互动与角力一直是欧盟

研究和媒体关注的焦点.２０１６年,法国财政赤字率突破欧盟条约规定的３％
上限,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对此不仅没有启动“违规调查程序”
(infringementprocedure),反而给予其两年的宽限期用以降低赤字率.面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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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何对法国如此宽容?”的质问,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ＧClaude

Juncker)直白地回应说:“因为那是法国!”①再如,自２０１１年起,匈牙利政府通

过修改宪法逐步扩张行政机构的权力,这些措施侵蚀了司法系统的独立性,进

而与欧盟的核心价值发生冲突.面对学术界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压力和批

评,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启动相应的调查与制裁程序(«欧盟条约»第七条),而是

采取政治对话的方式试图缓和矛盾.②

可见,作为欧盟法执行的监督者,欧盟委员会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全面

地贯彻欧盟法律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布鲁塞尔会对成员国的违规行为采取

漠视或是容忍的态度.

容忍违规行为是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选择,背后反映的是法律逻辑与政

治逻辑之间的冲突.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冲突不仅关系到欧盟法律秩序的权

威性,更关系到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稳定性.此外,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

并非欧盟的独有特点;任何一个法律化的国际组织都会面临相似的问题.③ 因

此,对国际或区域组织中法律—政治关系的研究也成为过去２０年国际政治及

国际法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④

本文的研究问题即为:在何种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会选择容忍成员国的违

规行为? 本文将首先通过对成员国的违规行为进行类型划分,并假设合规能

力(complyingcapacity)不足及其可信的信号是导致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主

要原因.然后,通过对欧盟委员会“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databaseoninＧ

fringementdecisions)进行数据筛选、利用欧盟委员会官员的访谈等一手资料

并结合案例分析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验证.针对策略容忍违规行为的研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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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合规”(compliance)这一概念的有效性、欧盟政体的独特

性及政治学———法律研究的跨学科路径对区域研究的启示.

一、违规行为与策略性容忍:类型、比较与假设

探究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应首先分析成员国违规的动因,

随后有针对性地鉴别欧盟委员会选择对成员国网开一面的原因.

(一)成员国违规行为类型

概括而言,欧盟的法律工具可以粗略地分为条约(treaty)、条例(regulaＧ

tion)、指令(directive)和决定(decision).其中,指令需要在各成员国通过国内

立法的方式进行转化(transposition),从而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①

从表现形态的角度看,成员国的违规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类别:(１)直

接违反欧盟条约和条例;(２)延迟或没有转化欧盟的指令;(３)不正确地转化

欧盟的指令;(４)不正确地执行转化后的欧盟指令.② 也有学者将前三类统称

为法律不合规,第四类称为政策不合规.③ 但是,上述两种基于表现形态的划

分均无法揭示成员国违规行为的动因,对研究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助益不大.

从发生逻辑的角度看,成员国的违规行为可以从合规意愿(complying
willingness)和合规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划分.④ 就合规意愿而言,由于欧盟法律

往往采取框架法规的形式,⑤而框架法规的执行可能会给部分成员国带来巨大

的政策调整压力,从而使这些成员国不愿意主动、及时且完整地执行相关法

规.⑥ 例如,欧盟１９８０年通过的«饮用水指令»对农用杀虫剂的剂量做出严格

３６

法治还是政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aulCragandGráinnedeBúrca,EULaw:Text,CasesandMaterial(FifthEdition),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１０４．

TanjaBörzel,“QuantifyingNonＧComplianceintheEU:ADatabaseonEUInfringementProceedＧ
ings,”BerlinWorkingPaperonEuropeanIntegration,FreeUniversityofBerlin,No．１５,２０１２,p１７．

ElenaIankova,“EuropeanEnlargementandInstitutionalHypocrisy,”inTanjaBörzelandRachel
Cichowski,eds．,TheStateoftheEuropeanUnion,６:Law,Politics,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０３,p２７２．

JonasTallberg,“PathstoCompliance:Enforcement,Management,andtheEuropeanUnion,”InＧ
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５６,No．３,２００２,pp６２７Ｇ６３２．

框架法规在本文中主要指欧盟法规在管制范围、管制手段和管制目标等方面都做出了极其详细的

规定,因为对于成员国的政策选择都造成了较大限制.
GerdaFalkner,etal．,“NonＧcomplianceofDirectiveintheMemberStates:Oppositionthroughthe

Backdoor?”Vol２７,No３,２００４,pp４５２Ｇ４７３．



规定,这一标准比德国的国内法规更加严苛.为了给本国的农业转型赢得时

间,德国政府延迟六年才将这一指令转化为国内法.最终,欧盟委员会以德国

政府没有及时转化«饮用水指令»为由将德国政府诉诸欧洲法院.柏林面对可

能出现的不利判决选择妥协并迅速修订了国内的相关标准.① 在该案例中,德
国之所以违反欧盟指令是由于不愿意承担相关标准提升带来的经济和社会

成本.
再从合规能力的角度看,即使成员国认为相关欧盟法规具有积极意义,但

由于政治体制抑或行政能力的限制,这些欧盟法律也可能迟迟无法转化为国

内法或无法得到充分执行.这里需要指出,合规能力不仅仅表现为行政资源

禀赋的富集程度(例如,财政预算和行政人员的多寡,行政效率的高低),也体

现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障碍(例如,政治决策或立法过程中具有

否决能力的行为体).② 例如,现有研究认为,当成员国议会在立法进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或是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享立法权的情况下,成员国更可能在

立法过程中受到否决行为体的影响,导致无法及时转化欧盟法.③

虽然基于合规意愿与合规能力的独立分析维度已经在实证研究中广泛采

用,④但是,本文认为二者并非完全孤立的分析维度,因为在实践中它们之间是

相互交错和相互影响的.例如,在关于法国的案例中,一方面,法国的财政赤

字是由于法国的经济结构与政策传统导致的;⑤另一方面,由于财政紧缩政策

会降低选民对执政党的支持率,这也是各届法国政府所竭力避免的政策选项.
因此,法国的财政违规行为是缺乏改革能力与缺乏改革意愿两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而对匈牙利而言,其国内的宪法修订仅仅是执政党为巩固执政地

位而做出的蓄意的政策选择,并不涉及匈牙利政府的行政能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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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成员国违规行为在合规能力与合规意愿两个维度的表现,可以

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四种类型:偶发的违规行为、蓄意的违规行为、可申辩的违

规行为和彻底的违规行为.(参见表１)其中,蓄意的违规行为、可申辩的违规

行为及彻底的违规行为从字面上均比较容易理解,而偶发的违规行为大多数

表现为对欧盟框架条例的误解所导致的不正确转化或是由于文本翻译而导致

的延迟转化.因而,这样违规行为经过欧盟委员会的释义或警告之后都会得

到迅速解决.

