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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警察权是国家行政权的一种， 警察权的属性是警察权的本质或特征。 对中国警察权的属

性进行分析研究， 首先应厘清警察权与警察、 警察权与行政权、 警察权与警察职权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

别， 避免陷入概念界定不准、 性质定位不明的学理误区。 我国警察权有四种属性： 政治性、 行政性、 司法

性、 公共性。 对中国警察权属性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 有助于明确警察权的范围， 有助于公检法三机关的

分工配合、 互相制约， 有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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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警察权相关的概念辨析

在探讨警察权属性之前，有必要对与警察权

相关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厘清警察权概念与相

关概念的相互联系和区别，从而对中国警察权的

属性进行准确界定和分析。
（一） 警察权与警察

警察 （police）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 polis 和拉

丁文的 polita，原意为“社会秩序”和“公民权”，
其现代内涵为“特定的国家机关或力量维护秩序

和治安的过程和行为”［1］。广义的警察概念包括警

察机关和从事警务活动的人员。警察机关由国家

设立，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实现国

家的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职能。警察伴随着国家

统治权的行使而产生，警察作为一种阶级的暴力

机器，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国家应

有的规程与国家内部秩序。在现代法治社会中，

政权的性质决定警察的职能、活动程序和组织方

式，目前，大多数国家警察制度建立的基础是维

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保持稳定、

安宁的秩序。警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采取的是主动

干预社会生活的行政方式，警察机关在组织结构上

采取一体化的方式：上命下从，上下隶属。
警察权 （police power） 一词是“警察”和“权

力”二者的结合体，权力是在社会关系中，一定的

社会主体对他人的影响、控制、统治与支配，并迫

使他人服从的力量。“权力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他

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2］，一般包括国家权力、
组织权力和个人权力。通过支配主体行使命令，使

被支配主体产生遵守和服从。警察权的概念在英美

国家中主要指一个主权国家为维护社会正义、公共

安全、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德等所享有的、由法律规

定的内在和绝对的权力。在我国，警察权的涵义

“是指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警察机关执

行警察法律规范、实施警察事务的权力。”［3］ 警察

和警察权的关系在于：警察权由国家设定，由国家

宪法和法律规定和保障，为了实现国家的警察职

能，赋予警察机关在警务活动中行使权力的资格和

能力。警察权通过法律表现出来，由警察职能产

生，并且以警察职能来划分。现阶段，我国警察的

职能主要有政治镇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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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一般通过警察权力的运用来实现，因此，警

察权的性质和特征是由警察职能决定的，而不是

由作为国家暴力工具的警察或警察机关来决定的。
（二） 警察权与行政权

行政的含义是指执行或实施国家公共事务的

活动。“行政权力是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负责执

行国家权力机关的意志，维护社会、经济、文

化 等 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管理社会事务的权

力。”［4］ 从行政权的功能上看，行政权是权力体系

结构中负责执行法律的部分；从国家权力与国家

职能的关系上看，国家权力是由国家职能产生的，

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一样，产生于国家职能，

形成于国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是国

家权力的具体形态，其特征各不相同，行政权的

特征更多地表现出支配性、管理性和执行性。在

中国，行政权力主要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意

志，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即行政权从权

力主体单方面的意志出发，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

管理，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约束，以维护和促

进社会公共利益。警察权与行政权的联系为：警

察权是行政权的一种，警察权的行使必须有法律

的授权，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法无规

定不得为之。警察权与行政权的区别体现在：第

一，二者的权力主体不同。行政权的权力主体是

行政机关，包括警察机关在内。虽然从实然的角

度理解，警察机关的刑事侦查权具有司法权属性，

但从应然的角度理解，警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
警察权的主体单指警察机关，即有权以自己的意

志从事警务活动，执行警察法，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的机关。第二，二者的权力客体不同。行政

