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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财税文化是自古至今中华民族在财政税收领域实践活动中的

所有精神物质创造，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探讨财税文化的内涵及特点、探究其发展取向、明确财税文化的地位

与作用、总结古往今来理财治税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当前的财税体

制改革提供借鉴，这是财政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更好地传承和

弘扬中国财税文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由中国财税博物馆主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承办的 “财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召开。本次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４０余篇，来自财政部、

财贸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

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 ５０余人出席大会。研讨会期间，专家

学者围绕 “中国财税文化”这一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学者们研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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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财税历史中的文化现象

西南财经大学的付志宇教授撰文 《以诗证史之税收诗话》。他认

为，诗歌是表达人们对日常生活感受的一种载体，税收也是社会生活

的一项内容，自然就能入诗入文。要了解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除了读正式的史书，通过当时流传的诗文来证史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算是陈寅恪，其 《元白诗笺证稿》就是成功的

例子。同理，要想知道中国的税收真相，诸如 《食货志》、《通典》以

及历朝会要等正史固然可供查阅，而民间对于税收最真实的感受恐怕

也离不开那些诗文中所留下的记载，在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同样

也可以找到诸多与税收相关的诗文。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研究员撰文 《中国税

制改革２０年：回顾与思考》。他认为，现行税收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

后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２０年前的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是中国改

革开放以后一场全面的深化税制改革。税制改革 ２０年的经验表明，中

国的税收制度改革要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统一、公平、法治、开放的税收制度。在中

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必须实现税收方面的三个基本转变：一是由主要向单一的国有、集

体经济征税为主转变为向各种经济形式主体征税；二是由主要对物质

生产产品征税转变为向非物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征税；三是由主要对

经济领域征税转变为对全社会领域征税。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在中国

并行不悖，第一个转变已经基本实现，第二个和第三个转变正在实现

过程中，是今后研究和实施进一步深化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前提。

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的李胜良所长先后八次 “走读”大运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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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亲身感受这条在中国赋税史上风光无限的南北血脉，撰写 《流金溅

玉生命河———中国大运河的税史意涵管窥》一文，从税迹、税路、税

源、税粮、税仓、税镇、税关、税网、税钥、税战、税城等视角，揭

示大运河所内含、呈现和释放的税收历史地理价值。他认为，中国大

运河是一条流金溅玉的生命河，她本身就是一座依然活着的税史博

物馆。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黄天华、钟灵娜教授撰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一文，指出民国时期的苛捐

杂税名目繁多、税负冗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虽屡次整顿，但

效果欠佳。他们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的原因有三：

一是国税与地税的分制赋予地方政府以征税之权；二是战争与动乱的

时局导致军费负担严重；三是基层政府官员调整频繁致使官员的贴现

率畸高，加重官员贪腐。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地方势力的强大导致国

家能力衰弱是其时苛捐杂税横行的根本原因。

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副所长、江西财经大学财税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曾耀辉博士在 《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一文中指出，中国各

个时期的税票既是当时的税收专用凭证，又由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税收制度状况，

反映出税制变革、政权更替和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由此探寻税收在政

权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和对民生社会演变的深刻影响。大清帝国的荣辱

兴衰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行进在强国之路上的当代中国借鉴，其税制

变革状况尤其值得关注。中国传统税制在清代走到最后阶段，清中后

期又是近现代税制的发端，其演变过程本身就很值得研究。通过税票

这个窗口，能够较清晰地感知清王朝税制变革的脉络及其对王朝兴衰

的影响。

３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长伟博士撰写 《庚子赔款摊赔与清

末 “税负休克疗法”》一文，他认为，１９０１年的庚子赔款给清末财政

带来了巨大冲击，各省摊派成为清政府拼凑赔款的重要手段。各省为

了摊还庚款和镑亏，采用 “税负休克疗法”，加捐增税、掠夺人民，以

至于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间接推动了晚清革命力量的发展。

“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推动了历届政府对财政危机处理办法的改

进，逐步实现了现代财政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以史为鉴，当今中国启

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应该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

来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李永海和刘孝诚教授撰写

《财税文化视角下太平天国赋税政策变革的启示与借鉴———轻税薄赋十

余载，惠农扶商尤可鉴》一文，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的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和赋税有着密切联系，这也决定了赋税研究

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太平天国时期的田赋和工商杂税政策经历了初

期的无税政策、中期的轻税政策和后期的重税政策，其赋税政策既有

历史进步性，也存在局限性。太平天国政府赋税政策的变革，既是对

当时经济社会形势的适应与调整，也蕴含着丰富的传统财税思想文化，

并给我们当前的税制改革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税收政策的稳定可行、

税收负担的公平适度、税收征管的廉洁高效、税收主权的独立自主，

这些赋税条件是国家政权得以持续稳定存在的基本保证，也是促进社

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陈志勇和张朝举教授在 《王安

石财税改革失败原因探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一文中指出，

学界对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的原因一直以来都见仁见智，该文试图从

中国传统社会中 “家天下”，重义轻利、缺乏产权保护和漠视公平、平

等的文化维度来进行解读，从而找到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的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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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赵兴罗副教授撰写 《财税改革助

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基于财政史学视角》一文，指出财税改

革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助推剂。她从财政史视角，探讨历史上发生的、

客观上起到调均贫富和均平赋税效果的财税改革。自先秦到清朝雍正

年间，当政者进行了多次的财税改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两税

法”、“一条鞭法”和 “摊丁入亩”。这三次财税改革，尽管都直接起

因于化解当时的财政危机，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平赋税和促进公

平分配的作用，对于后世的财政改革实践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

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财政的影响

来自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的齐海鹏教授撰文 《秦汉时期财税历

史中的文化底蕴》，他认为，秦汉时期财税发展历史中的文化底蕴相当

丰厚。他在论文中截取了秦汉时期几个主要的历史阶段，通过对这几

个阶段所实施的财税政策措施的阐述，分析了这些财税政策措施所蕴

含的文化因素。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家、道家、儒家等传

统文化，根据现实的需要，成为统治者治国理财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并形成一系列的财税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对当今的财税文化建设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叶青教授认为，中国

的财税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积淀，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一直备受人们推崇，儒家思想一直是最受我

们推崇也是最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国古代思想，现在的领导人也非常重

视国家文化的发展，尤其推崇孔子的思想文化。当 “孔子学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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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教育”（阅读儒家经典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而风靡全球

时，重新温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从中汲取力量，成为当下人

们的明智之举。他从几件代表性事件引出国家领导人对孔子文化的重

视，提出了深度反腐期、生态保护期和文化振兴期的 “新三期”主张，

说明古今在财政问题上具有相通性。

来自中国财税博物馆的汪炜，以中国财税博物馆馆藏的两则捐纳

文书为例，阐述了清代捐纳制度的功能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以及对

社会的影响。清代捐纳制度存在了 ２００余年，其最初的目的是在国用

紧张之时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然而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阶层

人士，因此，除了财政功能外，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

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功能。

成都市龙泉驿区财政局副局长、高级经济师袁泉撰文 《老子国家

治理思想对现代财政制度的启示》，他认为，老子的治国思想在我国历

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新时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重要的启示价

值。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

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其核心目标是建构政府、社会、市

场的新型组合关系。老子的治国思想与完善立法、依法理财以遵循经

济运行之 “道”；以科学的编制模式实施中长期财政规划，建立权责发

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预算、稳定税负，以遵循财税政策

之 “稳”；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实施全面规范、公

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明确事权、透明预算以达到现代国家治理的 “为

与不为”一脉相承，产生了重要文化影响和政策启示。

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戴丽华和席卫群教授认为，

任何一个税种的 “出台”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密切相关，印花

税的产生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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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上早期财税理论的深入传播，迫于巨额的军费开支及战争赔款，

清政府在裁并旧税、开拓新税源的过程中非常青睐于以商事凭证为课

征对象的印花税，并进行了两次试办，虽然两次试办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却形成了我国印花税制的雏形。

济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征撰写 《论红军时期我党领导

下的财税工作的特色与经验》一文，指出工农红军时期，在我党所领

导的红色根据地，苏区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 “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积极开辟财源，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通过实行统一的

财政政策、统一的税收政策、统一的会计制度、统一的金融运作，健

全了苏区的财税制度，增加了苏区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形成了苏区财

税工作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厉行节约、严惩贪腐行为的

严格纪律，不仅从经济上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支持，也从方法上和作风

上为日后新中国的财税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西国税》杂志社的曹钦白教授撰文 《中国传统赋税文化中的

“聚敛之臣”》，他认为，“聚敛之臣”是儒家民本思想、重义轻利和轻

徭薄赋观念的产物。 “聚敛之臣”揭露了一些国君、诸侯眼中的 “良

臣”，虽然能为其聚敛财富，但与民争利，造成财富分配不公，导致君

主失去民心，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政权的不稳。随着儒家地位的改

变，“聚敛之臣”这一恶谥对无视民瘼的官员形成道德制衡。以仁政为

核心的治国纲领和以 “聚敛之臣”为批判监督对象的道德体系，对不

断向集权方向转化的国君形成了另一种选择和制衡体系，对官员形成

了一定的舆论和道德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考虑眼前和长远、生前和身

后的令名。“聚敛之臣”在当代仍有其现实意义，它为官员个人修为提

供了历史的、道德的鉴戒，更为官员如何处理个人根本利益留下了长

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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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孝诚教授在 《论摊派定税与专制政治生态

的契合》一文中指出，如果从制度规定上考察，财政摊派定税作为财

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应该始于唐中期的 “两税法”。在中国这种家国同

构、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的政治结构与 “天地君亲师”儒教

伦理相结合的体系下，君主专权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老百姓

从来没有重要地位，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选票。专制统治

者的财政需要向来只受自身的需要和意志所支配，从不受限于 “量出

制入”之说。中国古代政治 “隆君”而湮灭了个人，导致了个人自主

性的丧失；缺少政治民主的政治价值理念，因而也就从来没有形成政

治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的文化。

中国财税博物馆的孙继亮在 《晚清铁路外债思想的嬗变与 “借债

筑路”国家政策的形成》一文中指出，甲午战前，洋务派与顽固派围

绕要不要修建铁路、要不要借债修路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清政府否

定 “借债筑路”的主张。甲午战后， “借债筑路”思想发展到 “借债

救国”的高度， “借债筑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确定下来。为举借外

债，清政府不惜以国内盐税、海关税等收入为抵押，还要接受列强开

出的各种苛刻条件以及高昂的利息。随着铁路外债弊端的不断涌现，

各地绅商纷纷质疑清政府的 “借债救国”、“借债自强”论，要求废约

自办，从而掀起 “拒债救亡”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

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侯石安教授在 《中国近代农民

租税负担的特征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近代

历史中，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备受欺

凌盘剥。近代农民租税负担表现为税制不规范、不确定，正税之外夹

杂着大量的各种杂税杂费；税负不公平，地主、富农大量向佃农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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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农转嫁税负；征收管理常采取预征、委征等税收史上最为残酷的方

式，导致民不聊生，农业生产力长期低下，农业、农村经济与社会发

展长期处于凋敝状态。

三、国家的文化取向对财税理论与制度发展的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王文素教授在 《〈盐铁论〉———中

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不

可估量的影响，其中也对统治者如何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度起到了重要

作用。她认为，历史上的 “盐铁会议”争论的议题始终对我国财政思

想及政府财政制度设计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决定

财政政策取向的较量。传统文化对执政者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也就对其制定施政方针政策有决定性作用。在我们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从春秋时期管仲实施 “官山海”开始，政府对一些重要社会产品管理

的政策，始终在 “官营”和 “民营”间摇摆，究其原因，一方面取决

于不同时期的财政需求，另一方面则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 “盐铁

会议”正是传统文化对财政政策取向影响的爆发式论争。

与王文素教授讨论的话题相近，来自中国财税博物馆的姜涛，以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财税事件———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为个案，深入分

析了西汉时期儒家与法家经济思想的异同，结合西汉当时的经济、政

治形势，从而推广到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他认为，

在中国的专制社会里，不管是儒家的民本，还是法家的国本思想，其

实质都是君本，当法家的思想符合君王的利益时，君王便会采取法家

的思想，而一旦法家的思想触犯了君王的利益，便被君王弃置不顾。

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里，一切文化及其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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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思想，包括儒家与法家，只有符合统治阶级暴力集团的利益，

才能得到传承与发展。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雷良海和徐?，结合现代财政体系的基

本要求和特征，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现代财政体系构建的三

大作用，即 “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对财政 “公共化”的

文化先导力；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对财政 “法制化”

的文化平衡力；“团结和谐，开放包容的价值准则”对财政 “科学化”

的文化和谐力，提出把 “公共”、“法制”、“科学”的理念渗透到财政

制度的建设中，把 “民主”、“诚信”、“公正”作为公务人员以及纳税

人的价值取向，使现代财政体系建设得更扎实、更科学、更健全、更

可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的周春英副教授在 《传统文

化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文化传统对制

度的建构、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传承久远且异常强大

的文化是君权至上、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君主集行政权、立法权、

司法权、监督权于一身，这直接决定了在财政制度形成、构建过程中

皇帝作为天意和圣人的制度化体现者具有无限权威这一基点，从制税、

征收到安排支出等财政决策都是直接在皇帝个人的强权控制下作出的

安排，从而使财政制度在法定性、规范性、公平性、协调性等方面具

有明显的不足，以及财政公共职能的缺失。政府强权征税是对私人产

权的侵犯。

四、中西方财税文化比较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施诚教授在 《中世纪英国的税收与议会

发展》一文中指出，由于受到封君封臣制度的影响，中世纪英国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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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实行土地税，因而丹麦金、卡鲁卡奇、任意税等以土地为估税基础的

税收都没有成为国王的常规税源，只有动产税和关税最终演变为中世

纪英国最重要的税种。中世纪英国议会的发展与其批税权密切相关。

伴随着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等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议会取得批税权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议会的批税权并未阻止国王征税。中世纪英国

税种的演变和议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中世纪英国政治 （宪政）和经济

史的主线。

中国财税博物馆的武丹梳理并比较了中外历史上的 “什一税”，认

为 “什一税”不仅与国家有关，还与宗教联系紧密。通过中外 “什一

税”的对比，其认为应将 “什一税”定义为在征收时税率为中外农产

品依照收获十分之一征收的税收总称，而不是某种特定税种。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刘守刚教授认为，西欧国家

中世纪的财政制度基于权利伦理而建立，并因权利伦理而获得向现代

转型的动力，而中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有别于西欧财政

制度建构与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基因即权利伦理。两种不同的伦理，

形成了中西方财政在制度构建、实践运行及现代转型时不同的方式与

路径。今天，在继承责任伦理的基础上，也需要在财政上反思从责任

伦理引入的现代转型道路。他撰写 《责任伦理、权利伦理与中西方传

统财政的现代转型》一文，对中西方财政制度构建与发展的不同起点

与路径进行比较，进而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古典财政制度及其现代转型

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并为考察文化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提供现实的

案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刘丹丹按照时代发展历程对中

国税收文化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概述，按照思想影响过程对西方税收文

化思想观点进行了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税收文化在征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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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税收立法、权利意识等方面进行分析，相应地在树立税收法定

思想、重构纳税人权利义务体系、加强税收执法规范性等方面指出了

中西方税收文化的差异，对于推进我国税收制度发展和完善我国税收

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赵越认为，中西方财政文化在

富国裕民、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重视农业、通过财政支付提供社

会保障等方面存在共性，同时，中国财政文化与西方在 “封建”、人治

与法治、表述思路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中西方财税文化

的比较，可以学习西方优秀财政思想，完善我国的财政建设。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为财政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探讨

财税文化的较高层次的交流平台，学者们在财税文化领域提出了许多

新观点、新看法，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这一切都使得本次研讨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专家们在大会上所

展现出来的创新性思想以及在研讨中碰撞出来的智慧火花，必将长期

引领我们对中国财税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进一步的探索。

中国财税文化犹如一棵大树根植于沃土，根深叶茂，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当然，这些财税文化也犹如散藏在地下的矿脉，需要我们

去探寻、挖掘、整理、提炼、总结，才能得到系统的、有规律的、有

价值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因此，这就离不开中国财税思想史的

研究工作，以及在教学和科研中做好中国财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例

如，在教学中，不仅仅是向学子们传授财税思想演变的基本史实和分

析财税思想的得与失，更重要的是向他们传达一种正确的理财观或财

税价值取向。财税史学界的同仁今后将继续努力，勇于担当起传承和

弘扬中国财税文化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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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改革２０年：回顾与思考?