表１　欧盟成员国违规行为的类型

合规意愿(具备) 合规意愿(不具备)

合规能力(具备)　
偶发的违规行为

(accidentalnonＧcompliance)
蓄意的违规行为

(deliberatenonＧcompliance)

合规能力(不具备) 可申辩的违规行为
(justifiablenonＧcompliance)

彻底的违规行为
(outrightnonＧcompliance)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这种分类方法最大优势是可以将现实中容易混淆的违规行为进行详细鉴

别与分类.例如,很多成员国在与欧盟委员会的沟通过程中,掩盖真实的违规

动机,将蓄意的违规行为包装为可申辩的违规行为.虽然它们最终的表现形

态均为违反成员国在欧盟法规中的义务,但对欧盟委员会而言,是否具备执行

相关欧盟法规的意愿是区别违规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的重要因素,这也同

样会影响欧盟委员会如何应对违规行为.

(二)欧盟委员会对违规行为的应对措施:违规调查程序

根据«欧盟运行条约»第２５８条的规定,在面对成员国的违规行为时,欧盟

委员会可以启动违规调查程序.① 该程序由四个阶段组成:(１)发现成员国的

违规行为后,欧盟委员会可以向成员国寄送正式通知;(２)如果成员国没有在

２个月内修正违规行为,欧盟委员会则可以发出解释意见;(３)如果违规行为

持续,欧盟委员会可以诉诸欧洲法院;(４)如果成员国拒绝执行欧洲法院的判

决,则欧盟委员会可以请求欧洲法院对成员国科以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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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欧盟的违规调查程序流程图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虽然欧盟条约起草者设计了上述违规调查程序来纠正成员国的违规行

为,但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违规行为都会严格依照上述调查程序解决.① 首

先,从法律角度看,欧盟委员会在是否启动违规调查程序、是否升级调查程序、
是否将违规成员国诉诸欧洲法院、是否请求欧洲法院对成员国处以罚金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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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都有自由裁量权.① 此外,法律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将所有违规行为斩草除

根.与之相反,如何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追究相对严重的违规行为,从而确保

对法律的遵守维持在可接受水平之上才是更现实的目标.② 因此,欧盟委员会

的自由裁量权和法律的根本追求共同决定欧盟委员会对违规调查程序的使用

兼具选择性和战略性.
从政治角度看,与其承担的“欧盟条约的守卫者”角色相比,欧盟委员会更

重要的角色是欧盟的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在行使各项行政职能过程中,与
成员国的合作关系决定了谈判而非诉讼才是解决争端的更加恰当的方式.③

甚至可以说,欧盟委员会往往将违规调查程序作为与成员国在其他领域博弈

的一种战略筹码.④ 因而,合规是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在政治上进行博弈的过

程,绝大部分违规行为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而非法庭前得到解决.⑤ 换句话说,
博弈的结果往往是法律逻辑与政治逻辑碰撞、权衡与妥协的结果.

如果粗略划分,成员国的违规行为最终会产生两种结果:(１)成员国做出

妥协并根据欧盟委员会或欧洲法院的要求彻底地改正违规行为;(２)欧盟委员

会做出妥协并容忍成员国的违规行为.⑥ 本文目的是探究第二种情况产生的

原因.当然,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违规行为的反应首先取决于违规行为是否

能被察觉,因为在政治现实中,大部分违规行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欧盟层面监

控水平的限制等原因不了了之.因此,下文分析的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违规

行为的策略性容忍主要针对可以被察觉的违规行为,而无法被察觉的违规行

为仍然是合规研究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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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暂不考虑.参见EstherVersluis,“EvenRules,UnevenPractices:Openingthe‘BlackBox’ofEULawin
Action,”WesternEuropeanPolitics,Vol．３０,No．１,２００７,pp５０Ｇ６７.



(三)欧盟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组织的比较

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并非欧盟的特有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贸易、环境保

护和人权等各类国际或区域组织中.① 但是,与其他国际或区域组织相比,欧
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又有显著不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制度设计与法律秩序

两个层面.

首先,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欧盟的执法体系在法律化的各个维度均超越

了其他国际组织(参见表２),可以被称为集中化的执法体系.② 例如,与法律化

程度较高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相比,欧盟具有超国家的法律监督机构———

欧盟委员会———负责监督成员国的合规情况,同时,无论是公民、组织或成员

国均具备欧盟法的诉讼资格.此外,欧洲法院的判决具备直接效力(例如罚

款).与之相比,世界贸易组织中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法律监督机构,违规行为

完全依赖缔约国的自我评估与诉讼,仲裁庭的判决或制裁需要通过成员国履

行.③ 在这些因素中,超国家的法律监督机构是区别欧盟集中式执法体系与其

他国际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最核心因素.④ 因此,本文聚焦欧盟委员会在欧盟

法律执行中发挥的作用.