权的客体是行政行为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警察

权的客体是警务行为和警务行为的相对人的权利。
第三，二者的权力内容不同。行政权的权力内容

包含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方方面

面，而警察权的权力内容仅包含对社会秩序和治

安等方面的管理。
（三） 警察权与警察职权

警察职权是警察权的具体化，是国家依法赋

予警察机关及警务人员执行警察行政任务的职权，

是警察机构实施国家警察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

权能。警察职权主要是指警察机关主管事项的范

围，本质上就是根据警察的任务或职责对警察权

设定的界限。警察权在行使过程中不是抽象的，

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同具体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事

务相结合，依照国家法律，以合法的方式有效的

行使。“因为从法制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看，国

家立法、行政、司法、军事职能要分开，不同职

能的警察机关的职能要划分，都要求警察权转化

为法律上的职权。”［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警察

权与警察职权二者之间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

别的关系，警察权是抽象的，警察职权是具体的，

警察职权是警察权的表现形式，警察职权的总和

构成警察权。

二、中国警察权的属性分析

属性 （attribute），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或

特征，尤指被认为是好的还是有用的方面。
警察权的属性应为警察权的本质或特征，国

家职能和国家权力的关系表现为，国家职能决定

国家权力，由此可以得出警察的职能决定警察权

力的结论。现阶段，我国警察的职能主要有政治

镇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据此，可将警察权

的属性界定为：

（一） 政治性

政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polis”，为“城邦”
或“城市国家”之意，与警察一词的古希腊语词

源一致。恩格斯曾指出：“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

老的”［6］114，可见警察和政治与国家的内生关系，警

察在其诞生之初便具有政治性。孙中山先生曾定

义政治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

众人的事，便是政治。”［7］ 警察权的政治性是指警

察权担负着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本质上属于国

家的政治工作，警察权行使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

需要，为完成国家所担负的政治目标服务。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

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掌

握政权的阶级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强化现有的政治

关系，通过行使权力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

行政治统治。警察权的行使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

级维护其政治关系与社会秩序，通过行使具有强

制性和支配性的警察权力对全社会进行控制。恩

格斯对警察的权威性作出了精辟论断：“文明国

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

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6］167 由此

可见，警察是国家行使暴力的工具，它与军队、
法庭、监狱一样，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是通过政治镇压的形式完成对社会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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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察 权 的 政 治 性 还 在 于 警 察 权 的 政 治 统 治 性 ，