靳东升

现行税收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来的。

２０１４年是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的税制改革 ２０

年，２０年前的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一场全面的深

化税制改革。２０年风雨历程，２０年沧桑巨变，经过三次重大的税制改

革，税收制度更加完善。回顾２０年税制改革的历史，让每个亲身经历

过的人都会感慨万千，有必要对税制改革 ２０年的历史过程进行一次简

要的回顾与思考。

一、
!""#

年税制改革的简要历程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

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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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１９９２年起，财税部门就开始加快税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全

面改革工商税制的总体方案和各项具体措施。税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以 “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作为这次税制

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实施方案框架内，有关各部门完成了有关法律、

法规的必要程序，在 １９９３年年底陆续公布了新的税收条例，统一于

１９９４年开始实施新税制。

１９９４年是中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税制建设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建立、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对工商税收制度进行了全面而深刻

的结构性改革，组建了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两套税务机构。这次

改革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无论是从涉及的范围还是从变革

的深刻性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将产生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全面改革流转税制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为使中国流转

税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参照国际上流转税制改革的一般做法，流

转税制改革改变了按产品分设税目，并按不同税目制定差别税率的传

统做法，确立了在生产和流通环节普遍征收增值税，在此基础上选择

少数消费品再征收一道消费税；对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

动产保留征收营业税的模式。新的流转税制统一适用于内资企业和外

商投资企业，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原来征收产

品税的农、林、牧、水产品，改为征收农业特产税。

税制改革实现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实现了对内资企业征收

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为统

一的对内外人员普遍适用的个人所得税。对特别目的税和地方税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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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制改革 ２０年：回顾与思考

较大调整。例如，开征了土地增值税，扩大了资源税征收范围，取消

了奖金税、集市交易税等若干个税种，并将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

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准备新设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

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对中国的税制结构作了较大的调整，使原税制

由改革前的３２个税种简化为 １８个税种。税制改革使税收制度朝着科

学、简化、适用、高效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

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改革的方案是在改革开放十几年来

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借鉴外国

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推行新税制从总体上

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内外普遍评价很高。其成功之点主要有五个

方面：一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没有引

起社会、经济的震荡；二是规范了税收分配关系，促进了税收收入的

持续大幅度增长，同时，总体上没有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三是将主要

税权和大部分税收收入集中到中央政府，有利于国家加强对于国民经

济的宏观调控；四是税制趋于规范、简化与公平，基本符合国际惯例，

税收的职能作用得以加强；五是有力支撑了分税制体制的建立，配合

分税制体制的改革，成功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体制。

经过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和后来的逐步完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

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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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的深化税制改革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开始。随着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税制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矛盾越来

越突出，新的一轮税制改革已经水到渠成，势在必行。

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其他税种辅助配合的税制结构基础上，

建立起一个能适应经济波动并进行有效调节、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

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满足国家财政经常性预算正常需求的

税制体系。

这次对税制的调整、改革与完善，是在现行税制基础上进行的，

是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的巩固、深化和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确

定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稳步推进税收改革。

根据 “适应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时期、新形势的要

求”的思路，具体税制改革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一些内容：（１）改革出

口退税制度。自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开始调整增值税出口退税率，有些产

品维持原出口退税率不变，有些产品调低出口退税率，有些产品取消

出口退税率。平均出口退税率由 １５％降低 ３个百分点，降至 １２％。

（２）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

房产税。清理现行各类税收优惠政策。非公有制企业在税收上与其他

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督促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３）增

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并在试

点的基础上逐步实施。（４）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调整征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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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属于一般消费品的项目取消征收消费税，对一些高消费项目或

行为征收消费税。（５）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

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

化个人所得税征管。（６）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对外资企业征收城

建税，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

费。（７）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要按照合

理分权的原则，从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出发，对税收

管理权限作适当调整。（８）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

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

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

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切实

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十一五”规划进一步重申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税收改革内

容，其中有１０项涉税问题：（１）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转

为消费型；（２）适当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合理调整部分应税品目税

负水平和征缴办法；（３）适时开征燃油税；（４）合理调整营业税征税

范围和税目；（５）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６）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

（７）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８）改革房地产税收

制度，稳步推行物业税并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９）改革资源税制度；

（１０）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和印花税。

２００３年以来的深化税制改革，肩负承前启后的重任，实现了四个

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制度，直接减轻农民负担，同

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大转变。

二是以新的企业所得税立法实施为标志，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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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彻底结束实施了 ２０多年的按企业性质分别设立税收制度的历史，

消除了长期的税收差别待遇，实现了税收公平，自此，内外资企业在

税收上实现同等对待、公平竞争。三是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

购买机器设备所含进项增值税可以抵扣销项税额，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四是配合国民

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多次有升有降的调整，有力地

支持了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外贸出口的良性发展。

三、中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在２００３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

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体系

建设。

根据以上思路，“十二五”期间具体税制改革基本框架包括以下一

些内容：（１）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２）合

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和征税环节。（３）逐步建立健全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

（４）继续推进费改税，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改革。（５）研究

推进房地产税改革。（６）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

政管理权限。 （７）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按照价、税、费、

租联动机制，适当提高资源税税负，完善计征方式，将重要资源产品

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８）推

进环保收费制度改革，包括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

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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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立统一、规范、科学，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的现代税收制度。

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指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

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

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决

定》明确指出了深化税制改革的方向：（１）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

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２）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

税率。（３）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

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４）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的个人所得税制。（５）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

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６）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

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

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清理规范税收优惠

政策。（７）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上述决定高屋建瓴，继往开来，规划了未来税制改革的总目标，

以全面 “营改增”为标志的经济领域的税制完善将基本完成，以深化

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为标志的个人分配领域的税制完善将成为

攻坚重点，以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为标志的税制结

构调整也将列入全面深化税制改革的视野，以调整消费税和推动环境

保护费改税为标志的优化税制将全面启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税制改革任务的全面实现，将标志着中国现代税收

制度建立和健全的基本完成。

四、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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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

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在经

历重大变化。特别是经过３０多年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基本确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基本形成，市场经济秩序基本好转。但是，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彻

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

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增长的风险加大。

（一）税制改革
$%

年的基本经验

税制改革２０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税收制度改革要适应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统一、

公平、法治、开放的税收制度。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

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税制的基本要求。

１市场经济要求统一的税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消除地区封

锁、市场割据，保障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够促进社会生

产力的快速增长。如果各自为政、自立章法，擅自作出违反税法的规

定，就会阻碍商品流通，破坏市场规则。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税

法必须统一和完整。

２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税负。党的十八大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

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

竞争经济，必须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就要求在税制建设上

必须做到公平税负、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中反复强调公平在经济、市场、分配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决

定》中提到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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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调节社会收入分配高低悬殊的差别

也是税制改革义不容辞的责任，对高收入者多征税、对中低收入者少

征税是实现纵向税收公平的基本原则。

３市场经济要求税收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

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税法是规范市场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必须坚持

依法治税，用税法规范征纳双方的税收行为，规范国家与纳税人之间

的分配关系。

４市场经济要求开放税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必须

开放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融入全

球化经济之中。在税制建设上要遵循税收国际惯例，建立与国际接轨

的现代税制。

总体上讲，税收制度必须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断改革和完善，

这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长期以来，中国税制仍然以实物产品征税

为主，以经济领域征税为主，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建立现代税收制

度的需要。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度增加，市场经济的

风险加大，税收风险也进一步加大，建立现代税制越来越必要。以三

大税种改革 （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合并和增值税转型）为标志，

中国对物质生产领域征税主体框架的改革基本完成。中国税制改革面

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抵御税收风险，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现代税收制度，应该尽快启动对非物质生产领域和社会

领域征税的全面改革。

（二）对
$%

年税制改革经验的思考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必须实现税收方面的三个基本转变：

１由主要向单一的国有、集体经济征税转变为向各种经济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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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税。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经济主体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

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因此，纳税人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国有经

济主要向国家上缴利润。在转轨过程中，“两步利改税”以后，税收曾

经主要向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征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和发展，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逐步壮大，经济领域三分天下的局面

基本形成，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向单一的国有、集体经济征税为主转变

为向各种经济形式主体征税，实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税制促使公平

竞争、一视同仁。

２由主要对物质生产产品征税转变为向非物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

征税。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

活的需要，表现为社会生产以创造使用价值为主。因此，社会生产以

追求使用价值增加为目的，导致许多人重视物质生产，轻视非物质生

产。反映在税收上就是重视对物质生产产品征税，轻视对非物质生产

产品创造价值的征税。而市场经济是价值经济，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和

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实物生产在社会新创造

价值中的比重将不断降低。而且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对传统征税理念

产生极大冲击，有必要尽快实现由主要对物质生产产品征税转变为向

非物质生产产品创造价值征税。

３由主要对经济领域征税向对全社会领域征税的转变。从中国发

展的过程和一般征税理念来讲，传统意义上主要是对经济领域征税、

对获得经营收入或纯收入增加征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政

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时，有必要全社会共同为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实现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基

本对应。因此，必须实现由主要对经济领域征税向对全社会领域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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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对有税收负担能力的纳税人分别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税、

社会保障税等具有公民税收性质的税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使政府能够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

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在中国并行不悖，第一个转变已经基本实现，

第二和第三个转变正在实现过程中，是我们今后研究和实施进一步深

化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１］赵兴罗、刘孝诚：“‘分税制’改革２０年：回顾与反思”，《经

济研究参考》，２０１４年第４０期。

［２］金人庆著：《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３］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中国的道路》，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４］刘佐著：《中国税制５０年》，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５］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编：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中国税收发

展》（上、下），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靳东升：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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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
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王绍光先生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一文读后

赵　力　洪　钢

王绍光先生的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一文，发表已经有数年

之久。但是，随着学界财政社会学研究热情的高涨，随着人们对财政

透明、公开、公平和民主的关心，王先生此文似乎更应引起我们的重

视。以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方式，实现预算的公开和民主是财

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

一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多数人认为是熊彼特于 １９１８年在其所著 《税收

国家的危机》一文中首先提出 （也有人认为是奥地利财政社会学家鲁

道夫·葛德雪于１９１７年在 《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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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了税收国家一词，而熊彼特旋即投入于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

熊彼特认为税收国家这个概念，是与领地国家相对而言的。但同时，

熊彼特又认为，税收与国家之民主法治性相结合，才构成税收国家。

后来许多学者，比如德国学者约瑟夫·伊森斯、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等

都坚持这一点。其实从熊彼特的本意来说，从财政汲取方式上来划分，

某一国家不是领地国家，就是税收国家。但如果一定要具备了现代税

收制度，实际是预算制度，才可称为税收国家的话，那历史上必然会

出现既非领地国家，也非税收国家的国家。如果将观察历史的视野从

欧洲扩展到东方，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就曾长期处于如此境况。其实

就是在欧洲内部，也有不同情况。在英国，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

转化，基本上与财政的宪政化同步，税收是议会民主和预算制度的催

生剂。在法国，情况就稍有不同，国王在不能靠自己生活，而必须大

量开征税收以后，虽然早在１５世纪初，就决定税收必须经过等级议会

批准，但等级议会不经国王召集就不能召开。从 １６１４年到法国大革命

前夕，它便再也没有召开过。其间的 １７５年，在税收问题上，一直由

国王独断。直到１７８９年，路易十六才迫于巴黎最高法院的压力而召集

等级议会。结果，讨论导致革命爆发。如果说，税收国家一定要与宪

政民主同步，那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国岂不既不是领地国家也

不是税收国家？按王绍光先生文中所说，美国更是预算制度晚熟的例

证。这岂不会给熊彼特的划分方法造成矛盾？

我国知名学者王绍光先生在讨论税收国家时，创造性地使用了预

算国家这一概念。他说：税收国家这个概念不是与预算国家对立的，

而是与 “领地国家”相对而言的?。这与熊彼特的提法一致。但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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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税收国家就是说国王的钱来自于税收，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领地和

封臣的贡献。税收国家还要进化为预算国家，才完成了财政的现代化

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税收国家是预算国家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

条件。从税收国家形成，到财政的民主化，可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

程。这一界定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也为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途径。

二

税收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有了税收就是税收国家了呢？

中国又在何时成为了税收国家呢？我们认为王绍光先生确定的秦汉时

期似乎偏早，从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定为明清时期较

为妥当。

马克思说过：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

西。”? 这是从税收本质上来讲的。如果从形式上讲，税收不是一种经

营性收入，不是根据财产的所有权取得的，而是依据政治权力，通过

法律形式确定的。

西欧中世纪早期，国王主要靠自己生活，也就是靠自己领地收入

和少量封臣贡献维持王室生活和一般行政开支。领主对国王的贡献，

带有不定期和不定量的特点，因此并不是赋税。以后国家开支日益增

大，新税不断被创建，国王开始靠税收生活。可以说，中世纪晚期，

西欧诸国陆续成为税收国家。又因为从发展趋势上看，国会最终掌握

了批准税收开征、确定税率等权力，故此很容易将税收称为主要的财

政汲取方式，与财政的民主化看成一件事情。

在中国，直到西周时代，仍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主持

６２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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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贵族 “授民授疆土”。由此可见，三代即使确有 “贡、助、彻”的

财政汲取方式，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纯的税收，而是地租和赋税

的一体物。学界一般认为，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 （公元前 ５９４

年）实行按亩征税的初税亩，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标志着税收与地

租的分流。秦汉时期则有了比较规范的税收制度。初税亩创行之前，

中国的王朝尚不是税收国家，这应该可以确定。

（一）有税收制度的非税收国家

政府通过财政汲取，使经济资源从个人和其他部门向政府非市场

式流动，与其他汲取方式相比，税收具有法定性、透明度高、收入充

裕稳定且及时等特点。但非税收的财政汲取方式，也有它的诱人之处。

封建专制君主们喜欢它的随意性。因为，正像当代学者指出的：“税收

方法，在数量上限制了归国家支配的资金征收数额，非税收方法，为

征收数额的变动创造了可能性。”? 虽然建立了税收制度，但其财政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其他汲取方式，不断用其他财政汲取方式削弱和贬低

税收作用的国家，就还是领地国家，也可以称为所有权国家。因为它

依然靠垄断据有的经济资源生活，而不是靠税收生活。这种国家，之

所以具有经营性，是因其靠政治权力将生产资料和经营权力据为己有。

在此情况下，财政无法走上法制之路。只有到了 “政府需要钱来偿付

它的账单，它偿付它支出的钱主要来自税收”? 的时候，才能说，这个

国家已成为税收国家。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为税收国家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渐