表２　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欧盟与世界贸易组织

超国家监督 诉讼资格 争端解决机构 司法判决 制裁措施

欧盟(EU) 欧盟委员会 国家、组织、个人 常设 强制约束力 直接

世界贸易组织
(WTO) 无 国家 常设 强制约束力 间接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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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１２２．



再从法律秩序角度看,与其他国际组织各自功能领域内稳定的、一元的法

律秩序相比,欧盟的法律秩序是变动的、多元的和有争议的.① 虽然«欧盟条

约»从根本上划分了成员国和欧盟的权能分配,但是,权能边界在很多情况下

是模糊的、不完全的.在极端情况下,欧洲法院的判例法甚至可以对欧盟条约

做出事实性的修正(defactoamendments).② 伴随欧盟法律管辖的渐进性扩

张,甚至出现了欧盟法律与成员国宪法相互碰撞、争夺最高法律权威的情况.③

欧洲法院天然的司法能动(judicialactivism)倾向和变动的、有争议的法律格局

在客观上模糊了欧盟法律与欧盟政治的边界,④从而为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提

供了现实土壤.政治上的僵局需要诉诸司法能动主义破除,而法律秩序上的

冲突则依赖政治策略来化解.⑤

综上,欧盟独特的法律秩序较其他国际组织为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提供

了更为丰沃的现实土壤,而欧盟委员会作为超国家法律监督机构的独特制度

设计更是将欧盟与其他国际组织区分开来.

(四)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理论假设

虽然欧盟法学者认为欧盟法兼具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双重特点,⑥但从法规

执行的角度看,欧盟法显然更接近于国际法.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本身并

不能确保它的执行.例如,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违法国际法,其他国家可以选择

向其施加外交压力,可以选择对等的制裁措施,公民个人可以选择抵制与该国

的经贸往来,但是,国际法本身不能强迫主权国家改弦更张.⑦ 因此,国际法更

接近于“基于协调的法”(alawofcoordination)而不是“基于服从的法”(alaw
ofsubordination).⑧ 此外,也有学者将国际法之所以能发挥效能归因于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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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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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erGrimm,TheConstitutionofEuropeanDemocrac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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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Press,２００２．
程卫东:«多元法律秩序与欧盟法治的局限性»,«欧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５页.
VaughanLowe,InternationalLaw:AVeryShortIntroduction,p１２３．
ShabtaiRosenne,PracticeandMethodsofInternationalLaw,New York:OceanaPublications,

１９８４,p２．



对等和报复这三个因素,而这三个因素均反映出主权国家之间的水平关系,而
非国际法与主权国家间的等级关系.①

同样,欧盟法反映的也是成员国间已经存在的广泛共识并且主要依靠成

员国自愿遵守.由于欧盟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政体,因此,并不具备

完整的国家性,进而也不具备主权国家拥有的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即使在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欧洲法院获得对违规成员国处以罚金的权力,但
是,对欧洲法院判决的遵守归根到底还是依赖成员国对欧盟法及欧洲法院的

法律权威的尊重,依靠成员国法院对欧洲法院法律原则的接受与践行,②而非

基于任何具有胁迫性的等级权力关系.在政治现实中,尽管数量不多,成员国

无视欧洲法院判决的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③

基于以上逻辑,当欧盟委员会在决定容忍哪些成员国的违规行为时,特别

是在合规能力与合规意愿之间,成员国是否具备执行欧盟法规的能力应该是

更加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执行法律的意愿在很大程度可以通过谈判、法律

说理乃至成员国之间的规范性压力(namingandshaming)来扭转,④但是,相关

行政能力的缺位和政府部门间协作的障碍却是难以在法规转化所要求在短时

间内克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蓄意

的违规行为”,前述中匈牙利案例就是一个直接证明.但是,从欧盟委员会的

角度看,容忍由能力缺乏导致的违规行为与容忍由缺乏意愿导致的违规行为

相比,显然前者更加具有合理性.由此,假设一可以概括为:成员国的合规能

力不足是欧盟委员会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成员国的

合规能力越低,其违规行为越可能获得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

即使欧盟委员会更倾向于对由能力缺失而引发的违规行为采取宽容态

度,但是,如何核实合规能力不足的真实性则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如上文

对违规行为的分类中所解释的,在政治现实中,基于合规能力的违规行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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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辩的违规行为)和基于合规意愿的违规行为(如蓄意的违规行为)的表现

形态是相似的.对于后者,拖延或是不转化欧盟法规能够降低本国的政策调

整成本和相关产业的转型成本,从而相对于合规的成员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

益.因此,成员国有很强的政治动因将缺乏执行意愿的违规行为包装成缺乏

执行能力的违规行为,以期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政策宽限,这也就是保险理论中

所谓的“道德风险”.

对欧盟委员会来说,准确区分两种动因并防止“道德风险”具有十分重要

的政治和法律意义.如果对真正缺乏执行能力的成员国采取严格的法律措

施,那么,不仅会严重地挫伤成员国在未来的合作意愿,更严重结果是成员国

最终会因为无力执行欧盟法律且欧洲法院缺少与国内法对应的强制措施,而
侵蚀欧洲法院的声誉及欧盟法律秩序的权威性.① 相反,如果对具备执行能力

的成员国采取宽容态度,这将会形成恶劣先例并鼓励其他成员国滥用欧盟委

员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动摇欧盟法规本应实现的法律与政治目的.②

但是,欧盟委员会在核实成员国违规行为的真实动因时,会受到信息不对

称因素的严重制约.显然,成员国政府对于本国的法律转化流程,可用的法律

工具及行政能力有更清楚的认识,同时,对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相关的利益团体

也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对欧盟委员会而言,虽然它可以通过法律核查等方

式来收集一手信息,但面对每年几千例的违规调查案件,这样的方式不具备资

源上的可行性.归根结底,欧盟委员会仍然需要依赖成员国提供相应的信息

来甄别其违规行为的真正动因.