“警察权的政治性不仅在于警察权的国家权力属

性，更强调其政治统治性。”［8］ 警察权的政治统治

性体现在警察以强制性的权力对社会秩序进行控

制。从政治关系的角度对警察权进行分析，警察

权的政治性表现为警察权的行使是政治运行的一

部分，通过行使警察权力，保证国家的统治。警

察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是人们自由和权利得以

实现的保证，也是社会维持良好秩序的保证。从

警察职能的角度对警察权进行分析，警察权的政

治性体现在警察的政治镇压职能，这种职能决定

了警察权属性的政治性特征。哈耶克指出：“政

府的惟一作用就是镇压人们的恶行。如果今天人

们消灭了罪恶，明天他们就有权要求取缔政府及

其所有恶事。”［9］ 国家的强制性、暴力性、统治性

是通过警察权的行使表现出来的。首先，通过警

察权的行使，维护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经济秩

序和文化秩序，对任何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社会

稳定的行为进行预防和打击，其目的是为了通过

对一部分人行为的限制而达到所有人享受国家公

共政治权利的保护。对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

来说，只有维护好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才能巩

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其次，通过警察权的行使，

实现对所有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因为警

察权实质来源于人们对权利的让渡，是人们为了

实现自己的自由自愿接受某种强制力量对个人自

由和权利进行限制，以期实现自己常态的自由的

结果。从这种限制和保护的角度去研究警察权的

政治性，可以看出警察权行使实际是代表国家对

社会组织或成员进行管理和约束。
（二） 行政性

警察权是行政权的一种，警察权的行政性是

指警察权在行使过程中，运用组织、控制、协调、
监督等手段发挥作用的特性。行政权具有执行性、
管理性与支配性特征。执行性，体现在行政权有

执行法律的权力，是权力机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

执行国家的意志；管理性，体现在行政权行使对

社会公共事务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权；支配

性，体现在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迫使行政管理

相对人服从自己单方面命令的特征。警察权具有

行政权的这些特征。首先，警察权设定的基础，

主要是执行国家警察法律、法规，行使治安管理

和刑事案件侦查的双重职能，执行国家权力机关

的意志，体现出执行性的特征；其次，警察权设

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对社会进行公

共管理，使社会保持安定有序的状态。“从警察

权的基本目的是维护治安来看，它更是具有社会

公共管理的属性。”［8］8 这种社会公共管理的特征体

现在《警察法》赋予公安机关维护交通安全，实

行消防管理、户籍管理、治安防范等多项权力上。
再次，警察权的行使方式，无论是对社会治安进

行管理还是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都是主动干预

社会生活，这种主动干预，指警察权行使往往不

需要相对方的请求即可启动，并且在行使中仅凭

自己单方面的意志就可对相对人作出有强制约束

力的决定，体现了权力的支配性特征。同时，在

警察权行使过程中，大量的行政管理手段运用于

日常警务活动中，通过对社会进行公共管理，一

方面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为社会不同阶层、
不同群体的被管理者服务，还通过行使警察行政

权来实现政府的职能。
警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除具有行政权的

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区别于其他行政权的特征，

即警察权具有国家武装性质，这种武装性质是国

家行使管理和统治所必须的。警察是国家统治和

管理的重要工具，警察权代表国家意志，行使国

家权力，这种权力性质要求警察权行使必须在法

律授权范围内，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根据法律

规定，警察机关有侦查、拘捕、搜查、审讯、看

守等多种强制性措施的权力，有使用武器、使用

警械的权力，这些授权使警察机关成为一个强有

力的执行机关。因此，在强制性、暴力性、军事

性、武装性这些特征上，警察权有别于其他行政

权。
（三） 司法性

司法 （justice） 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

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警察权的司法性

是指人民警察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运用法律处

理案件的属性。
中国警察权的司法属性问题，一直是学界争

论较大的问题，学者们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权

究竟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问题分歧很大，迄今未

有定论。持否定观点者主要从以下两点对警察权

的司法性提出置疑：第一，司法权具有中立性、
独立性、被动性、终局性等特征，刑事侦查权不

具有这些特征；第二，警察机关属于行政机关，

不应具备司法权，由以上两点推断出警察权不具

有司法权属性的结论。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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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警察权具有司法属性。首先，司法权不能简单