变的过程。由于与西欧封建国家的政体不同，中国的封建王朝对社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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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舍尔麦涅夫：《苏联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保罗·Ａ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１２版），中国发展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

版。



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生活，有着更强的控制能力。俗称 “皇粮国税”的

田租，虽然保证了军队、官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从未停征，但税收之

外的财政汲取方式层出不穷，禁榷、官营、罚没、卖官鬻爵、任意规

定铸币币值、滥发纸币，不一而足。国家并未因开征税收而确保私经

济的自由，而是靠侵犯私经济来维持自身生存。财政汲取不受法律限

制，更不受社会的制约。长此以往，严重限制了税收作用的发挥，削

弱了税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能笼统地说，这就是国家

干预经济的表现。为什么中国封建政府会实施这种干预？它的财政经

济作用、政治作用是怎样的？粗粗翻阅中国史书，这种干预，也就是

这些花样翻新的财政汲取方式信手可拈。

１禁榷

禁榷，即国家对某些产品的产运销全过程或部分环节实行垄断经

营，现在叫专卖。禁，就是禁止民间经营；榷，原意为独木桥，引申

为独占，也就是由政府独占其利。禁榷，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长期推

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长期使用的一种财政汲取方式。一般认为中

国历史上的禁榷始于管仲的 “官山海”。“官山海”的提法虽最早见于

管子后学集成的 《管子》一书?，但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

“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 《平准书》说他 “通轻重之

权，徼山海之业”。史家公认司马公言必有据，可见 “官山海”确有其

事，而且齐国由此富强。最吸引封建统治者眼球的，还不是增加财政

收入，而是无加税之名而得增收之实的 “不籍赡国”? 之术。因为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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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海王》：“唯官山海为可耳。”

《管子·轻重·山国轨》：“桓公问于管子曰： ‘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

‘……有官天财，何求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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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洽于上也。”? 其实，不采用税收形式，就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么？垄

断经营，政府寓税于价，负担还不是要由民众负担。所谓 “民不益赋

而天下用饶”?，出自对桑弘羊持否定评价、主张对经济放任自由的司

马迁之口，本身就值得三思。是由衷的赞美，还是语含不屑的讽刺？

应该说，寓税于价不过是朝三暮四的骗术、一种剥夺技巧，与西方人

说的 “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后长

期的历史发展中，历代封建王朝长期沿用了这一财政汲取方式。汉有

盐铁专卖 （包括一段时间内的酒专卖）。三国时魏 “遣谒者仆射监盐

官”?，并任命王修为司金中郎将，主持铁冶。蜀 “置盐府校尉，较盐

铁之利”?。西晋也实行盐专卖，后一度松弛，至陈才恢复专卖盐和酒。

北周曾 “榷酒坊、盐池、盐井”?。唐代注重盐和茶的专卖。宋元时

期，禁榷制度进一步加强并趋于细密。据 《庆元条法事类》卷 ２８《榷

货总类·名例数》载，宋代 “称榷货者，谓盐、矾、茶、乳香、酒、

曲、铜、铅、锡、铜矿、
!

石”。金朝也对盐、铁、酒、茶、醋、香、

矾等十种产品实行专卖。元朝重视榷盐，对破坏禁榷制度贩卖私盐者

处罚极为严厉，一般要判处徒二年、杖七十、没收一半家产。关于禁

榷的目的，宋人韦骧一语道破天机：“诚以国用不足，利无所出，舍此

则无能为也。故酒酤之饶，盐、铁、山泽之利，一归公家，而百姓不

得操其奇赢也。晋、魏、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盖后世财用浸阔，

不可一日无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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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国蓄》。

《史记·平准书》。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

《三国志·蜀书·吕 传》。

《隋书·食货志》。

韦骧：《钱塘韦先生文集·论榷货》。



专卖制度现在也通行于世界多数国家，我国也仍然对卷烟等少数

产品实行专卖。但其目的已不是或说主要不是为取得财政收入，而是

为了控制价格、抑制消费、维护市场秩序、保证产品质量，防止偷漏

税收。少数商品的专卖，也不会阻滞竞争、妨碍社会资本的积聚。但

在中国古代，专卖在经济生活和财政运行中的地位却重要得多，影响

也大得多。因为历史久远、统计粗疏，很难用具体数字和比例来说明

这一问题，只能考察史籍中关于其效果的描述，大概把握财政对之的

依存度。

汉武专卖盐铁，主持人桑弘羊自谓 “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

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农。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而

历史记载也说，当时战争频仍，军费浩繁， “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

故能赡之”?。

唐代自第五琦榷盐，刘晏加以改善，岁入大增。 《新唐书·刘晏

传》曰：“初，岁收缗钱六十万，末乃什之，计岁入千二百万，而榷居

太半。”而同书的 《食货志》也记载：“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

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无论是 “半”，还是 “太半”，既

然官费需求 “皆仰给”，其在财政收入结构中的地位自然在税收之上。

宋代财政对于禁榷的倚重，今人汪圣铎认真研究后说：“宋朝禁榷

收入在财政中居于与两税并驾齐驱的地位，而禁榷收入中又以榷盐为

首，特别是南宋版图缩小，两税收入减少，榷盐收入在财政中更有举

足轻重的位置。”? 宋人在谈到专卖时说： “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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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轻重》。

《史记·平准书》。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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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须。”?

元朝时 “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但值得注意的是，肇始于

宋代的 《盐引法》到元代愈加完善。这种办法的特点是官府只控制批

发环节，生产和零售环节都归于民营了。这就开始了从禁榷向征税的

过渡。

２财政性货币发行

财政性货币发行，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在税收之外汲取收入的重要

方式。封建王朝用不足值铸币和滥发的纸币支付军饷官俸，采购物资，

满足财政需要。

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

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本质就是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

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作用。作为一般等价物、交

换媒介，其发行应当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贵金属称量货币，因自身的

价值稳定，不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尽管金银也是

货币，但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所限，长期使用贱金属铸币，并且

很早就开始使用纸币，且货币发行权长期由国家垄断。这就为封建政

府的财政性发行打开了方便之门。马克思在 《东方的战争》一文中曾

经说过：“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也许是在征税方面的登峰造极的发

明，因为这种做法就是税上加税。”

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性发行起源很早。《国语·周语》载：周景王二

十一年 （公元前 ５２４年），景王 “将铸大钱”，单穆公以为不可。当时

是否已有铸币，尚无实物证据。但从这对君臣的对话来看，周景王要

１３

?

?

?

《宋会要辑稿·食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５０。
《元史·郝彬传》。



铸的大钱，应是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铸币，也就是一种财政性发

行。比较可信的财政性发行，应始于元狩四年 （公元前 １１９年）汉武

帝以白鹿皮和白金为币。是年， “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

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

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

品”?。一块鹿皮 （虽然是比较少见的白鹿皮）被指定为货币，并规定

其价值四十万钱，几两重的银锡合金铸币价值几百乃至数千钱，其名

义价值远远超过了实际价值。这么做，只能是出于财政聚敛目的。

从历史上看，财政性发行几乎无代无之。新莽乱改币制，东汉初

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曾废铜钱用铁钱，以致 “货币不行”。三国时，蜀

汉刘备曾铸 “值百钱”以给军需，孙权亦铸当五百和当千大钱，刘宋

时代的鹅眼钱，千钱不盈三寸。至北宋年间，出现了纸币。其中影响

比较大的，有王莽的币制突变，两宋大量发行交子、会子，元朝的滥

发交钞。

西汉中期发行的五铢钱，铸造质量较好，轻重适中，既打击了盗

铸，又稳定了物价， “民以为便”。可是王莽掌握并最终夺取政权后，

名义上为复古并区别于刘氏的汉朝，实际上则是为搜刮社会财富，曾

四次大规模改变币制。比如，他摄政期间，发行的大泉 （圆形币），每

枚重 １２铢，名义价值为五铢钱 ５０枚，可单枚重量仅为五铢钱的 ２４

倍。两种刀型钱，一种当五铢钱５００枚，另一种当五铢钱 ５０００枚。后

者币面上镌有 “一刀平五千”五个字，其中 “一刀”两字有黄金镶

嵌。两者的名义价值都在实际价值的百倍以上。王莽登基 （始建国元

年，公元９年）后发行的圆形钱币小泉，重 １铢，当五铢钱一枚。始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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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二年 （公元１０年），王莽推行宝货制，货币改为五物六名二十八

品，五物，指金、银、铜、龟、贝，皆为币材。铜币分为钱货和布货

两种，故为六名。其中钱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龟货四品，

金货一品，银货二品，共二十八品。其中铜币铸造中掺以锡、铅等更

低值的金属。而龟、贝等早已不是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也不再是稀

有之物，人为地宣布其为货币，简直就是打劫。这种币制，混乱不堪，

世上罕有。推行的结果是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社会经济陷于混

乱和停滞状态。这迫使王莽逐步恢复了旧币制，但他的新王朝还是很

快就归于灭亡。

北宋年间，蜀地使用铁钱。铁钱价值低，流通和携带很不方便。

一些富户集资三十六万缗作为保证金，发行一种类似兑换券的纸

券———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交子分 “界”使用，三年为一界，每界

发行皆有限额，到期兑换新券。官府见有利可图，于是借口私人能力

不足，屡有争讼，将发行交子的权力收缴，发行 “官交子”。宋徽宗大

观元年 （公元１１０７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改称钱引，

并 “藉其法以助边费”?，发行额为旧时的二十倍，又不置本钱，以致

价值大跌。这是典型的财政性发行。当时一缗钱引只值１００文铜钱。

南宋继续发行纸币，最初叫关子，以后改为会子。会子最初也是

三年为一界，到时更换。但因政府增发无度，根本不能按期更换，乃

展期为六年一界。到宋宁宗嘉定二年 （公元１２０９年），“以三界会子数

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

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可见有一定量的会子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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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

《宋史·食货志》。

《宋史·食货志》。



一烧了事。纸币泛滥，不但使受掠夺的人民生活痛苦，也使财政管理

混乱，税收收入贬值。政府用贬值的纸币发放军饷，引起军人不满，

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马端临认为： “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

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 （纸币）之弊也。”?

蒙古帝国和后来的元朝，滥发纸币也是很著名的。太宗八年 （公

元１２３６年）开始发行纸币———交钞，宪宗三年 （公元 １２５３年）设交

钞提举司，管理纸币发行流通事务。世祖中统元年 （公元 １２６０年）发

行中统元宝交钞，不限年月、不分地区流通使用。灭宋不久，世祖又

“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稍后严申金银之禁，保证交钞的流通使

用。初期，元朝纸币发行未滥，购买力也属稳定。但以后用兵安南、

日本，财政需要大增，纸币开始贬值。至元二十四年 （公元 １２８７年）

发行的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通货膨胀已到相当程度。到武宗

年间，物价大涨，纸币流通受阻。武宗曾一度决定恢复使用铜钱，但

很快废止，恢复使用纸币。元朝晚期，朝政混乱，灾害频仍，纸币发

行量越来越大。据 《元史·食货志》记载，中统元年 （公元 １２６０年）

印中统钞 ７３３５２锭，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公元 １２９４年）印至元钞

１９３７０６锭，天历元年 （公元 １３２８年），印至元钞 ３１０９２０锭，另中统

钞３０５００锭。按最初官方规定的至元钞一锭当中统钞五锭，那么，世

祖至元三十一年所印的宝钞就相当于中统钞９６８５３０锭，天历元年所印

宝钞就相当于中统钞１５８５１００锭。滥发纸币成了最快捷的财政汲取方

式，而这种财政汲取方式也将元朝带向了总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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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３官产收入

所谓领地国家，就是国王靠自己的领地所产生活。中国皇帝也有

自己的领地，如皇庄。但其主要用于补贴皇帝的奢侈生活，不具有财

政意义。具有巨大财政意义的是，以皇帝为首的、以地主制为经济基

础的中央集权国家拥有巨量的经济资源。天下的一切，都被视为皇帝

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东郭咸阳和孔仅对汉

武帝的进言就颇具典型性。他们说：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

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 也就是说，天地之藏本应归皇帝个

人拥有和享用 （由少府管辖），属于私有领地的性质。作为国家财政资

源已经是皇帝的宽宏大量了，当然决不能归私人所有。官产包括官田、

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山、山林池泽等等。通过这些会形成数额巨大的

财政收入，也是税收之外的财源。

官产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作为所有者的政府享受其收益也是必然

的。但是，一来，官产规模过大，势必限制竞争。垄断 “既不会促进

竞争的进一步发展，也无法将竞争引向高级化，它始终与竞争处于一

种对抗的紧张状态”?。而正如前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

《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说的那样：“竞争是获取繁荣和保证繁荣最

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

惠。”二来，中国古代的官产的管理方式限制着税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的作用。如果都像均田制中的口分田那样，将官产的经营权和所有权

分离，让税收在该领域发挥作用，那么，就可以对官产的经营效率实

施监督，提高资产的经营效益。但中国历史上的官产主要采取官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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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平准书》。

刘蓉：《政府垄断与税收竞争》，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接经营的办法，将其收入直接转归财政。其中最典型的是屯田中的军

屯、官营手工业作坊和矿业。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曾长期是军粮供给的重要方式，也就是非税

收的财政供给。以种植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民族，面对来去飘忽、冲击

力强大的游牧民族骑兵，不得不在边境上多处驻军，且尽可能增加兵

员。中原处于分裂的时期，不同政权也都注意屯田以养兵备战。因为

战争不是天天有，而大量青壮年组成的军队长期不参加生产则是一种

浪费。且屯且守，战备未松弛，而财政的军费支出大省，等于增加了

财政收入。屯田从西汉到明清长期存在。其创始人之一西汉人赵充国

就曾指出：军队屯田可使 “大费既省”， “徭役豫息”还可 “以戒不

虞”?。曹操就是利用屯田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基础，最终统一

北方，也为西晋的最终统一创造了物质条件。唐朝国境广大，军屯对

巩固边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新疆还有大规模的唐代军屯遗址。

北宋与辽、金、西夏长期对峙，也十分重视军队 “无寇则耕，寇来则

战”?，以屯田省馈饷，重视其财政意义。连骑射民族建立的辽和金在

进入农耕地区后也曾实行屯田。

官营手工业自商周时代就有很大的规模。它的特点是可以聚集大

量手工业工匠，特别是优秀工匠，不计成本，追求产品精美，满足了

宫廷、官署和军队庞大需要。矿业，如采铜、采铁，更是长期被官府

垄断，满足了财政的需要。

４罚没和卖官鬻爵收入

在中国封建时代，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罚没。比如在财政史上

６３

?

?