基于防止“道德风险”的考虑及对成员国提供信息的高度依赖性,欧盟委

员会往往会对信息质量设置较高的门槛.换句话说,成员国提供的信息必须

是足够客观和可信的.比如,如果欧盟委员会容忍成员国 A 的违规行为可能

会损害成员国B的利益,但是成员国 A通过展示缺乏合规能力的证据,获得了

成员国B的认可,那么,可以认定这种信息是可信的.当然,除了获得潜在受

害方的认可之外,可信的信息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多种形态,通过政治上完全独

立的机构传递的信号即为其中一例.总而言之,无论它们的形态如何,本质上

这种信号应该表明违规行为已经脱离了成员国政府的自由操控.由此可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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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二: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需要成员国提供客观和可信的信号来证明其

合规能力不足的真实性.具体而言,应有合格的信息能证明违规成员国无法

自由操控违规行为.

虽然合规能力与合规意愿的二维分析框架对违规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分类,但是,无论是基于合规能力抑或合规意愿的理论假设,其着眼点均为与

成员国相关的因素.而在既有文献中,对违规行为的归因还存在其他视角,如
不同政策领域对违规行为的潜在影响.① 因此,在聚焦与成员国相关因素的同

时,有必要对其他环境因素进行考察,如不同政策领域的影响.

虽然现有研究认为政策领域会对成员国的违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笔者认

为不同于违规行为,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主体是欧盟委员会,每一次策略性容

忍违规行为的决定均是欧盟委员会与相关成员国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政策领

域仅仅为双边博弈提供了环境条件而非直接影响博弈结果.相反,如果政策领

域确实对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有重要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策略性容

忍违规行为由于受到政策领域因素的巨大影响而集中在个别政策领域.所以可

列假设三(竞争性解释):政策领域不会对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违规决定产

生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不会集中在个别政策领域.②

二、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总体分布与案例分析

在理论层面对违规行为进行类型划分,对不同国际组织的执法体系进行

横向比较仅仅廓清了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概念及影响因素.鉴于策略性容

忍违规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如何在众多的违规案件中将其鉴别并系统性的筛选

出来,如何通过细致的案例研究将其发生机理展现出来则是研究难点和重点.

(一)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鉴别

任何对于欧盟成员国违规行为的研究都会面临数据有效性和代表性的问

题.现有研究大部分依赖的是欧盟委员会官方的“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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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违规调查案件的时间、法律基础、政策领域、程
序阶段等信息,但是,该数据库也有比较明显的缺陷.如上文所指出,欧盟委

员会在发起违规调查程序上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换句话说,成员国的违规

行为可以在行政解决阶段通过非正式的协商与沟通得到豁免,而不会进入司

法解决阶段从而被记录在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中.因此,该数据库能否反映

成员国违规行为的全貌值得商榷.①

如果说关于成员国违规行为的数据存在代表性的问题,那么,欧盟委员会

对这些违规行为的策略性容忍则是数据的存在性问题了.毕竟,没有任何成

员国愿意承认自己的违规行为被欧盟委员会“善意地”放过了,而欧盟委员会

则更不会承认对这些成员国“另眼相看”,因为这显然与公正、客观地执法的要

求背道而驰.因此,研究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准

确和系统地筛选出相关案件.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通过对比欧盟委员会的违规调查程序数据

库与成员国转化欧盟指令的数据库(EURＧLex),进而筛选出欧盟委员会的策

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案件.下文将通过针对芬兰的违规调查程序(infringeＧ
mentNo．２０１６０６２９)来简要解释该数据收集方法的逻辑.

阶段一: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发布了关于垃圾处理的欧盟指令

(Commissiondirective２０１５/１１２７),其中规定芬兰应该在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１日前

将该指令转化为国内法,并将转化后的国内法规通报欧盟委员会.②

阶段二:根据成员国指令转化数据库,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芬兰向欧盟委员

会通报已经在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通过的国内垃圾处理指令.③

阶段三:根据欧盟委员会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欧盟委

员会以芬兰的转化措施不符合欧盟指令要求为由,向芬兰寄送正式通知;④

阶段四:根据成员国指令转化数据库,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５日,芬兰再次向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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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ariamHartlapp,“ProblemsofOperationalizationandDatainEUComplianceResearch,”EuropeＧ
anUnionPolitics,Vol．１０,No．１,２００９,pp２８２Ｇ２８６．

EuropeanCommission,CommissionDirective(EU)２０１５/１１２７,July１０,２０１５,https://eurＧlex．euＧ
ropa．eu/legalＧcontent/EN/TXT/PDF/? uri＝CELEX:３２０１５L１１２７&from＝GA,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３．

EuropeanCommission,NationalTranspositionofCommissionDirective(EU)２０１５/１１２７,https://
eurＧlex．europa．eu/legalＧcontent/EN/NIM/? uri＝CELEX:３２０１５L１１２７,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３．

EuropeanCommission,InfringementDecisionsonCase２０１６０６２９,https://ec．europa．eu/atwork/
applyingＧeuＧlaw/infringementsＧproceedings/infringement_decisions/index．cfm? lang_code＝EN&typeOfSear
ch＝false&active_only＝０&noncom＝０&r_dossier＝２０１６０６２９&decision_date_from＝&decision_date_to＝
&title＝&submit＝Search,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３．



委员会通报了相关国内法的修正案;

阶段五:根据欧盟委员会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欧盟委员

会再次以芬兰的国内法修正案仍不符合指令要求为由,向芬兰寄送解释意见;

阶段六:在没有收到芬兰的进一步通报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３
月８日撤销该违规调查案件.