地等同于审判权，根据司法的含义，在中国现阶

段，司法权与审判权并不完全等同。司法是一种

诉讼活动，参与诉讼活动，办理具体案件的机关

既包括审判机关，也包括检察机关，而公安机关

的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审前程序，也参与到诉讼

活动中。这样，司法权不仅仅为司法机关独享，

公安机关虽是行政机关，在参与刑事诉讼活动中

行使了侦查权，它行使的警察权当然也就具有司

法权的属性。根据《宪法》第 89 条第 8 款规定：

“国务院有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

察等工作的权力。”说明行政机关的职责分工中有

“司法行政”，而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察权即具有

“司法行政”的属性。其次，我国立法机关、行政

机关、司法机关虽然分工明确，但在实践层面，

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与三个机关并不完

全重叠，存在着相互交叉的情况，如行政机关有

行政法规的立法权，检、法机关的警察行使的是

行政权等，说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不一定完全

是行使行政权。再次，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在

治安处罚和刑事侦查过程中，有限制公民基本权

益等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具备司法权的特征。如

公安机关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强制医疗等

行政处罚手段，基本上由公安机关自行申请、自

行审查、自行决定、自行执行。公安机关在刑事

侦查活动中还拥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根据现

行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有权直接发

布许可令状，自行执行。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

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自行使用除逮捕外的其

他所有强制性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此外，在

大量涉及个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事项上，公安机

关在刑事侦查领域都有最终决定权。“立法追求

秩序，行政追求效率，司法的价值则在于追求公

平与正义。从警务工作特别是刑事追诉活动的特

点和目标来看，也符合司法性的特征。”［8］8

（四） 公共性

警察权的公共性也称为公益性，是指警察权

具有公用的属性。因为警察权最终保护和促进的

是公民个体利益，众多个体利益又汇聚成公共利

益。因此，当警察权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利益

时，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现代社会，警察权

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维护公共

秩序。秩序 （order） 是指“有条理的，无混乱的

状态”，公共秩序 （public order） 是指由法律法规

确定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警察在国家对

社会行使统治权的过程中发挥着维护整个国家的

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夫警

察者，以直接维持社会之安宁秩序，防止减少公

共危害为目的。”［10］ 警察权在落实国家统治权对合

理秩序追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民对安全的自然

需求。因为无论是每一个个体的人还是整个社会，

都需要良好的秩序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及发展。社

会个体需要秩序，保证自己在有序而稳定的社会

状态中进行正常的个体生活；社会整体存在也需

要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得以运行及

和谐发展的必要前提。通过行使警察权，完成维

护公共秩序、实现公共利益、增进福利的目标，

这是主权国家人民授权的目的。国家的职责在于

达到人民授权的目标，人民授予警察权，是人民

出于寻求安全、实现个人利益的目的，而警察权

的行使，也是为了达到和完成这一目标。第二，

提供公共服务。警察权的行使既是管理，又是服

务。警察权的管理体现在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

理上，警察权的服务体现在为增进社会福利和公

众幸福提供保障与服务上。因为在预防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警察既是公共安全实

现的主导者，也是这一安全实现的合作者与竞争

者，它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当

局。”［11］ 根据管理即是服务的理念，警察进行的公

共安全管理活动是管理也是服务，警察进行预防

犯罪、打击犯罪的活动也是对社会提供的服务，

警察服务职能的凸显决定警察权属性的服务性特

征，警察权的行使能否得到公众有力的配合与支

持，依赖于警察是否为公众自由的实现提供了良

好的服务。因此，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内容和

服务质量，已经成为目前警务社会化和警务效益

最大化的目标。现在，“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已经成为全体人民警察的行为准则。提供公共服

务，已成为警察权公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研究中国警察权属性的意义

（一） 有助于科学界定警察权的范围，解决

警务活动中的权限问题

明确警察权的属性，可以避免将警察权的属

性与警察的属性、警察机关的属性、警察职权的

属性、行政权的属性等相关概念发生混淆，陷入

学理上的误区。在职能与权力的关系上，承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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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权力的决定作用，以警察职能为根据，科学

界定警察权的范围，可以解决警务活动中的权限

问题。例如，明确警察行政权的属性，有助于科

学界定警察行政管理权的范围，从而解决警务实

践中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问题。
（二） 有助于警察机关与检法机关的分工配

合，互相制约

明确警察刑事司法权的属性，承认警察权实

际上具有司法属性，有利于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

中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在司法体制与机制改革

时明确刑事侦查权的改革方向，有利于在警察法

修订工作中对侦查权进行合理配置。
（三） 有助于保障社会秩序和公民个人的合

法权益

准确界定和分析警察权的属性，可以对改革

警察权的监督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如可以在重新

配置警察权时，将治安行政处罚权如收容教育权、
行政拘留权等纳入到司法权之中，将搜查、扣押、
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一系列剥夺个人权利的措

施纳入到司法权的控制之下，通过建立司法授权、
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制度，确保社会公共秩序稳

定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目标的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王智军.警察的政治属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9：19.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0：3.
［3］高文英.警察行政法探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0.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

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64.
［5］ 王缨军，付俊华.浅论警察权与警察职权［J］.铁路警官高

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8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14.
［7］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61.
［8］ 李健和.论我国警察权力的属性和类别［J］.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3）：7.
［9］【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三

联书店，1997：183.
［10］余秀豪.警察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3.
［11］【美】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等.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

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M］.宋全喜，等，译.上海：三

联出版社，2000：（序）5.

（责任编辑 王平原）

!!!!!!!!!!!!!!!!!!!!!!!!!!!!!!!!
孙洪波： 中国警察权属性分析

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