《汉书·赵充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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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很著名的算缗、告缗中，算缗可算作财产税，不过已经是对经济实施

摧毁性打击的税收，和一般意义上的税收有很大区别。告缗就完全是

一种罚没，而且是一种十分无理性的罚没。因为偷税漏税是任何社会

都会发生的现象，对之进行惩罚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算缗时 “匿不自

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用没收

全部财产、配发边疆来惩办瞒报税款是不是过于严酷？将没收来的财

产的一半赏给告发人，更会促发诬陷诬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

周治之，狱少反者。”遇告即无冤屈，可见治狱者对得到被告财产的渴

望。统治者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

百余顷，宅亦如之”的喜悦，早把应采用法制化手段汲取财政收入的

要求冲到九霄云外。但是，尽管因 “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可

“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中产者

以上的人户大多破产，民众不愿也不敢积累资金，尽可能挥霍掉财富，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讲，福兮？祸兮？汉武后期的社会动乱作了回答。

罚没，不管尺度宽严尚有名目。中国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无任何理

由的搜刮叫做 “括”。括，意为搜求。如隋朝文帝年间 “其江南诸州，

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括马”、“括羊”多实行于五代、

宋、辽、金、元时期，如 《新五代史·唐废帝纪》载：“冬十月壬戌，

括马，籍民为兵。” 《续资治通鉴·宋真宗天禧二年》载： “庚午，辽

主录囚，括马给东征军。”《金史·世宗纪》更载世宗时代曾 “立强取

诸部羊马法”，这就说得很清楚了，没什么法定标准，依需要强取罢

了。宋哲宗元符元年 （公元１０９８年），因仓储匮乏，乃搜括民间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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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以上几处引语，均出自 《史记·平准书》。

《隋书·高祖纪》。



强制收籴。元世祖中统二年 （公元１２６１年），“括西京两路官民，有壮

马皆从军”。

至于卖官鬻爵，自秦汉以后反复出现。不过所得只能作为一种救

急或补贴收入，对于财政无决定性意义，重要的反而是这种行为加速

了吏治腐败，使社会更加黑暗。如汉惠帝元年冬十二月规定： “民有

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 政府卖爵可获得一时的收入。可是

有较高级爵位的人享受赋役优免，于是卖爵就侵蚀了未来的赋税收入。

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卖官行为是汉灵帝西园卖官，自关内侯以下皆有

明码标价，史称西园成市。当事人花钱买官位，是一种投入，买得官

位以后怎么可能不通过贪污受贿回收成本、创造利润？所以这种财政

汲取方式的弊端不言而喻。

（二）税收国家的最终形成

以上述种种非税收财政汲取方式满足财政需要的时代，即使已经

有税收制度和种种税收思想，仍不能认为历史已进入税收国家的阶段。

那么，中国究竟在何时成为了税收国家呢？笔者认为应该是明清时期。

１禁榷范围缩小，制度松弛

禁榷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但是，与前朝相比，明清禁

榷产品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宋、金时期禁榷产品发展到十种乃至

十种以上，而明清时期禁榷产品只有盐和茶。这是由社会经济，特别

是商品经济发展决定的，也是政治上大一统局面形成，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日益巩固的结果。《明史》著者注意到了元、明之间在征商事务上

的差异。《明史·食货志》曰： “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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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约。”明政府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与减轻

商税的精神一致，禁榷制度也逐步放松。明代的榷盐制度，已由前代

的直接专卖，改为间接专卖。官府控制的只是批发环节。后人称 “有

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榷盐的开中法，就是由官府招募商人在山西

太原和大同粮仓缴纳粮食，按一定比价付给盐和许可出售的凭证。商

人将盐售罄，再将许可出售的凭证交回官府。这种专卖，已在一定程

度上允许竞争，而且也是由专卖向征税过渡的方式。以后又有纳马中

盐法等，都不是完全的专卖。朱元璋初起兵时，实行过对盐征税而不

专卖的办法。有鉴于此，以后明政府实行了 “计口纳钞食盐”，即按家

庭人口纳钞食盐，这已接近人头税了。清代榷盐办法大体是在明朝的

基础上修修补补。

榷茶之制，始于唐，唐宋时期中原政权通过茶马贸易，以茶向边

疆少数民族换取马匹，一来满足战马、役马的需要，二来以此羁縻、

控制少数民族，属于一种具有战略意义、政治意图强烈的财政经济行

为。明代继承前代制度，对茶马贸易控制较严。但也不是由官府垄断

整个生产和销售全过程，而只是控制某一环节。且各产茶地区控制宽

严不一。当时的学者邱浚说： “产茶之地，江南最多，今日皆无榷法，

独川陕颇严，盖为市马故也。”? 到了清代，长城内外统一于一个政权

之下，王朝的统治民族本身就是善骑善射的北方少数民族，茶马贸易

的需求降低了。更兼民间资本逐步发展，私茶盛行。虽然清廷还设有

管理茶的生产和销售的官司，但茶的专卖已经逐步向征税制演变。到

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茶专卖制度被完全破坏。茶专卖被厘金、茶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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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食货志》。

《明史·食货志》。

邱浚：《大学衍义补》卷２９。



等税收所取代。《清史稿·食货志》载：“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

概行征税，所收专款，留交本省兵饷。”

２货币的财政性发行受限

元朝纸币泛滥加速了经济崩溃。其后建立的明朝，曾想沿用纸币，

但对元朝情况也有所警惕。明初钞、钱并行，后几次禁止铜钱、金银

流通，均因通货膨胀严重，民间坚持用钱而告失败。明朝遂恢复铜钱

流通，最终废止了纸币。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越前代，而且美

洲和日本白银大量运入中国。在宋代就具备了货币职能的白银，在民

间交易中被日益广泛使用，政府制止无效。到英宗正统十年 （公元

１４３６年），明政府 “始折金花银”，从法律上承认了用银的合法性。武

宗正德 （公元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年间，官俸以九成发银，一成付钱。白

银最终成为本位币，印证了马克思所说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

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

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

即转到贵金属身上”?。明朝也曾铸造名义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铜钱，

但因为白银的作用，没有形成恶性通货膨胀。虽然人口远较宋朝为多，

经济规模也远较宋朝为大，但明朝铸币的数量却大大少于宋朝。黄仁

宇先生指出：明朝 “政府铸钱仅仅 ４０次，平均产量不超过 ２亿文。所

以粗略估计整个明代的铜钱产量只有 ８０亿文，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

铸钱总数”?。清朝前期为满足财政需要，曾短暂发行过纸币，但很快

废止。以后清政府也铸造过大额铜币。不过这时的货币问题主要已经

是银钱的比价问题，属于另外一个范畴了。贵金属成为本位币，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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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



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朝那样的滥发货币成为不可能。

３屯田的财政意义降低

明初重视屯田的财政作用。太祖朱元璋认识到：“屯田之政，可以

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也曾说过： “吾养兵百

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是，应该看到，朱元璋处于元末战乱和

明初恢复的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残破、军队数量巨大，不用屯田办法

无法解决军食。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屯田土地遭官宦侵蚀，军队调动

弃耕，屯丁逃亡，屯田作用大不如前。清代屯田，主要是因为疆域扩

大，军粮运输不便。最典型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以后持续不辍的新疆

屯田。屯田解决了当地军粮所需的绝大部分。这才保证清政府一次次

平息了西北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不过，屯田并不是因为清政

府无经济能力供养数量不多的新疆驻军，而是当时运输条件差，从内

地运粮得不偿失，所以其军事意义超过财政意义。

同样，卖官鬻爵和罚没，虽然终封建社会之世皆有，但和税收收

入相比，越到封建社会后期，就越处于不重要的地位。

４税制逐渐完善，税源拓宽，税收收入对财政需求的满足度提高

移开注视非税收财政汲取方式的目光，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税收本

身，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明清时代，税制逐渐完善，税源拓宽，税收

收入对财政需求的满足度提高。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国家

管理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

明朝重视税收管理，开国之初，就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严格

统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作为征收土地税的依据。对商税也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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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规定 （三十税一）。特点是不竭泽而渔，而是注重保护税源。如

洪武年间 （公元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在一次地方官吏考核中，山西平遥

主簿成乐的评语中有 “能恢办商税”? 一语，明太祖认为商税有定制，

恢办 （超额完成）是刻薄百姓，并命令追查此事。还有一官吏留难客

商，造成其货物滞销，也受到处罚。

明代中期发生了著名的 “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规定，

将纳税人应服的力役核定为货币，与赋税合编在一起，统一交银。这

次改革的特点，是力役折银征收改变了千年以来赋役分别征集的惯例，

使税收更加规范化。因为力役征发的是活劳动，虽然最终也形成政府

的财政收入，但其规范性终究与税收还有差异。力役入税，可以更公

平、更统一，有利于人身的解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户部编纂的

《万历会计录》即凸显了这次巨大的变化。《会计录》将白银作为统一

的财政计量单位、征收形态。

由于禁榷的松弛，税收的覆盖面扩大了，国家对农产品、手工业

产品和商业一体征税，税源扩大了。在明朝放开海禁以后，对进出口

贸易征收的关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有的研究者列举一些绝对数字，说明明朝的财政规模不如宋朝。

这与当时是否形成了税收国家并无决定性关系。因为是否税收国家应

该看税收对财政收入的满足度，也就是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而不是其绝对数额。宋朝先后与辽、金、西夏、蒙古、大理并立，战

争频繁，军队庞大，其财政规模较大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与宋朝禁

榷范围大、海外贸易不受限制的因素有关。

清朝基本延续了明朝的财政政策。康熙至乾隆年间 （公元 １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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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食货志》。



从中国财政的历史发展看税收国家的形成过程

１７９５年）实行的 “摊丁入亩”，进一步把人丁银也并入田亩征收，彻

底完成了 “一条鞭法”的改革。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中，税收已占

据了统治地位。税收的法制化程度大大提高，为财政的进一步近代化

和法制化，也就是实现预算国家打下了基础。当然，这离财政的民主

化和公开透明还有很长的距离，而实现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

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来完成。

赵　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税收出版中心主任 编审

洪　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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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基于财政史学视角

赵兴罗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

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财政作为调节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杠杆，

在促进公平正义中肩负着重要职能。在中国财政史上，自先秦就出现

了调均贫富和均平赋税思想，对后世的财政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先秦到清雍正年间，当政者进行了多次的财政改革，其中，影响最

大的有 “两税法”、“一条鞭法”和 “摊丁入亩”，这三次财政改革尽

管都直接起因于化解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当政者财政开支的燃眉之

急，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平赋税和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对后世

的财政改革实践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在 ２００８年两会记者会上指出的： “一个国家的财政

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

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当前社会各界对深化财税改革及实现公平

正义期待的语境中重温这句话，更显示其价值。从财政史视角研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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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前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古代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财富失衡始终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代出现的财富差距都相当悬殊，“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

苦”?，就是我国古代财富差距的生动写照。而财富悬殊是违背公平正

义的目标的。

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统治者的利益，封建统治者都把公平分配

确定为国家统治者的重要职责，并且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财税手段干预

经济的措施，对贫富不均进行合理、适度的调控。例如，荀子曾论证

了国家调均贫富的必要性：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

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即是说，君或国家是确定个人在社会财

富分配中获得份额的中枢，是调控的主体。 《管子·国蓄篇》强调：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主张通过国家权力来

控制经济。桑弘羊主张，统治者应采取措施调均贫富，他认为：“人君

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如

果统治者不重视贫富悬殊，就很难把国家治理好，“民大富，则不可以

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因此，为人主

者要 “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

５４

?

?

《汉书·食货志》。

《汉书·董仲舒传》。



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进程中，对财税手段在国家调控财富

分配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加深。财政作为国家运用其政治权力和财

产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重要手段，反映着国家在社会产品分配

中与各个方面发生的分配关系，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国家财政居于特

殊的地位，它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又

是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枢纽。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当政者在不同时

期对财富失衡采取过各种财政调节措施，制定了相应的财政调控法令

和政策，例如，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人实行征收末业税和开征资

产税的赋税政策，实行调粟和平准的物价政策，对小农实行财政信用

政策以及对社会中的弱者实行救灾、济贫的社会保障政策。尽管这些

财政政策难以摆脱本身的缺陷以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使其最终难

以完成调均贫富的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对调节贫富失衡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国家调节财富分配的目标是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

是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实行均衡调剂，以便实现财富的均衡。孔子指出：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安无倾。”? 只有实现赋税公平负担，才可以保证统治者政权

的巩固，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否则，畸轻畸重，导致老百姓怨声载

道，甚至揭竿而起。基于社会舆论的推动及其巩固统治的需要，历代

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贫富不均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隐

患。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当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对贫富不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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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予了一定的关注，并采取财政措施对财富分配进行干预和控制。

二、古代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实践

古代财税改革在调均贫富和均平赋税中的理念，对后世的财政改

革及财富调控的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历次财政改

革都是在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老百姓赋税沉重、赋税不均、民不聊生

等情况下发生的。本文以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三次改革为例，分析

财税改革在助推公平正义的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按人丁授田，以此为基础，在赋税制度

上采用 “租庸调制”。在这种税制下，农民因拥有一定的田地作保障，

加上唐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基本上能够承受赋税的负担。但到了唐朝

中期，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土地向各类地主、官僚手中集中，国家控

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均田制就遭到了破坏。其结果，出现了

“富者兼地数万田，贫者无容足之居”? 的现象。 “安史之乱”之后，

人口大减，政府失去了大量的纳税户，赋税额摊派在尚未逃亡的农民

身上，加剧了赋税的不公。在此背景下，公元 ７８０年，唐德宗采纳杨

炎的建议实行 “两税法”。

“两税法”改革对于均平赋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赋税方面最

大的变化，一是正式否定了以身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开始了以资产为

课税客体的历史。按资产课税，使大批的隐户被括出，检括出的隐户

１９０余万户，政府控制的户口增加到 ３１０余万户。? 赋税负担从身丁转

移到资产，既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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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两税法”对纳税主体的规定，不仅 “户无主客”，“不居处而行商

者，度与所居者均”，而且享有特权的皇亲国戚、官僚贵族都要纳税，

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三是将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

为户税和地税两种，简化了征税名目，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

乱摊派的可能。四是征税时间分夏秋两季集中征收，结束了农民 “旬

输月送无休息”的繁杂，减少了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干扰，改变了过去

赋役极端紊乱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税负均平。

明朝初期，在税制上基本沿用 “两税法”。但到了明中期以后，土

地兼并日益严重，皇帝、王公、勋戚、官绅、豪强竞相掠夺土地，皇

亲国戚享有免税特权，地主富豪采取多种手段偷逃税收，应税田亩骤

减。例如，嘉靖年间，阁臣严嵩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其江西袁州

十分之七的土地为他所占。据史料记载，明初应税田亩达 ８３５万顷，

到弘治十五年 （１５０２年），全国应税土地仅剩 ４２８万余顷，出现 “天

下额田已减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王府，则欺隐

于猾民”?。随着课税土地的流失，田亩与丁口失实，赋役不均，农民

大量破产，或成为大户之家的依附人口，或流亡他乡。

为缓和危机，张居正主政进行财政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清丈土

地。从万历六年到万历九年的三年时间里，清查出被隐瞒的土地达 ３００

余万倾。? 通过丈量土地，使豪强地主的土地部分清查出来，一方面扩

大了纳税的土地，另一方面对封建大地产的膨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

用，也为赋役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的第二步是在清丈

土地的基础上，实行 “一条鞭法”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将原来的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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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徭役、杂税，归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原来按户、丁征收的役银，

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一条鞭法”的推行，扩

大了赋税的负担面，起到了平均税负、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各级封建

官吏和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勒索、盘剥的作用，达到了 “盖既不减额，

亦不益赋，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并兼”? 的结果。

到了清朝初年，赋役的征派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官

僚豪绅为了逃避赋役，往往隐匿丁口，将丁税负担转嫁到贫苦人民身

上，税负不均。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 “田少而丁

重，弃产而丁银未除”的现象非常普遍，丁税成为广大贫民的沉重

负担。

为了稳定税收数额，解决丁银难征的困难，清政府进行了 “摊丁

入亩”的财政改革。这一改革，将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按各省、

各县负担丁银的多寡，摊入该省、县的田赋之中，征收统一的 “地丁

银”。“摊丁入亩”改革，一是在法律上废除了封建的人头税，确定了

以田定税的制度，改变了地丁分征、赋役不均的状况，实现了丁税和

地税的合一，完成了赋役合一的历史进程，彻底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实

行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结束了赋、役分征的混乱局面；二是按土地

多少征收 “地丁银”，实际上是按财产和能力征税，这就从根本上取消

了缙绅地主优免丁银的特权，扩大了纳税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

役不均的严重状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

上述中国财政史上的三次重大财政改革，其直接起因都是为了化

解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朝廷开支的燃眉之急，其措施最终也只是把

以前的杂税合并、简化。尽管历次改革后不久，土地兼并问题依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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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赋税杂役重新死灰复燃，农民的负担再次逐渐增加，但改革的总