通过上述过程,可以发现,芬兰在收到解释意见以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措

施来修正自己的违规行为,而欧盟委员在此情况下选择撤销违规调查程序,这
显然构成本文所提出的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当然,学者可能质疑撤销该案

件可能仅仅是因为成员国的最终转化措施没有同步记录在官方数据库中.但

是,无论是从欧盟委员会还是成员国的角度看,如果成员国确实投入政治资源

转化了相关指令,那么,二者没有任何动因不将相关措施公之于众.①

(二)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分布:假设一的检验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对２０１４年欧盟委员会启动的所有违规调查案件进行

逐一甄别.在全部的１５２３个案件中,共有８９８个是针对欧盟指令的违规调查

案件,最终有 ２６个案件符合上文表述的逻辑,约占欧盟指令案件总数的

２８９％.(参见表３)

表３　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成员国分布(２０１４年)

国家 案件数量 案件总量 国家 案件数量 案件总量

斯洛文尼亚 ４ ５０ 立陶宛 １ ２４
罗马尼亚 ２ ５４ 捷克 １ ２２
保加利亚 ２ ５１ 丹麦 １ ２９
德国 ２ ３４ 英国 １ ３７
拉脱维亚 ２ １６ 波兰 １ ３１
匈牙利 ２ ３９ 西班牙 １ ３５
瑞典 １ １２ 爱尔兰 １ １８
荷兰 １ １７ 葡萄牙 １ ３３
奥地利 １ ３８ 比利时 １ ６０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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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反,如果成员国没有忠实地转化欧盟指令,双方反而有动因通过捏造转化成果的方式来粉饰欧盟

的合规水平.相关介绍参见 AgnesBatory,“DefyingtheCommission:CreativeComplianceandRespectfor
theRuleofLawintheEU,”PublicAdministration,Vol．９４,No．３,２０１６,pp６８５Ｇ６９９.



在完成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数据收集后,下文将分析它们在合规能力

与合规意愿两个维度上的分布.关于如何测量成员国的合规能力的问题,本
文将采取欧盟合规研究中的两个惯用指标,即成员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①和

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根本上决

定了政府汲取行政资源从而确保准确且彻底地执行欧盟法规的能力,而既有

研究也指出清廉指数与行政效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③ 通过将欧盟２８个成员

国在上述两个指标的维度上分为高、中和低三个类别,④可以发现２５个策略性

容忍违规行为的案例分布情况.(参见表４)

这里需要指出,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数量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欧盟委员

会对不同类别成员国的态度.只有在对比每个类别成员国的违规案件总量的

情况下,才能真正掌握不同类别的成员国获得欧盟委员会豁免的概率大小.⑤

例如,在表２中,拉脱维亚和德国均有２个违规案例被欧盟委员会策略性容忍,

但考虑到２０１４年德国共有３４个违规调查案例,而拉脱维亚仅有１６个,因此可

以说,欧盟委员会对于拉脱维亚的违规行为更加宽容.

表４　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分布(基于成员国合规能力的维度)

高 中 低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合规能力

指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８ ３．８５％ ７ ４．５２％ １１ ８．３３％

廉洁指数 ８ ３．８６％ ９ ４．２７％ ９ ４．９４％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４所示,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看,中等收入成员国比高收入成

员国的违规行为相对更容易被欧盟委员会容忍,而低收入成员国获得欧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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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欧盟成员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欧盟统计局 (Eurostat),https://appsso．eurostat．ec．
europa．eu/nui/submitViewTableAction．do,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３.

全球透明指数数据来自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数据:https://
www．transparency．org/cpi２０１４/results,２０１９Ｇ０９Ｇ２３.

TanjaBörzel,etal．,“ObstinateandInefficient:WhyMemberStatesDoNotComplywithEuropean
Law,”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Vol．４３,No．１１,２０１０,pp１３６３Ｇ１３９０．

笔者将欧盟２８个成员国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廉洁指数自高到低分为高(１—９名)、中(１０—１９
名)和低(２０—２８名)三组,然后统计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成员国所属的组别.

欧盟合规研究中也有学者指出类似逻辑.例如,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坦雅博泽尔(TanjaBörzel)指
出,虽然欧盟每年违规行为的数量都在增长,但这不一定说明欧盟的合规情况在恶化.当与每年欧盟新出

台的法规数量比较后,她发现欧盟的合规水平一直相对稳定.参见 TanjaBörzel,“NonＧcomplianceinthe
EuropeanUnion:PathologyorStatisticalArtefact?”p８１７.



员会宽限的可能性则大幅度地提高(８．３３％),为高收入成员国比率的２倍多;

再从廉洁指数的角度看,虽然高、中、低三个组别的比率差别不及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率差别显著,但基本趋势依然是廉洁指数越低的成员国的违规行

为更容易被欧盟委员会容忍.

除了上述数据的客观描述外,笔者与欧盟委员会秘书处(SecretariatＧGenＧ
eraloftheEuropeanCommission)官员的访谈,从政策实践的角度同样佐证了

合规能力在欧盟委员会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① 欧盟委员会秘

书处“欧盟法执行和强制实施处”(UnitofImplementation& Enforcementof
EULaw)的首席政策官员(principalpolicyofficer)拉卢卡特拉什克(Raluca
Trasca)告诉笔者:“违规调查程序不是为了获得司法胜利或是惩罚成员国,而
是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合规水平.如果欧盟委员会内的个别总司(DirectorateＧ
General)认为对话更有效果,那么,诉诸违法审查程序直至欧洲法院是没有意

义的.例如,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完全地执行欧盟法律往往需要成员国在国

内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或是大幅度地修改国内法.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

众多国内政治的障碍,可能是财政的或是立法的.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诉诸

或是升级违规调查程序无法在任何程度上解决实际问题,相反,只会激化矛

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违规调查程序并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需要寻找其他途径.”②

从该首席政策官员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当成员国面临合规能力不足(财政

或立法)的问题时,违规调查程序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激化矛

盾,这与假设一的逻辑推理完全一致.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廉洁指数

为指标衡量成员国合规能力,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欧盟委员会所做出策略性

容忍的决定,而对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官员的访谈,则从主观、政策实践的角度

印证了合规能力在欧盟委员会行使自由裁量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成员国的合规能力相比,由于缺乏客观和全面的指标,成员国的合规意

愿因此更加难以测量.一方面,成员国的合规意愿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是变动

不居的;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主观描述,合规意愿很难在不同成员国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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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欧盟委员秘书处负责协调各个政策总司的违规调查程序.当出现敏感案例时,秘书处要协调相关

政策总司得出最终的解决方案,并由欧盟委员会“委员团会议”(CollegeofCommissioners)批准.因此,欧盟

委员会秘书处在策略性容忍违规决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笔者在布鲁塞尔对欧盟委员会秘书处“欧盟法律执行组”首席政策官员拉卢

卡特拉什克的采访.