体趋势是向着 “均平”赋税的方向发展的。从以土地、丁身为课税标

准向以资产为标准的转变，反映了税制改革中的公平原则； “一条鞭

法”和 “摊丁入亩”的财政改革使整个国家的税收向大地主倾斜，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普通民众的赋税负担。

三、古代财税改革对当前我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启示

在封建社会，当政者实施的调均贫富和均平赋税的财政改革，从

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这些政策措施难以摆脱本

身的缺陷以及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使其最终难以完成调均贫富和实现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平赋税和促进社会公

平的作用，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启示一：财税改革是公平正义的助推剂。财税在实现公平正义和

国家治理中起着基础与重要支柱作用。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

分配的重要枢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分配职能，不仅仅是简

单的财富分配，而是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社会资源的合理配

置，达到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的目的。在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中，财政肩负着重要职能。正如十八届三中全

会指出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

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

度保障。”财税体制的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一个国民的福祉总

量，才是一切财税体制改革的终极的价值追求，舍此一切的价值，甚

至最高、根本、重要的价值，都不过是核心价值的具体扩展而已。而

且，唯有此一核心价值，才可能获得最大多数国民的认可，才可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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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为一个国家财税体制改革长期的追求和愿景。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可能凝聚最广泛的财税改革共识，以及共同的境界。据此，我国财

政改革目标应确定为：确保不同利益群体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实现自

己的权益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在财政改革中真正 “让人民群众感受

到公平正义”。同样，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推进的财税体制改革，

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启示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财税体制改革，

其本源或实质是政府如何向人民负责。它既涉及经济体制和机制，又

与政治体制有关。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与财税体制

改革都密切相关，即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问题和诸多矛盾的前提。

财税体制不顺，将会影响或引发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价格持续上涨、

房地产暴利、农民财产收入过低、资源浪费性使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此，财税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整体改革的核心和重点。如

果没有这项改革或者改革不成功，就没有中国改革的未来，中国要构

建的公平、正义、善治的现代国家的愿望也就难以实现。在财税体制

改革中，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封建国家在制

定政策的动机和目的上，大多着眼于财政方面，以获得财政收入为实

施政策的目的，结果也导致朝代更替，历代统治者终被人民推翻。我

国政府应汲取历史教训，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关系。政

府的基本职责是要规范和调整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并保证社会形成公平

合理的分配秩序，发挥财政在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中应有的分配和调节

作用。政府不仅应该，而且也有能力成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

主体，因而，责无旁贷地应当成为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主要依靠力量。

启示三：加强公共财政建设。财政是管钱的部门，财政资金分配

的公平，特别能体现政府执政的公平正义。公共性是财政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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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属性，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是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所

谓的社会公平正义基本制度是指，财政公共开支需要尽可能地覆盖和

保障并符合人们基本尊严生活的合理要求，即以公民住房、医疗、教

育、就业、养老等基本权利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近年来，各级财政在

涉及公民权利保障上的投入逐年加大，例如，根据财政部 《关于 ２０１３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１４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１４年中央预算主要支出项目中，农林水支出增长 ８６％，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增长 ９８％，教育支出增长 ９１％，科学技术支出增长

８９％，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增长 ９２％，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增

长１５１％，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９％。这一财政支出安排，体现了政府

的公平正义的执政理念。对政府来说，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负担税收，

且财政支出公平地照顾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是赢得民心的基本条

件，也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当前，政府要继续优化和调

整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的重点继续向 “三农”和民生倾斜，实现

财政公平，这直接影响到财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能的发挥。

启示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财税改革在实现公平正义中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财税体制改革又是一项异常艰难的改革，

因为它关系到每个居民、各个阶层、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等各方面

的利益。因此，改革有理想的方案，但是最后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

会妥协成什么样的方案，会妥协成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

历史上历次的财政改革实践再次证明，只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政治

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不能顺利进行，反而还会在改革中产生

因政治体制改革缺位而形成新的弊端。如宋代的王安石推行财政政策

的出发点是提倡生产、裁减冗员、整饬内政、减少支出、增加收入，

以此达到 “富国裕民”的目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与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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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助推公平正义的理念与实践

王安石推行变法过程中实施的财政措施受到的阻力最大，多项改革未

能推行而以失败告终。这不是政策本身的缺陷，而是政治和人的因素

使然，是政治改革与财政改革不同步而致财政改革失败的典型悲剧。

以史为鉴，我国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应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的进程，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消除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各

级政府应明确公共财政开支细节，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加强财政

透明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跟进，有利于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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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
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

周春英　刘学琳

文化理论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作为一种分析方式，最初是由英国人

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提出的，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经

过瓦尔达沃夫斯基、汤普森、道格拉斯·Ｃ诺斯等学者的完善和发

展，文化理论被正式提出。诺斯认为，在制度形成、变迁过程中，“我

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也

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宗教信仰因素对制度演化有深刻的影响。

在对制度内容、制度建构和变迁过程进行解释中，文化因素影响的引

入提供了一些更具拓展性的分析视角。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税制度走过了 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它存在

的 “君权至上”的文化基础具有质态稳定性，所以，我们仍可以从宏

观角度概括出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封建社会财税制度的整体面貌，以便

为从理论上、更为深刻的角度入手去分析我国今后财税制度的发展路

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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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文化因素影响财政制度变迁的理论依据

财政制度安排一般应包括三个基本构成要件：首先是对参与主体

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参与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包括选民、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在内的决策者；二是由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有关办事人

员组成的执行者；三是实施对象，即财政收支过程中涉及的纳税人和

其他规费的缴纳者，以及财政支出过程中接受政府各种购买性和转移

性支出的居民。其次是有关作为财政收支对象的财政客体的界定，比

如在征税过程当中对纳税人、课税对象、税源、税基、税率等的认定，

在财政支出时对政府应提供的公共物品范畴的划定等。第三个基本构

成要件是处理财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实施规则，包括财政收支工作的

操作程序和有关管理规范等。

对于以上财政制度的每一个构成要素，一国政府都有多种选择，

而最终确立的是哪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形成过程中参

与各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惯式，即文化因素。正如诺斯所说，“从历史

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

绝对是渐进性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文化之所以能影响财政制度，首

先是因为在财政制度形成、构建过程中蕴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这种

判断必然受限于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从而对财政制度具有

深刻的影响力。其次，财政得以形成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是作为财政

收支主体的国家，或者说政府，是财政产生的政治基础；二是分配对

象的存在，剩余产品的出现是财政产生的经济基础；三是私有产权的

产生，因为只有在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相区别的前提下，才有通过强

制性财税手段将私产向公产、或者公产向私产进行转换的必要，以满

足国家职能的需要；四是具体的财政活动逐渐形成正式的实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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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可见，财政制度作为一种对政府、居民征纳行为进行管理的制

度，可以揭示出人们生活于一个特定政治文化中的那些规则；而作为

一种形成过程，决策主体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将会通过内化于有限资

源中的选择来加以实现，某项特定规则便被国家权力机关和实施对象

所接受认可，并上升为正式规则，成为制度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

说，财政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通过政治过程分配财政资源以服务于不

同生活方式的努力。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制度史，

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分配财富并调整支配或分

配方案的历史，而在政治制度中渗透着的无不是一定时期的文化观念。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至清政府被推翻的 ２０００多年时间里，承传

久远且异常强大的文化是 “君权至上”的政治文化，直接决定了在财

政制度构建过程中皇帝作为天意和圣人的制度化体现者具有无限权威

这一基点。这种政治文化始源于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文化。人作为万

物之灵、天地之本，自然是独大于环宇，而王作为万人之上，则 “道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作为天之子

的皇帝，“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人受命于天，固

超然异于群生”。 《尔雅·释诂》则直接将君与天相等同， “天，君

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支撑。唯一可以令皇帝俯首的是上天，

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

这种 “君命受于天”的观念模式导致 “权力一统”的思想， “天下必

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所以，要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集这种君主专制独裁、

中央集权思想之大成。儒家思想以 “忠”、 “孝”、 “仁义”观念为核

心，宣传以伦理纲常治国，经过历代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浓

６５



传统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

厚的道德政治文化，其政治功能影响深远。它将对家父的天然孝敬与

对君主的效忠紧密联系起来，严格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具有维系统

治秩序的强大功能，使君主专制获得道义上和情感上的合法性，使得

君主得以在大一统的家国背景下巩固其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财税文化中第一位的问题，当然是财政收支制度参与主体权利与

义务的对等性，即国家征税的依据从何而来，或者说政府收支安排的

权威性根据何在？在 “君权天授”的文化理念下，中国传统税法的本

源，来自承膺天命和至高无上的君权。既然君主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

人间事务、统治四方人民的天之骄子，“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

名号之大义也”。君主集权力的拥有者与行使者于一身，以道义的化身

自居，代天行治，理所当然的是统治一切的至尊，便对天下的一切拥

有无可争议的裁决权、所有权。如，在人的关系方面，所谓 “天子者，

天下之父母也”，“臣之于君也……若子之视父”，“视天下人民为……

囊中之私物”；在物的关系方面， “天下之财归之陛下”， “夫以土地，

王者之所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在皇帝

看来，他对天下的一切拥有所有权，可以以专断的权力来支配他人的

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一认识通过儒家经典在法理性方面得以传承，

并在广大臣民的思想观念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君者，民之原也……道

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

民也”；“天育蒸民，无主则乱”等等，便是广大臣民对这一认同心理

的直接表述。

这种普遍的思想观念经过历代御用文人的极力维护和反复宣扬，

以及历代王朝对这些理论的不断贯彻实践，直到君主专制最后发展阶

段的清代，“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之类的专权原则，仍

然是作为大一统国家政治的第一要义而被反复强调。在 １９０８年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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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行宪政而颁布的 《钦定宪法大纲》中，还明确规定了 “君上神圣

尊严不可侵犯”的原则，一切 “用人之权”、 “国交之事”、 “一切军

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

召集及解散议会等，主权在民的思想在这里并没有任何体现。可见，

君主专制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君主专制、集权的思想体现在法律文化上，则是 “人治”，即君主

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对中国统一皇权制度的建立具有深刻影响的

法家在阐述皇权与法律的关系时指出，法可分成 “生法，守法，法于

法”三个层序，三者的界限泾渭分明且不可逾越，“夫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韩非认为 “法”与 “势”（君主的

威势）和 “术”（君主的统治手段）三者，“皆为帝王之具也”。至封

建社会中后期，法律文化的这一特点则更加突出，“夫法者，天子之法

也”！梁启超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的特点时作了精辟分析：“国家为君

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

由于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可以任意支配国家资财，使

财政决策具有天然的禁忌性，这就决定了制定包括税法在内的法律，

不过是具有无限权威的君权创立世界秩序的相应步骤，国家财政收支

的决定无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审批。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体系的建

立和运行，只能由神圣的帝王以及他所授命的各级官吏所掌握，正所

谓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

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

上，则诛”！于是，无数子民则只有恭顺地仰承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

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否则就要受到最严酷的惩罚。《商君

书》也强调，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文本的人，要一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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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赦。可见，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作为王权财政的重要范畴，表现出专

制、人治的特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财政收支的决策

“皆为帝王之具”，构成了中国财税文化的第一要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下封建社会的财政制度特征

（一）财政制度的不规范性、随意性

在 “君权至上”的文化观念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 “家国一体”

或 “家国同构”的建构形式，即国家是按照家庭的模式建构起来的，

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实际上是指皇帝、国家与

政府的三位一体。这种特征集中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受到宗法原则的

有力制约，在此基础上，皇帝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绝对化了，皇帝即

“中华大家庭”的家长、即国家、即政府。黑格尔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是

一种 “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

都是他的奴隶”。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

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

总和，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

“家国一体”或 “家国同构”的传统政治结构，对于君权意志的

贯彻是最为强悍有力的。严复曾指出：在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制度中，

“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在君权统辖下，立法、司

法和行政是高度一体化的，都是由君权驾驭的垄断性的权力，一并成

为君权统治管束万民的工具，这对财政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制税、

征收到安排支出等财政决策都是直接在皇帝个人的强权控制下作出的

安排，整个过程完全无视纳税人权利，毫无民主精神。关于这一点，

早在西汉时晁错就曾有洞察： “急政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概括了中国皇权专制之下赋税制度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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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由于君王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早期中国的财税制度法定

性明显不足，有关赋役的法律规定是一回事，皇帝诏令下政府的征调

则是另外一回事，统治者偶然的念头经常会冲破脆弱的制度约束。特

别是一些皇帝好大喜功，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和对外战争，便肆无忌惮

地践踏法律，不按税法规定而大规模地征发赋役，使税法缺乏应有的

权威和尊严，即常说的皇帝之 “敕”高于国家之 “律”，没有将法律

置于权力之上，甚至给王权和整个官僚系统以超越法律的地位，权大

于法的后果是权必乱法。

“权乃移于法”这一特征，在各个朝代的征税方式上都比较明显，

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何时征税以及怎样征税等问题，完

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所拥有的征税权是无限的，不受任何有效

制约，尤其是在明代发展到极端。再加上不同地区的 “礼治”存在区

别，导致各地方在同一件事的处理方式习惯上存在差异，所以制度的

统一协调性也不足，使得财税行为主体都有冲破制度约束的冲动，这

种危害又由于君权与官僚之间的委托—代理风险而被放大。在这样的

制度下，地方官员打着 “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

税，依靠从上至下施加压力，“完成政治任务”式地征收，征收多少、

按什么标准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从而使苛捐杂税负担大于正税成为

经常性的历史现象，全然不顾纳税人的承受能力和税负的公平，对纳

税人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作为纳税人主体的农民阶级

也从来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义务，他们直接面对的是打着皇帝的旗号、

代表专制皇权的各级官吏，完全处于被动和绝对劣势的地位，没有任

何发言权，只能 “听天由命”。不规范的财政收入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

益，此时如果制度越规范，对行为人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因此，历史

上百姓对君主个人道德品质的期待与依赖，对明君贤臣、清官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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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恰恰是这一制度的产物，但这些人的出现充满了历史偶然性，他

们不能成为制度保持长久规范性的依托。

（二）财政公共性职能的缺失

财政支出结构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财政职能的性质和财政目标的

变化。秦至清代，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则 “家”与 “国”不分，

“朕即国家”。虽然自战国时期起，国家财政同王室财政逐渐分离，由

不同的机构分别进行管理，但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有很大的随意性，国

家财政管理部门的兴衰沉浮和职权范围，总因皇帝个人的好恶、意志

而发生改变，在很多时候王室财政凌驾于国家财政之上，使国家财政

应履行的公共职能缺失。据记载，西汉国家财政收入每年 ４０万万钱，

而专供皇室供养的王室收入为 ８３万万钱，王室财政远大于国家财政。

东汉至魏晋时期，皇帝直接把财权集中到宫廷近侍机构尚书台手中来，

通过尚书使皇室财政囊括了国家财政。唐、宋时期，由皇帝直接掌握

的内藏库所储钱物，已超出历代皇室私藏的范围和规模，“三司财帛耗

竭，而内藏积而不发”。明代的内库更是一个以宦官为管理核心、以皇

帝命令唯命是从、缺乏有效监督的财政机构，国家财富几乎全部被内

库囊括刮取。当整个财政承担公共财政的职能逐渐削弱，而其作为皇

室私藏的性质日益突出时，其就会渐渐游离于国家公共财政体系之外，

演变为皇帝私人内库。皇室私用的频繁需索，导致收入多为宫中耗尽，

使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受到极大束缚，严重影响国家正常职能的发挥，

直至最终彻底崩溃。

从思想根源上讲，封建国家财政功能的定位首先是将有限的财富

保证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各种需要，总体是面向统治集团的少数

人服务的，并不具有必然的公共性。为了维持统治，虽也有交通、水

利灌溉、防洪抗旱、文化教育、赈济赈恤等公共服务、民生事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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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出，对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一般在财