横向比较.因此,测量成员国合规意愿的关键就是找到较为准确的测量指标.
“违规调查程序”作为一个“制裁阶梯”(sanctioningladder)意味着随着法律程

序不断升级,成员国面临的压力和惩罚的可能性随之增加,继而成员国与欧盟

委员会之间的冲突烈度也不断提升.① 如果成员国具有较强的合规意愿,那
么,逻辑上它应该在违规调查程序的早期阶段选择修正自己的违规行为,而不

是选择继续与欧盟委员会对抗,继而引发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选择升级冲突而非修正自身违规行为的成员国应该具备较强的违规

意愿.基于此,通过分析２６个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案件结案时所处的程序

阶段,可以验证成员国的合规意愿与欧盟委员会的应对措施之间的关系.出

于分析的便利,可将图１中的违规调查程序简化为正式通知、解释意见和诉诸

欧洲法院三个阶段.

表５　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分布(基于成员国的合规意愿的维度)②

正式通知 解释意见 诉诸欧洲法院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数量 比率

合规意愿指标 程序阶段 １７ １．８７％ ７ １．４７％ ２ １．４６％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如果合规意愿能够全面地解释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决策的话,应该

能够看到随着违规调查程序的逐步升级,欧盟委员会应该更加可能容忍成员

国的违规行为.然而,根据表４,随着违规调查程序的升级,欧盟委员会策略性

容忍违规案件的比率并没有随之上升,而是逐步降低.其中,在正式通知阶

段,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高,随着进入解释意见和诉诸欧洲法

院阶段,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基本保持不变.因此,以违规调查案

件结案时的程序阶段为指标,衡量成员国的合规意愿,并不能够对欧盟委员会

的策略性容忍提供符合理论预期的解释.
同样,欧盟委员会环境事务总司违规调查程序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认

为成员国的合规意愿不会影响欧盟委员会在违规调查程序中的决策,相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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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hristerJonssonandJonasTallberg,“ComplianceandPostＧagreementBargaining,”European
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４,No．４,１９９８,p３８０．

在表４中,计算概率的基数是全部的违规调查案件,而非表３中采用的欧盟指令的违规调查案件,
这是因为在欧盟的官方数据库中依据“程序阶段”和“法规类型”双重筛选的数据结果不准确.例如,如果仅

仅选择“诉诸欧洲法院”的筛选选项,则可以从总体结果中筛选出３２个关于欧盟指令的违规调查案例.但

是,当双选“诉诸欧洲法院”以及“关于欧盟指令的案件”,则结果只有４个.



乏合规意愿正是违规调查程序作为法律工具需要威慑的行为.“欧盟法律是

经过２８个成员国协商通过的,反映了２８个成员国作为整体的意志.对于环境

总司来说,因为法律不符合本国的利益就拒绝执行,这恰恰证明了欧盟法和欧

盟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我们要确保成员国履行他们在制定法律时做出的

政治承诺.此外,在我处理过的众多违法调查案件中,成员国给欧盟委员会的

解释信件中,几乎没有国家会回复‘我们不会遵守欧盟法,因为他不符合我们

的利益’;绝大多数理由都是‘对法条的解读不一致’‘存在不可预见的执行困

难’‘国内大选导致国内立法程序暂停’,等等.”①

通过２０１４年欧盟委员会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案例,可以发现,成员国

的合规能力能够对欧盟委员会的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给出一致的解释,而成

员国的合规意愿则与案例的分布并不一致.但是,上述分析过程同样存在潜

在缺陷:首先,２０１４年的数据量较小,仅有２６个案例.考虑到２０１４年为欧盟

委员会的换届年,无论是欧盟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或是违规调查程序的操作细

则都会发生变动,因而无法完全确定２０１４年数据具有代表性;其次,在计算合

规能力及合规意愿两个不同维度的比率时,由于数据源的限制,本文选取的比

较基数是不统一的(前者的比较基数是关于欧盟指令的违规调查案件,后者则

是关于全部欧盟法规的违规调查案件).但是,考虑到同一维度的基数是一致

的,因此并不影响对最终结果的判断.即使存在上述潜在的缺陷,本文采取的

数据采集和分析办法依然是除个案研究之外,唯一可以系统地展现欧盟委员

会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研究方法.

(三)捷克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的司法冲突:假设二的检验

通过对违规调查程序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欧盟委员会更倾向于容忍由

合规能力不足导致的违规行为.但从欧盟委员会的角度看,是否采取进一步

反制措施的关键是区分“可申辩的违规行为”和“蓄意违规行为”.根据假设

二,成员国应该提供客观和可信的信号来证明其违规行为是由于合规能力不

足而非合规意愿不足.一般情况下,由于违规调查程序中所涉及的文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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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笔者在布鲁塞尔对欧盟委员会环境事务总司违规调查程序官员伊达多伊契

诺维奇(IdaDojcinovic)的采访.



如,正式通知或是解释意见)均为保密文件,①因此,学者很难明确获知欧盟委

员会和相关成员国的博弈过程,也无从得知欧盟委员会容忍违规行为的确切

依据.但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捷克宪法法院(CzechConstitutionalCourt)与

欧洲法院之间发生了一连串法律冲突,可以借助双方公开的判决书验证客观

和可信信号对欧盟策略性容忍的重要性.

１９９２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解体.为解决两国退休公民的退休金发

放问题,捷克与斯洛伐克政府签署条约,规定退休雇员的退休金按照原雇主注

册所在国的标准发放.同时,这一条约作为附件成为欧盟社会保障机制条例

的一部分.②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部分捷克公民即使在退休前一直在捷克境内

工作,但仅仅因为其雇主注册在斯洛伐克,他们只能按照斯洛伐克的标准领取

较低的退休金.此后,捷克社会保障局(CzechSocialSecurityAgency)由于拒

绝补偿这些捷克公民的退休金差额被告上法庭.最终,捷克宪法法院在一系

列判例中确认上述条约(同时作为欧盟条例的一部分)是对部分捷克公民的歧

视,因而违宪并要求捷克社会保障部门支付退休金差额.③

但是,捷克最高行政法院(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并不认可宪法

法院的法律推理,它认为宪法法院的判决违法了欧盟法中的非歧视原则.因

为,该判决只保障捷克公民在上述情况下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而排斥了其他

成员国公民在同样境遇下的法律权益.④ 最终,捷克最高行政法院于２００９年

向欧洲法院提请先行裁决(preliminaryruling).２０１１年６月,欧洲法院在先行

裁决中确认,捷克宪法法院的判决确实违反了欧盟法的非歧视性原则.但是,

为保全宪法法院的法律权威,欧洲法院认为已经获得的差额补偿不需要取消,

只要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均适用即可.⑤ 但是,捷克宪法法院显

然并没有接受欧洲法院的好意,反而通过２０１２年１月的另一判决认定欧洲法

院的先行裁决属于越权,因而无效.捷克最高行政法院随后再次向欧洲法院

申请先行裁决,请求欧洲法院确认:当国家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裁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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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捷克最高行政法院应该遵从哪一方的判决?① 至此,捷克宪法法院与欧洲

法院的法律冲突以最极端的方式公开化.

鉴于捷克宪法法院通过公开方式反对欧洲法院的法律管辖,如果根据欧

盟法学者的观点,欧盟委员会完全可以基于捷克社会保障局仅仅补偿捷克公

民退休金差额违反欧盟法的非歧视原则为由启动违规调查程序.② 但在现实

中,欧盟委员会则完全置身事外,不愿意对捷克当局采取任何法律措施.换句

话说,欧盟委员会对捷克的违规行为采取了明确的容忍态度.

那么,欧盟委员会在做出上述决定时,是如何判定捷克的真实违规原因的

呢? 实际上,在捷克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角力的过程中,捷克政府通过一系列

政策和行动向欧盟委员会传递了其愿意遵守欧盟法的意愿.首先,在欧洲法

院先行裁决的过程中,捷克政府提交的法律意见认为捷克宪法法院的判决违

法了欧盟法的非歧视原则,这一判断和欧洲法院随后的法律推理完全一致.③

其次,在欧洲法院做出先行裁决后,捷克政府代表甚至被召至捷克参议院欧盟

事务委员会解释为何在欧洲法院没有为捷克宪法法院的判决辩护.④ 通过这

些行动,捷克政府已经向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法院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即捷克政

府甘愿违拗本国最高司法机构的法律意见而同欧盟最高司法机构站在一起

(具备合规意愿).现在出现的法律危机和政治困局完全是由捷克宪法法院为

维护自身的司法权威而引发的,且捷克宪法法院与欧洲法院的司法冲突已经

超出了捷克政府作为行政机构的控制范围(不具备合规能力).因此,捷克政

府的违规行为属于“可申辩的违规行为”而非“蓄意的违规行为”.

除了捷克政府传递的合规意愿的信号外,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在面对

成员国宪法法院的挑战时,一般均极其慎重和保守.在本案中,假设欧盟委员

会启动违规调查程序,而欧洲法院判决成员国违法且判处罚金,则捷克宪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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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完全可以基于相同的理由宣布上述判决因越权而无效.① 如此一来,欧洲法

院与成员国宪法法院间艰难维系的法律默契就会破裂,而欧盟法律秩序的权

威性与稳定性也会在这一法律冲突的冲击下遭受严重的动摇.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一法律冲突由于欧盟委员会诉诸法律手段而一发不可收拾,它就会成

为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其他成员国宪法法院也可以援引这一先例挑战欧洲

法院的法律权威,那么,欧盟法律的核心宪法原则之一———“至高效力”原则就

会受到侵蚀.上述逻辑从侧面验证了假设一的推理,即欧盟委员会对缺乏合

规能力的成员国采取强制性的法律措施只会动摇欧洲法院的法律权威与欧盟

法的稳定性.

最终,为解决这一司法冲突,欧盟委员会选择容忍捷克的违规行为.捷克

政府向每一个申请者补偿退休金差额,促使相关诉讼被撤销.这一解决方案

也从侧面说明,因为缺乏统一的、一元化的法律秩序,欧盟法与成员国宪法的

冲突难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只能通过欧盟和成员国藉由政治妥协的方式

暂时缓解.②

通过对这一法律冲突进程的梳理,能够发现捷克政府在不同场合、通过不

同渠道向欧盟传递了其遵守欧盟法律的意愿;而捷克宪法法院也通过“宣布欧

洲法院越权”的形式向欧盟委员会明确这一法律冲突已经不单纯是欧盟法律

在捷克执行的问题,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秩序对于最高司法权威的争夺.因

此,这超出了捷克政府的掌控范围并使其不具备遵守欧洲法院判决的能力.

该案例验证了假设二的有效性.

(四)政策领域与策略性容忍违法行为:假设三的检验

根据假设三,为探究政策领域对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的影响,应分析策略

性容忍违规行为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分布.通过将上文中的２６个案例按照政

策领域划分,可以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健康与食品安全(６例)、单一市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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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这两个领域.其他案例则零散地分布在其他８个政策领域.① 这里需要特

别说明,健康与食品安全领域的案例中,有５例是针对同一个欧盟指令(DirecＧ

tive２０１１/２４/EU)的违规行为,因而属于异常案例.② 如果不考虑这些案例,那

么,策略容忍违规行为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分布则相对平均.

实际上,欧盟委员会也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制度设计来防止不同政策领域

对违规调查程序的影响.例如,欧盟委员会秘书处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审查与

控制体系,其中的核心工具被称作“一致性测试”(coherencetest).③ 根据欧盟

委员会秘书处对笔者的解释,“秘书处每年会对各个政策总司的违规调查案件

进行两轮统计,然后,在各个总司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从而确保每个总司在程

序操作与自由裁量权行使上相互一致”.④

虽然本文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设通过数据、访谈与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得

到验证,但是,鉴于违规调查程序的保密性,我们无法获知每个案件被容忍的

确切原因.上述经验证据仅仅为解释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

性.对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进行概括性的解释依然需要相关政策文件的解

禁、大量的实地访谈和案例之间的横向比较.