政支出中维持在最低限水平，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统治阶级的消费性

支出，用于必要的公共需要、公共生产性支出所占比重有限。以清政

府１７６６年 （乾隆三十一年）财政支出结构为例 （见表１）：

表 １ 清政府乾隆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年）财政支出表

项目序号 支出 支出数量 （两） 所占比重 （％） 所占等次

１ 额兵饷米草豆 １７０３７１００ ５５４０ １

２ 河工岁修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６ ２

３ 文职养廉 ３４７３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３

４ 驿站钱粮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 ４

５ 王公百官俸饷 ９３８７００ ３０４ ５

６ 武职养廉 ８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６

７ 祭祀 ５６００００ １８２ ７

８ 八旗添设养兵费 ４２２０００ １３４ ８

９ 恩赏旗兵钱粮 ３８００００ １２４ ９

１０ 满汉兵赏恤费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１０

１１ 京师各衙门饭食费 １４３０００ ０４６ １１

１２ 织造 １４０１００ ０４５ １２

１３ 各省学校钱粮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２

１４ 外藩王公俸银 １２８０００ ０４１ １４

１５ 采办物料 １２１０００ ０３９ １５

１６ 漕船料银 １２０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６

１７ 铸钱粮银 １０７７００ ０３４ １７

１８ 京师牧马牛草料 ８３６００ ０２８ １８

１９ 京师衙门胥吏工食 ８３３００ ０２７ １９

共计 ３０７７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清史稿》，卷１２５，《食货·会计》，第３７０３页。

如表１所示，在清政府１７６６年的经常性支出中，军事支出成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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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戏，第１、８、９、１０项合计占财政支出的 ５８９６％，兵饷所占比重最

大。王公、百官的俸禄占第二位，第 ３、５、６、１４项合计占财政支出

的１７３５％。财政支出中占第三位的是河工岁修，占 １２３６％。由于对

农业的重视，江河修治、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可能是当时统治者最愿

意投入的领域，这不仅关系到水利交通和农业生产，进而影响田赋收

入，而且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故清政府每年不得不

拨出一定专款，用于江河治理。至于工商业经济发展方面所需要的基

础设施一般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而文化教育方面，则主要是在科举

考试和官设学堂等少数领域。

表１反映的仅是由户部统一核销的中央各部经常性开支项目，分

别由户部按定额落实到各省州县。而对于皇室经费开支，原则上不由

户部负责提供，而由专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承办。鸦片战争以前，估

计内务府的常年收入约在 １１０万两以上。户部安排的支出中，有几项

也属于皇室的支出，如第７项祭祀、第 １２项织造、第 １５项采办物料。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

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这反映了在公私财政不分

的情况下，皇室经费开支确实无法计量。

中国封建社会 “皇权至上”决定了 “家计财政”的总体面貌，普

通个体成员的权利和福利是没有资格在这当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即使

在１９０８年的 《钦定宪法大纲》里，仍规定 “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

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代行议会职能的资政院实质上只

是议事机构，无任何的决断权，国家的大政方针则完全由最高统治者

和他所控制的内阁来决断。这样，资政院所拥有的国家岁入、岁出的

预决算权力自然就无法落到实处。可见，在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

上”的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帝在财政收支决策方面的专制权力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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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置疑和约束的，清末宪政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皇帝的绝对统治权，

反而充分体现了 “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

非常有限，这与西方为了保障民权、限制国王征税权而推行的宪政有

着本质区别。因此，封建国家财政的公共性是极其微弱的，财税制度

的职能比较单一。

（三）财政制度的公平性差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权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决定了社

会成员身份的不平等，特权阶层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多个环节

中都享有优厚待遇。特权阶层势力的膨胀始于东汉时期，由于地主田

庄的崛起，便形成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和政治上

有很大影响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殊阶层———世家大族。世族在经济上拥

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在政治上通过 “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以

宗族、血缘、姻亲、师生等关系为纽带，控制选官途径，形成累世经

学、累世公卿的局面，甚至出现四世三公的显赫家族。它的出现，是

东汉以来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依附关系逐步发展的结果。魏、蜀、吴

政权都是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建立起来的，西晋初年 “贾裴王，乱纪

纲；裴王贾，济天下”的民谚，反映的就是贾充、裴秀、王沈等世家

大族乱曹魏纪纲，在司马氏建西晋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胜国

之臣即为新朝佐命”，世家大族已经能够左右封建王朝的兴废。

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为拉拢他们的支持，封建政权对他们

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不得不由习惯上的传承而变为法律上的规定。于

是，魏晋之际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封建立法，诸如曹魏的租牛客

户制和孙吴的世袭领兵制、复客制，特别是西晋的占田荫客制，使豪

强地主兼并土地、免除家族子孙和佃客赋役的特权终于以法律形式被

肯定，使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封建立法而完成了制度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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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恶例一开，隋、唐、宋等后继朝代纷纷效尤，如北宋的

“官户法”，作为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官户除了从国家领取优厚的

俸禄外，还可以通过恩荫制度为自己的亲属、子孙谋取免除赋役的特

权。这是世家大族在封建政权确立过程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成果，而作

为收入最低、毫无话语权的农民阶级，却只能沦为各种苛捐杂税的最

终归宿。

唐朝中期的 “两税法”改革，曾试图对东汉以来官僚地主蠲免赋

役的特权进行否定，规定一律按户等高低和土地多少缴纳户税和地税。

但官僚豪绅在地方拥有很大的势力，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豪民侵噬产

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贫下，至于依富为奴客，役

罚峻于州县”，或十分田产只纳二三分税，或全免科差，有产无税，

“产去税存”的现象非常普遍，赋役负担大部分转嫁到农民和佃户身

上，依附于豪强大户的客户负担远重于州县按税法规定的平均税负。

因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税负不公平，会使纳税人想方设法逃避税负。

以北宋为例，由于官户、形势户、寺观户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便出

现 “诡名寄产”和 “诡名挟佃”，即把土地假称献纳于寺观，或者

“伪为售田于形势之家 （即形势户或官户），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

隐田、隐丁、隐户等方式致使政府控制的税源急剧流失。到英宗

（１０６４～１０６７年）以后，全国垦田 “赋租不及者，十居其七”，即 ７０％

的耕地都被官僚、豪绅、胥吏、寺观地主所占有，或者以其他名义逃

避税负，全部赋税负担都着落于 ３０％左右的土地上，由占有少量土地

的中小地主和一般的平户、民户承担，赋役负担十分苛重，土地兼并、

贫富分化的问题日趋尖锐，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

矛盾激化。农民不堪重负，被迫揭竿而起，北宋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

伏，从未间断，其根本原因就是纳税面窄，税负畸重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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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实行的 “摊丁入地”改革，规定各地丁税均派入各地地粮之

内，按土地多少交税，不论富绅势家还是贫室细民，都必须依制输纳；

官绅纳粮，一体当差，才在制度上结束了官僚豪绅免税免役的特权，

使税负与负担能力挂钩。

特权阶层的存在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更加刺激了普通家庭

挤入官僚阶层的渴望，人们通过科举、捐纳 （政府卖官鬻爵）等途径

加入到行政队伍中，在使国家税源不断减少的同时，行政机构和队伍

极易有扩张的冲动，行政经费总是居高不下。

（四）财政制度内容中私人产权的相对缺失

财政是凭借政治权力先集中社会资源，然后将之进行再分配的过

程，也是国家将资源从私人手中转化为公共产权的一个过程。春秋战

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各诸侯国相继进行承认土地私有制的赋

税制度改革。秦至清代，历代王朝也都承认地主、有田农民所拥有的

土地所有权，他们须向国家如实陈报土地，“令黔首自实田”，成为国

家的编户齐民。以此为交换，土地所有者负有按土地多少或产量多少

缴纳农业税和按人口多少或财产多少缴纳人头税、财产税及服徭役的

义务，各朝代都有对土地和人口进行严格控制的地籍、户籍制度，以

此作为政府征调赋役的依据。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对土地等

私人财产拥有的所有权只是相对的，因为君主专制下，对皇帝来说，

既然广大臣民都是他的子女，为子女者所拥有的财产也就应归君父支

配，所谓人的独立和财富的私有，都只能是在他的最高统属权和最高

所有权之下的独立和私有。皇帝认为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是皇帝的，“人

君以四海为家，固天下之财为天下之用，何以公私之别”？君主在实际

上对天下一切拥有最后的、最高的所有权，便对税款实施 “强权征

收”，并不征求纳税人的意见，当然更谈不上征得纳税人的同意；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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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

财政支出的分配上也是随心所欲，即 “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

自为之”。税收及苛捐杂税成为侵犯民众私有财产的罪魁祸首，这实质

上是政府凭借权力将私人产权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赋税 （国

家公共产权）。封建国家的无限税权，是对社会私有经济的严酷桎梏。

特权社会下，除了皇帝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任意侵占民田，形成

大规模的皇产、皇庄外，官僚、贵族、僧侣道士等特权阶层，在荫庇

亲属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巨大利益驱使下，依靠权势非法聚敛土地。

另外，凭借国家权力通过盐、铁、茶等生活必需品专卖获取的过多的

超额政治利润，也是公权对私人产权否定的结果。特权的存在使权力

无法法律化，君主专制体制使司法不能独立于行政，君主集行政权、

立法权、监督权于一身，没有制度进行规范和制约的权力，为皇帝、

官僚任意干涉和侵犯民众的财产权和行动自由权创造了条件。

（五）制度变革中的渐进性、反弹性倾向和自上而下的方式

个体权利在传统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缺位，再加上中国人内向、保

守的民族性格以及中庸求和的思想，在大一统的君主集权体制下，决

定了封建社会时期的财税制度变革都是由统治者或者少数依附于其的

精英们自上而下推行的。一般是原有租税制度弊端丛生，赋役负担畸

重畸轻，导致许多租税收入流失，赋役征课困难，国家财政难以为继，

不能满足财政的需要。再者是财税制度的不规范，使费大于税、费重

于税，贪官污吏趁机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农民负担过重，民怨沸腾。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缓和阶级矛盾，变革者们就企图通过变法将财税

实践行为重新纳入到国家控制的轨道上来，才不得不采取新的课征

形式。

封建社会时期每次改革的设计和制度安排无不包括取消苛捐杂税、

归并税费、统一税制、简化税费征收手续等内容，在新制度实施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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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统治者支持的态度和变革者的决心，给其注入了强大的约束力保

障，改革效果显著，农民负担都有所下降。如唐朝中期的 “两税法”

规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征

收和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人治”和 “人情”

社会中固有的非规范行为冲动由于继任者的懈怠和封建政体固有的制

度缺陷再次占据上风，总体的财税制度面貌又开始呈现强烈的非规范

性，于正税之外出现新的附加税费，每搞一次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

杂派高潮，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累积莫

返之害”。杂派的出现与否与并税改制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与财政收支

状况有关，即税制混乱的根本动因是冗员冗费泛滥和统治者的骄奢淫

逸造成财政拮据。要消除这一根本性 “病灶”，首先是从机制上消除产

生这一问题的内在原因，即要 “节流”。只有机构精简、吏治清明，否

则一旦 “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税制混乱、纳税人负担就有反

弹的可能，从而导致中长期效果与改革初衷相反。其次，应加强法制

建设。在征税权力缺乏监督、制衡的社会里，并税除费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还会发生因地、因事、因人而 “巧立名目”增加税费的现象。

总之，在 “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

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观念，百姓纳税是无代价的、单方付出的

当然义务，根本没有向政府质疑税权合法性的权利意识，政府更没有

向人民说明税收缘由与税款使用的义务。随着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

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步入一个怪圈：沉重的赋税负担和税负的

不公平激起人民的拼死反抗，迫使政府对税制进行一定的变革，但不

久后税负反弹，甚至会涨到比改革以前更高的水平，以至走向改革预

期的反面，于是旧政权被推翻，新政权实施减轻赋役、促进经济恢复

发展的 “休养生息”政策，但不断膨胀、腐败的贵族官僚队伍使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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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

又不断加重，阶级矛盾激化，又开始了新一个轮回。中国封建社会末

期没能像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那样出现与政府争夺税权、限制政

府权力的议会制度，或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无法自发走向近代的重要

文化背景，缺乏各种文化基因和相关条件。

周春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 副教授

刘学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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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赋税文化中的 “聚敛之臣”

曹钦白

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笔者

认为，就税制而言，夏代已初具雏形，如孟子所说 “夏后氏五十而

贡……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但就赋税文化而论，夏

代还没有形成，至少，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范围内，还不能断

定其已形成。因为赋税文化不仅包括税制，还包括赋税思想等，也就

是与硬件相配套、相适应、相制衡的 “软件”。要论原因其实也很简

单，作为一个刚刚从部落社会联盟升级到国家的组织，要其一切如现

代理论所构建的要素那样齐全，未免苛求了。

但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由夏至周，特别是到了 “礼崩乐坏”

的春秋以后，可以说中国早期的赋税文化已经 “备矣”。也就是说，在

财税、征收管理制度以外，由此衍生的赋税理论、思想等也已形成，

并由此构成了一个赋税文化的体系。儒家经典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

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其中有非常多的财

税乃至会计制度的记载。《周礼》的出现，为我们断定赋税文化在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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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赋税文化中的 “聚敛之臣”

形成提供了最为厚实的证据。王安石对其十分推崇，说：“理财乃所谓

义也，一部 《周礼》，理财居其半。”他自称其 “变法”依据的是 “一

部 《周礼》中的半部”。尽管对 《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研究者

意见不一，但基本不出作者是儒家学者，成书于西汉之前，内容是春

秋战国之际治国文献的范围。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

活跃的 “百家争鸣”时期，各个思想流派都对赋税文化有所贡献。本

文要论述的主题 “聚敛之臣”，就出现在这一个时期。

一、“聚敛之臣”及其相关概念

“聚敛之臣”最早见诸文献，出自 《大学》。《大学》与 《中庸》、

《论语》、《孟子》并称 “四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北宋程颢、程颐兄

弟认为 《大学》是 “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一般解经者多强调 《大学》开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

修养一面，而忽视了其后治国理财的一面。其实，“修身齐家”只是手

段，“治国平天下”才是目的，所以 《大学》中含有许多治国理财的

内容也就毫不奇怪。

《大学》引孟献子语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接着

阐述道：“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务财用者，必自小

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
"

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

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译文：孟献子说：“养了

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

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

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

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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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

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

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无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

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基础。”）

无独有偶，《管子·七臣七主》也出现了对与 “聚敛之臣”同一

性质的 “愚臣”的批判：“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计，重赋税、多兑道以

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谤。 《故记》称之曰： ‘愚忠谗贼’，此之谓

也。”（译文：管子说：“所谓愚臣者，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

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

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上说：“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就是这个

意思。）

越２００年，孟子行世，他对 “聚敛之臣”又作了新的阐述，撇开

对其实质的定性，抓住其在君主心目中的印象，先以 “良臣”称呼，

接着将其与 “民贼”放在一起辨析，并提出了很重要的衡量 “良莠”

的标准，曰：道。他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

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官员为国君服务，必须把握一个

前提，即国君是否行仁政，也就是以民为本，如果不是，那么就是助

纣为虐。而国君心目中的良臣，在百姓和公义面前，就是媚上欺下的

“聚敛之臣”。

“聚敛之臣”、“愚臣”、“良臣”，就其职务而言，一般指负责财政

收入的官员，也包括地方官员，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帮助国君搜刮民

财的帮凶——— “小人”、“谗贼”、“民贼”，但这只是百姓和独立知识

分子 “士”的看法；在国君眼里，他们却是 “能臣”、 “良臣”、 “忠

臣”。为此，这些以儒家为代表的 “士”们，不约而同接力般向国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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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赋税文化中的 “聚敛之臣”

言或发表看法，指出 “聚敛之臣”虽然表面上对国君忠心耿耿，也未

必将财物装入私囊，为国君聚财不遗余力，但却因为违背了道，与民

争利，造成财富分配的不公，使君主被百姓怨恨，失去民心，从长远

看，这必然会导致政权的不稳。与盗贼相比，他们具有 “合法性”，危

害更大。“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

而天下不胜其弊矣。”（《新唐书·食货志一》）国君一定要清楚自己的

作用和使命，把创造公平和仁义的环境放在首位，实行仁政，决不能

像小人那样汲汲于利益，更要认清那些 “聚敛之臣”媚上欺下的本质。

二、“聚敛之臣”成为恶谥，对无视民瘼的官员形成道德制衡

春秋时期在野的 “士”，对 “聚敛之臣”的抨击和揭露，不仅停

留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为上。《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氏欲以

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

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出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

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

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孔子言之谆谆，冉有听之

藐藐，第二年还是帮助季氏增加赋税，孔子得知后非常生气。“季氏富

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

之可也！’”（《论语·季氏》）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将孔子和儒家的仁之理想，发展成为囊括政

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施政纲领———仁政。在政治上主张 “以民为

本”。国君有过错，臣民应该规劝，规劝不听，就可以推翻他： “贼仁

者，谓之 ‘贼’，贼义者，谓之 ‘残’，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

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经济上，主张实

行井田，使百姓有土地和资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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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

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滕文公上》）。据此要求君主 “易 （治）其

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的话影响很大，后世儒家对官员和理财之臣的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看他们的理财措施是有利于谁，如是仅仅为君主 （国家）求财、

敛财，那么一定会被指责为 “聚敛之臣”。类似的 “聚敛之臣”的评

论和訾骂历朝历代都有，对官员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和道德压力，使他

们不得不考虑眼前和长远、生前和身后的令名，作为时有所瞻前顾后。

这方面有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西汉时期汉武帝任用 “东郭咸阳、

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

盐；孔仅，南阳大治，皆致生累千金”（《史记·平准书第八》）。三人

主张盐铁国家专营，剥夺了民间经营工商业致富的权利，在处理国富

与民富的关系上显然失衡，所以当时就遭到了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

儒生的群起攻击。

另一个是北宋时期，王安石向神宗献策，通过变法来达到 “不加

赋而国用足”的目的，他的变法虽然用意良好，但过于超前，也由于

执行中走样，仍然给百姓带来了很大困扰。因此，关于变法得失的争

论就从当时一直延续到了后世。以至对孟子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

君也”的话非常反感，下令将其像从配享的孔庙中逐出的明太祖朱元

璋，也不顾对 “聚敛之臣”定性的话源自孟子，对聚敛之臣大加挞伐：

“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

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进竟，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太祖实

录》）

朱元璋是出身贫民的开国皇帝，他知道 “聚敛之臣”对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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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国祚的危害，所以他能对属臣中那些裹着糖衣的 “辟土地，充

府库”的行为有所警惕；但他的子孙们就难得清醒了，所以，最终崇

祯帝在 “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农民大起义中命绝景

山。其实，这也是所有专制政权的宿命。

三、“聚敛之臣”的渊源及意义

“聚敛之臣”概念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它是儒家民本思想的产

物。“以人为本”最早是管子提出的，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

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它是对殷商时代

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哲学的一种反动。

到了孔子，则将其以仁为中心的思想归纳为 “仁者人也”。因为

“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民

是天地之间 “天”和 “君”的基础和根本， “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

也”（《荀子·大略》）。由此逻辑进一步推出了孟子那句让儒家思想闪

烁千古光华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

既然君主是为民服务的，那么国家在财富的分配上，就要轻徭薄

赋。荀子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

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荀子·富国篇》）以使百姓 “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

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有此理念，儒者对那些不顾百姓死活的理财之臣的揭露和抨击就

不难理解了。

其次，它还是儒家 “义利观”的产物。“义”，是中国传统价值范

畴之一，《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意为 “适宜”。在先秦儒

家思想中，义和仁、礼、智、信等被看作君子对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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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利”是作为与 “义”相对应的价值范畴出现的。利者，“人之

用曰利”，多指物质利益。“义利之辨”被朱熹称为 “儒者第一义”。

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肯定利的合法性，如孔子说：“富与贵，是

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但在

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时，儒家的态度则是鲜明的：重义轻利。即将义放

在利前，主张个人追求物质利益时，不能违背义，要受义的制约。无

论是孔子的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还是孟

子的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

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之诸人”（《孟

子·万章上》），价值观都一以贯之。沿此逻辑，就是国家和官员不能

与民争利。《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云：“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

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

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他还举了公仪休

的例子：“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

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本文第一部

分所引 《大学》的一段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正是

儒家 “义利观”的基本表述。

秉此义利观，检视那些 “聚敛之臣”、“愚臣”、“良臣”的行为，

虽然打着为国聚财的名义，但此 “国”，并不代表国民的利益，而是以

僭主为首的统治者欺骗百姓的掩饰，他们不顾百姓生死、生存的重税

豪夺，是只为满足国君、诸侯个体利益的无道行为，所以儒家才将他

们看作比 “盗臣”危害还大的 “小人”、“谗贼”、“民贼”，并要求追

随者们鸣鼓而攻之。由此可见，儒家发现在代表百姓利益的 “国”与

只代表个体家族利益的统治阶级之间存在模糊之处，并力图将两者的

分野予以区分。其展现的凛然正气，为民族、为国家，也为传统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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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赋税文化中的 “聚敛之臣”

文化树立了价值、道德、大义的标杆，防止了类似罗马帝国后期文化

的败坏和民族的沉沦。

最后，它从反方为传统赋税文化树立了批判的对象，为赋税文化

增添了新的内容。先秦之时，儒家还处于在野的位置，它有意无意间

扮演了对执政者的监督和建设性反对党的角色。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

纲领和以 “聚敛之臣”为批判监督对象的道德体系，对不断向集权方

向转化的国君形成了另一种选择和制衡体系。

西汉以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它更堂而皇之地对执政构成

影响。虽然历代王朝无不是 “外圣内王”，但其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敬

畏，亦成为臣子劝诫皇帝轻徭薄赋和抨击 “聚敛之臣”的武器。事实

上，在整个封建专制时代，国家所能提供的民生产品和服务极少，如

顾炎武在 《宗祠记》中说：“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

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听民之所自为。”所以，任

何重税必然造成对百姓的剥夺，并可能导致反抗。正是在此意义上，

揭露抨击 “聚敛之臣”，其实是为了王朝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开明的皇

帝应该是心知肚明的。然而，德治的效果毕竟有限，治本之道只能是

法治，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聚敛之臣”特别是儒家的义利观强调过度，也会出现异

化，历史上一些理财名臣，几乎都被扣上过 “聚敛之臣”的帽子，以

致王安石变法时不得不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历朝历代的 “重农轻商”政策及其后果，也与儒家的义利观不无关系。

“聚敛之臣”在当代仍有其现实意义。它为官员个人修为提供了历

史的、道德的鉴戒，更为官员如何处理个人根本利益留下了长考的空

间。官员在谋求政绩时，一定要把握平衡，既要注重理财之术，更要

注重理财之道———民主程序和法律，也就是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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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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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国家治理思想对现代
财政制度的启示

袁　泉

老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唯一流芳万代的著作

《老子》（又名 《道德经》）是中国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虽然只有 ８１

章，五千余字，但是思想内容微言大义，一语万端。老子的思想文化

在哲学、社会、经济、治国等领域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特别是治

国思想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 《决

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 “国家治

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通过提出完善立法、明确事权、

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和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

标。老子的治国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对新时期我国建立现

代财政制度也不无启示，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治国经典哲学中吸取现

代国家财政治理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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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立法、依法理财以遵循经济运行之 “道”

“道法自然”（第２５章）。老子号召人们遵守自然、社会变化发展

的自然法则，并说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第 ３７章）。显然，

老子的 “守道”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治理尊重经济客观规律精神是

一脉相承的，提示我们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又要遵循经

济发展的规律性。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

口爽。”（第１２章）这是说，无论 “色”、“音”还是 “味”，在现实世

界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人们不能无视它，而只能 “唯道是从”

（第２１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 １４章）依 “道”而行，“道

冲，而用之或不盈” （第 ４章）；违 “道”，则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

狗”（第５章）。“道”就是规律，就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则和体

制。中央和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中长期宏观经济

发展的目标，构建现代财政发展的规划框架，探索财政发展的长效机

制，树立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与高度集权制度相适应，国家财政制度主张政

府在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分配方面具有绝对权力，突出了政府在分配

关系中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

中央对地方政府放权和让利，政府系统对企业放权和让利，开始承认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以市场化导向为

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保障市

场主体的相应权利。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正确处理政府间的财

政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要求财政制度必须有相应的改革，

以逐渐改变政府在分配关系中绝对的主导地位。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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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国家治理思想对现代财政制度的启示

提高 “两个比重”为基础调整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强调发

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高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 “财政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

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求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开辟了我国财政制度建设的新纪元。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根本前

提是实现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是尊重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存

在的客观性之 “道”。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其核心目标是为建构政府、

社会、市场的新型组合关系奠定制度基础和财力保障。也就是说要遵

循财政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之 “道”。现代财政制度不仅要

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还要强调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

会的关系，即实现多元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共享与繁荣，进

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

二、改革预算、稳定税负以遵循财税政策之 “稳”

“治大国若烹小鲜”———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美国前总统里根在

１９８７年的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于是

八家出版社竞相出版 《老子》，其版权价值 １３万美元，可谓一字千金

了。其原文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往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

交归焉。”（第 ６０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哲理启示我们：“事大众

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

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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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因是 “烹小鲜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碎，洽大国者为无为，为

之则伤民”。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通过改革使预算管理体制更加

科学、有效，税制更加公平、规范。现代预算管理改革明确指出要实

行跨年度滚动预算，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统筹协调，以科学的编制

模式建立完善的预算平衡机制。调整预算审核重点，实施中长期财政

规划，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从传统的年度平衡走向跨年度的中期预

算平衡，是未来中国预算治理结构的重要变化之一。长期以来的预算

决策过程往往局限于年度预算平衡结果与赤字规模，“年年预算、预算

一年”，预算决策所覆盖的时间维度过短，也导致了预算调整过于频繁

的现象，忽视了财政预算安排在中长期的可持续性。各级一般公共预

算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作为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调节年度资金丰歉的重要工具，解决年终

突击花钱、预算追加、政府债务预算等问题。通过引入跨年度预算平

衡机制，在中长期时间尺度上，实现预算周期性平衡，将预算审核的

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引入中期财政规

划 （如３～５年的中期预算框架），一方面是建立跨年度弥补超预算赤

字的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的机制。通过实

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

前瞻性和财政可持续性。

现代财政制度另一个亮点是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

度。把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这实质上也是遵循财税政策之 “稳”的精

髓之一。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在政府会计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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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国家治理思想对现代财政制度的启示

府财务报告体系中有效实现政府性债务的风险预警与防范，注重政府

资产与负债的存量配比，政府性资产 （尤其是净资产）的规模，对于

债务风险的监测与预警，更具应用价值和预警效果。现代财政制度的

改革蓝图中明确权责发生制的政府资产、负债计量原则是突破性的重

要举措。这种突破实际上是财政制度创立和融入现代国家治理一系列

新理念、新方法的突破，包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领域及界限、政府承

诺和履行责任结果的科学核算及公开披露、代际公平、政府自身可持

续性分析等。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第 ７５章），老子提出了鲜

明的赋税观，造成人民 “是以饥”的原因是 “食税之多”，就是沉重

的赋税。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诸侯国连年战争，统治者为了满足

自己奢靡的生活和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庞大的财政支出，从而残酷地

搜刮民脂民膏，使人民挣扎于水火之中。老子很早就认识到 “法令滋

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

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５７章）。在推行财政体制改革

实践中，客观上要求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烫平经济的周期波动，保持

财政政策自身的稳定性。在经济处于非常状态下，采取反常态的政策

操作是必要的，但是决非长久之计。从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在实施

方向、实施力度和实施手段组合上，必须保持中长期财政政策规划的

权威性，注重财政政策的稳定和平衡。在推行新的财政管理政策时，

特别是在实施重大财政、金融、货币等政策调整前，应充分考虑社会

承受能力，防止财政政策的过冷或者过热，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

在综合平衡中推进各项财政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

政府在经济调整上要 “保持定力，同时，坚持定向、调控区间调控”。

现代财政制度要以人为本，循序渐进，才能达到 “夫两不相伤，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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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归焉”（第６０章）的效果。

三、明确事权、透明预算以达到现代国家治理的 “为与不为”

财政乃庶政之母。财税体制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

度性和保障性作用。以政控财、以财行政，以 “有所为，有所不为”

实现公共财政的政策目标 “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治国方略是 “为无

为，则无不治” （第 ３章），主张 “无为而无不为”。现代财政制度要

适度而为，既要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建设，又要以市场为基础，

不违背市场规律，既要把握 “为”的度，又要把握 “无为”的度，甚

至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对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 “越位”投入，

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财政缺位或不到位

的社会保障、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构建全面协调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

的 《决定》要求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

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

之外领域”。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改进预算管理

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

适应的制度，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

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贯穿和体现 “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老子认为 “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第 ３章）。就

是让老百姓知道国家政策的透明性，哪些可以 “为”，哪些 “不可以

为”。现代财政制度明确事权是前提，明确事权后更重要的工作是财政

透明，使得政府 “权力清单”、 “负面清单”让老百姓查得到、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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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分得清。现代财政制度必定是法治化的财政，其价值不仅仅在于

其是政府理财之法，更多地在于规定和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法，

是治国理政之法。实现了财政的法治化，可以将各类财政权力关入制

度的 “笼子”里。老子认为 “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第 ２

章）”，在 “处无为之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 “行不言之教”，即要

采取相应的政策来保证 “教”的实施。老子还在第 ２８章说道：“知其

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就是要知雄守

雌，知白守黑，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 “天下式”。构建我国公共财

政的宏观目标要求财政职能要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活动范围

和方向，财政性资金要逐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和可以利用社会资

金发展的事业中退出，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来，逐步提高财政

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保障能

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改革，为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

央与地方等一系列重要关系提供基础性制度安排。财政制度应充分保

障政府对人民的财政责任，按人民的意愿使用，并致力于产生人民期

望的结果。确保向公众充分、及时、免费披露易理解的财政信息，除

非法律清晰界定的情形例外。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以法律加以规范，法

律必须清晰并统一实施，避免捉摸不定、混乱、矛盾、冲突的财政规

则、程序和惯例。将财政预算程序塑造为引导公众表达话语、政府适

当回应的平台和机制，在充分尊重公民偏好和权衡成本的基础上，致

力于采用竞争方式分配公共财政资源。政府严格遵循 “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财经道德与伦理规范，以此作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的一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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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论述是财政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或工具，而是塑造现代国家的利器，