结　　论

欧洲一体化不仅表现为政治决策的共同体化,也体现在治理秩序的法律

化.在欧盟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政治与法律的复杂互动在短期内会塑造成员

国与欧盟机构之间关系,从长远角度看,这会对欧盟政体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产

生重大影响.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作为政治与法律互动的一个突出表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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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有助于学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欧盟治理的有效性、欧盟政体的特殊性乃

至法律化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

第一,欧盟成员国合规水平并不能准确反映欧盟治理的有效性.理论上,

为评估欧盟法律的实际执行水平,需要比较法律文本背后承载的政治目标与

法律在基层实施的政策效果.囿于欧盟委员会的有限资源和信息,以违规调

查案件数据库所反映的合规水平基本上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即便不考虑欧盟

法律在基层的实际执行效果,官方数据库所描述的合规水平也无法反映成员

国在纸面上对欧盟法的遵守情况.例如,除本文研究的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

以外,很多成员国的违规行为已经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得到宽限,因而没有记录

在违规调查程序数据库中.因此,该数据库中记录的成员国的违规行为仅仅

是实际情形的冰山一角,欧盟成员国的真实合规水平和欧盟法治的有效性也

许并非官方估计得那样乐观.①

第二,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所体现的法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冲突是欧盟

政体的内生性缺陷(endogenousdeficiency).一方面,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是

欧盟治理的规制性偏好(regulatorypreference)②与变动的和有争议的法律秩

序相互碰撞导致的必然结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欧盟逐渐形成通过多数投

票决策,采用框架条例形式推行一元化标准的规制政体;③而成员国在发展水

平、政体形式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又要求欧盟法规的制定和执行需要顾

及不同成员国的现实需要.因此,法律的一元化标准与成员国间的多元化需

求往往会形成潜在的张力,冲突激化之后即体现为成员国的违规行为.在联

邦制国家内,这些违规行为可以完全依赖宪法确立的一元化争端解决机制来

进行解决.但由于欧盟尚处在一体化进程中,在缺乏一个稳定的宪制安排的

情况下,欧盟当前的法律秩序呈现出多元、争议和不断变动的特点.因此,欧

盟现有的法律秩序无法为解决这些争端提供一个稳定、权威和系统化的方案.

从这一意义上说,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是欧盟特殊法律秩序下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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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一种“组织性伪善”既能为个别成员国提供欧盟法律框架缺乏的非正式

的灵活性,又能维护欧盟法律在名义上的一致性.① 因此,在政治一体化没有

彻底实现的背景下,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能够在短期内对欧盟脆弱的宪法秩

序提供保护.

另外,从长期来看,以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所代表的“法律与政治的灰色

区域”又会消解欧盟委员会作为的法律监督者的客观中立性与欧盟法律秩序

的权威性.欧盟委员会在设立之初主要为技术官僚所主导的行政机构,非政

治性是其核心组织特征.但是,在德洛尔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９５)的十年中,欧盟

委员会的政治性大大提升.在容克委员会上任之初,政治性甚至成为其政治

纲领的核心内容.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在本质上恰恰反映出欧盟委员会的法

律监督者与政治机构间的角色冲突.② 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成员国网开一面

会不断侵蚀欧盟委员会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客观中立性.正如欧盟委员会一名

中层官员所言,“２８个成员国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欧盟委员会的法律监督与决

策,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宽容都会造成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的不信任,因此,

我们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都会极其谨慎.”③但是,无论欧盟委员会如何“谨慎

地”使用自由裁量权,这种非正式的灵活性从根本上决定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

无法机制化且由案件情况本身决定的.④ 此外,欧盟法律作为今天欧盟仅存

的、相对稳定的合法性来源,它在危机中为维持欧盟政体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

用.⑤ 但是,即使策略性容忍违规行为能在短期内防止欧盟法律秩序暴露在政

治冲击下,但从长期来看却会消弭成员国的合规动力,进而动摇欧盟法律秩序

乃至欧盟整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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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２０１３.

通过欧洲选举提供的输入性合法性由于关注度较低,在欧盟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依然比较有限.而

在多重危机中,欧盟民众所享受经济社会福利遭到大幅度地削减,导致欧盟的输出性合法性枯竭.因此,欧
盟法律成为欧盟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合法性支柱之一.



第三,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看,在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没有跟进的情况

下,一味追求更高程度的正式化和法律化反而会对区域一体化形成不利的影

响.以欧盟为例,欧盟治理在很长一个时期主要依靠制定法规的方式打破市

场壁垒并确立统一的规则,由此欧盟也成为法律化水平最高的区域组织.不

仅如此,在十年危机过程中,由于社会共识的缺乏和疑欧主义泛起,欧盟甚至

将很多具有较强再分配属性的政策包装为管制政策推行.例如,在主权债务

危机中,将欧盟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失衡问题描绘成财政纪律松弛的问题,而后

出台的反危机措施不是针对欧盟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而是强调更加严格的金

融和财政监管.① 这样,以往通过政治谈判和成员国议会辩论形成自下而上共

识的政治过程被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自上而下的执法与司法过程取代.但

是,将政治压力从决策层面包装为合规压力并转移到执法与司法层面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通过违规的形式动摇欧盟法律秩序长期的稳定性和

合法性.② 本文中欧洲法院与捷克宪法法院的冲突即是欧盟通过管制方式涉

足成员国国家核心权力(社会福利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２０１５年,欧盟难民

分摊条例的失灵则是欧盟妄图通过管制的方式干预成员国内政事务而失败的

另一个案例.③ 因此,法律化不应该成为衡量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和区域治理

有效性的唯一或最高标准;区域组织的法律化应以充分的政治共识和政治一

体化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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