有什么样的财政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楼继伟部长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 “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撑”，强调了财政在服务全面深化改革中

的支撑作用。老子的理想社会状态是 “小国寡民”（第８０章）。老子提

出 “无为”思想，并非是 “无所作为”，只是反对强作妄为，胡作非

为，希望统治者顺应民意而为，顺应自然和社会规律而为。只有统治

者的 “无为”，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生产恢复，不断充实国家财政，

中央财力得以加强，国家得到巩固，人民才能有 “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乐其俗”（第６７章）的社会状态。

我们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财政改革的

斗争与合作，民众的生计维艰与激烈抗争，妥协、改良、利益调整，

等等。这些内涵厚重、精彩纷呈的哲学理念给予我们诸多启示，推动

我们走进理性的认识经济社会客观规律。老子博大的哲学文化思想中

可以启示我们认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和政府层级之间

三重关系，各群体成员可以在全社会获得公正、正义的有效保障，各

层级政府实现责权利的科学分配，进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财政制度。

参考文献：

［１］杨志勇：“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原则与主要特征”， 《地方财

政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２］马骁、周克清：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逻辑起点与实现路

径”，《财经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３］石亚军、施正文：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推进现代政府治

理”，《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４］卢洪友：“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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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现代化”，《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５］袁泉： “老子治国思想的启示”， 《中国财政》，２００６年第

１１期。

［６］郭金超、李克强： “保持定力同时坚持定向调控区间调控”，

《中国日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９日。

［７］马洪范：“通往现代财政之路”，《中国财经报》，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５日。

袁　泉：成都市龙泉驿区财政局 副局长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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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

———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

王文素　韦丹丹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

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也对

统治者如何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度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两大主流传统文化

（一）儒家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家文化无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 “礼、义、仁、智、信”，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核

心是 “仁”，“君子”要追求的是义，“小人”才追求利。提出了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为人准则，如果把这一准则运用到统治者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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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

政理念上，就应是 “民所不欲，政勿行之”。他面对民生疾苦，呼唤仁

政，希望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待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

人，使民以时”?。统治者 “敬事而信”，才能够称得上是有 “德”之

君，被万民拥戴； “节用”才能够减少对百姓的征调，达到 “爱人”

的目标；“使民以时”，才能够保证百姓有充足的劳动时间，不耽误农

事，得以获取更多农产品。在阐述统治者和百姓的财政关系时，孔子

指出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当统治者爱

民，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充足的情况下，国家才可能取得更多的财

政收入。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 “仁爱”观，提出了民本思想——— “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按照他的理论，任何一个统治者必须牢

记：之所以某个人成为 “君”，是因为 “社稷”需要君主；而 “社稷”

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 “民”。当诸侯失去民心的时候，天下 “变

置”的是 “诸侯”，而不是 “民”。虽然国君以虔诚的心和丰盛的祭品

祈求天神保佑，但当百姓处于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境况下，诸侯国政

处置不当时，“变置”的是 “社稷” （朝代的更替，如商朝替代夏朝，

周朝替代商朝），而不是 “民”。这就是 “民贵”的关键所在， “是故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他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

人民权利。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如果不顾人

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最终灭亡。孟子也有非常明确的

回答：“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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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可见儒家思想始终强调对百

姓应该实行仁政，君主应该 “爱民”、 “利民”，国家不应该 “与民争

利”，要 “富民”、“足民”，其思想观点引导了中国古代和平时期的财

政政策取向，所以在中国古代也就有了 “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以

利于藏富于民。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君主的财政政策实施具有一

定的导向作用。《大学》中也有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

争民施夺。是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其所赞成的观点是不与

民争夺财富，要 “富民”，藏富于民，如果为了取得财政收入而搜刮百

姓钱财，君主将失去民心，国家最终将走向灭亡。对于聚财这种行为，

《大学》中还指出：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小人矣。”? 孟献子也称：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他们都认为通过聚敛取得财政收入

的行为危害极大，这种聚敛之臣还不如小人、盗臣。总之，国家应该

“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荀子在 《王制》中曾云：“聚敛者，招

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指出了为明君者不

能做聚敛者；他在 《富国》中也指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

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

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余，而上不忧不足。”? 道出了明主应该如何生财。可见儒家学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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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的仁政，要求君主应该不 “与民争利”，君子不能过多地干预市

场，要实行与百姓和谐发展的政策。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管仲，曾经辅佐齐

桓公四十多年，使齐国成为了第一个霸主。他曾说： “国多财则远者

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指

出了财对于国家、个人的重要，他还提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

分之。”? 指出了理财的重要。但管子的理财观却与儒家学派的理财观

大相径庭，他所主张的财政政策也不同于儒家学派所赞成的自由市场

的经济政策，他主张国家对经济应该进行干预，强调不能对百姓进行

“强取”，但可以通过专卖等非税收入取得财政收入。他主张通过专卖

官营取得财政收入，以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管子》一书中曾记载这

样一段对话：桓公问管子曰：“吾欲藉于台榭，何如？”管子对曰：“此

毁成也。”桓公问于管子曰： “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 “此伐生

也。”桓公问于管子曰： “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 “此杀生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人，如何？”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

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 “唯官山海为可耳。”? 可见管

子是专卖制度的极大赞成者。由此管子也提出了正盐策：“十口之家十

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

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 也提出了正铁策：

“一女必有一?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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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连轺襰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

下无有。令?之重加一也，三十?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

五刀一人籍也。耜铁之重加十，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

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同时，管子也提出了矿山官营

和自然资源官营的做法，他强调说：“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

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

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 管子认为：国家既可以实行专卖制度来

筹集财政收入，也可以通过官营等手段调控市场，干预市场经济，引

导经济走向。管子的观点也得到很多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商鞅也说：

“内修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

税，国富民强。”? 强调收山泽之税可以使国富民强，对专卖也是持一

种支持的态度。

总之，在中国基本相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思想的不同传承，形成

了有差异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

管子为首的法家学派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财观，使财政政策的取向在不

同时期交替 （交叉）出现：干预？不干预？干预为主？干预为辅？不

干预？而 “盐铁会议”是这一财政政策取向辩争的集中展现。

二、《盐铁论》背景和作者

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随着

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时期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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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直是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从古至今，不同思想学派的交

锋都不曾中断过，公元前８１年结束的以桑弘羊为首的法家学派和以贤

良文学为首的儒家学派所讨论的 “盐铁会议”就是对政府财政政策取

向的重要争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其争论的议题始终对我

国的财政思想和政府财政制度的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汉武帝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匈奴骚扰边疆，烧杀抢掠，危害百

姓。由于国家初建，国力衰弱，汉朝只能采取和亲、贡献等委曲求全

的政策。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 １４０年 ～公元前 ８８年），虽然凭借文景

帝时期积累的财富，在前期支持了汉朝与匈奴作战的巨大军费开支，

但不久国家就感到财力匮乏，不得不利用专卖、均输、平准等手段措

施干预市场和筹集财政收入。三项政策都是凭借国家强权参与私人市

场经济活动的行为。到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８１年），昭帝下诏将各

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

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 “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

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

均输官。贤良文学的建议遭到了当时官拜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的强烈反

对，因为专卖和 “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是桑弘羊做大司农时，亲自

主持执行的政策，于是双方也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

的 “盐铁之议”。《本义》中对盐铁会议也有详细的记载：“惟始元六

年 （公元前８１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

间所疾苦。”? 在这次会议上，儒家学派思想的信奉者贤良文学人士和

法家思想的推崇者桑弘羊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是一次中国传统

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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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桓宽，字次公，汉宣帝时汝南人，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

任庐江太守丞，其经济思想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他根据 “盐铁会议”

的记录整理编撰了 《盐铁论》，将当时对国家财政政策取向的重要讨论

记载于册。

三、争论的内容和焦点

在汉代为了取得财政收入，国家曾对盐、铁、酒都实行专卖制度；

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物资，设机构官营，即：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

是否应该采取这些财政经济政策？在社会上一直众说纷纭，由此也就

有了盐铁会议的诞生。

盐铁会议对峙的双方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主的当朝知识分子和被称

为贤良文学的清流知识分子。前者主张盐铁官营，政府应该实行相关

的财政政策去干预市场，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市场中去，实

行盐铁的官营，而后者主张市场的自由放任的发展，政府不应该过多

地干预经济，不应该实行盐铁的专卖或者官营，不应该与民争利。在

《盐铁论》中双方的争论达十万言。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有盐铁专卖与

官营的争论、农商何为国家根本的争论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专卖作

为讨论的对象）。

辩论双方对是否应该实行盐铁专卖或官营看法不同。桑弘羊从财

政需求的角度出发，指出盐铁专营、酒榷、均输可以使国家财政宽裕，

国库充实，藉此才可以备边击胡、赈济贫民。———大夫曰：“匈奴背叛

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

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

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

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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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

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而 “贤良文学”的代表则认

为：应当以德怀远人，与匈奴开战只不过是虚耗国库，盐铁专卖变成

权贵之士谋利的工具，与民争利。———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

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

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

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

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

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可见

文学者认为实行专卖是与民争利，而且重商轻农是一种舍本取末的行

为，会使教化不兴；而桑弘羊却认为在国家处于战争不延续期间，专

卖可以筹集到军费等国家急需的开支，不能废除。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

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

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

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

便也。”? 大夫曰： “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

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

‘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

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

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可见文学者认为修文德，实行仁政可以

使百姓前来臣服，实行专卖并不是长久之策；而桑弘羊却提倡重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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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互通有无，实行盐铁专卖、均输，才可以为国家聚集钱财，不能

够废除。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

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

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

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

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

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

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

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
#

，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

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

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

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者则认为经商不是治国的根本，反而会使得百姓背义趋利；而桑

弘羊赞同管子的观点，认为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可以使百姓富裕，这

样才会有百姓来臣服。

在 《力耕》第二中，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

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

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

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騁貂旃，

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

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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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

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

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

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 “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

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

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

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

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

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 “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

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

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

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

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

有也。”? 但大夫认为：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

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

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

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

居，不在力耕也。”? 两派针锋相对，也体现了儒、法两家对商业发展

的态度。

儒家的贤良文学们也抨击了商鞅的 “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

的观点。他们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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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 又说： “建盐、铁策诸利，富

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

僭急之臣进……偷合取容者众。”? 他们认为盐铁之利是有害的，还会

带来奢侈、徇私等不好的风气。而桑弘羊却说：“文帝之时，纵民得铸

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得专西山，山东奸滑咸聚吴

园……吴、邓钱布天下，故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 可

见对同一种现行，双方观点各异，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说的各有道理。

在 《复古》第六中，大夫曰：“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

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

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

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

铁而安民也。”?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

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今公卿辨议，

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指

出兴盐铁可以安民，而文学者则认为兴盐铁不是明君治国之道，这是

一种追求小利的行为。

在 《轻重》篇中，御史进提出： “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

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

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

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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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财政政策取向之辩

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

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贤良文学者回应： “礼义者，国之基

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

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

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

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大

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

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为无间矣。非特管

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

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

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

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

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

贤良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

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

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

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

大夫认为盐铁由官营，百姓可专心务农，不至于有饥寒之苦，贤良指

出盐铁专营造成百姓购买不便，官家所造不合所需，价高，质量差，

但百姓不得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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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 “盐铁会议”中信奉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和信

奉法家思想的当朝知识分子就是否应该实行盐铁专卖、官营以及是否

应该重视商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双方在各自的观点上各执一词，

不肯让步，但不得不说他们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在不同的时期财政政

策应该是有所侧重的，没有一种固定的财政政策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

他们双方只是片面地看重农业和商业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农商之间是

相互支持、相互发展的，国家重农轻商抑或是重商轻农都会对经济造

成不利的影响。信奉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和支持法家思想的以桑弘羊

为首的当朝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财政经济思想都是在他们所受的传统

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由此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不同时期的财

政政策取向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１］《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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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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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大讨论的角度来看待
历史上的盐铁会议

姜　涛

一、概论

我们都知道，西汉王朝成立于楚汉战争之后，当时社会经济遭到

多年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因此西汉在建国初期，采取的

是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大力推行休养生息，从而有了 “文景之治”，

国力得到加强。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的文化取舍走向发生了重大变

化，这就是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仅仅是国家在文化

上的定论，是表面文章，在实际政府管理层面，西汉统治者其实是极

其推崇法家学说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行法无所假贷”。汉武帝

对内实行的多种应急财税政策和对外开疆拓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但是到了汉昭帝时期，由于皇帝年幼，大将

军霍光辅政，政府管理势必在某些方面作出调整，而这其中就包含着

儒家与法家就如何治理国家产生的意见分歧。盐铁会议就是这种分歧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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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儒家与法家两派的经济思想，简而言之就是经济自由主

义与国家干预主义。让我们先对这两大经济思想的历史渊源作一个初

步的了解，从而促进我们对盐铁会议背后的事情看得更清楚。

二、儒家与法家两派的经济思想

（一）儒家与法家两派的经济思想的相同点分析

儒家与法家都认识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认识到了农工

商都是社会分工中不可缺少的部门，并都意识到了商业在社会经济中

的重要性。这种对社会化大生产及商品经济的深刻认识使得两者的经

济思想要远远高于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流派。儒家与法家对社会化

大生产及商品经济的深刻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两派都认识到了生活需要是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类从事经济

活动的目的，因此都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动机。这与当时社会上存

在的传统儒家的 “正其谋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否定人们追

求利益的义利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派都认识到了农、虞、工、商各业是社会化大生产中自然形成

的分工，缺一不可，并无本末之分，不赞同重本抑末的观点。儒家认

为，一个社会，由于各地区自然禀赋不同，会自发形成分工，彼此通

过交换满足需要，增加社会总财富。 “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

盐，江南出楠、姜，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

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不然，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

财匮少。”法家认为，农、工、商、虞并无本末之分，农业不是财富的

唯一来源。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否定了农业是致富唯

一来源的传统观点。法家之所以如此重视商业，是因为认识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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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大讨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盐铁会议

地区出产不同物品，此地之丰饶者，却可能正是它地之短缺。通过商

业活动，才能使 “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否则， “若各居其处，

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儒法双方都认识到了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并强调了

商业致富相对于农工业的优越性。儒家认为 “富无经业”，追求财富没

有恒定的行业，只要能在自己从事的行业中专心劳作，就一定能致富。

其认为，农、牧、渔、冶铁等等都是致富之源。然而儒家认为用贫求

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强调了商业致富的优越性。法家更是声称

“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

在力耕也。”并认为 “商不出则宝货绝，宝货绝则财用匮”。传统重本

抑末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是开本末之途，使农工商各得所欲，尽可

能本末并利。从整体上来说，儒家与法家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商品

流通都是持一致观点的。

（二）儒家与法家两派的经济思想的对立分析

两派经济思想的对立体现在政策主张上，儒家与法家分别主张经

济自由主义与经济干预主义，其本质是富民论与富国论的分歧，根源

在于两派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

儒家与法家的经济思想分歧具体体现在：儒家认为追求财富是人

的本性，人的自利本性会引导国家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国家不应对

经济过多进行干预。儒家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汉初采取放任自流的

无为政策，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至汉武帝时 “当此之时，网疏而

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网疏而民富”

是最能体现儒家观点的了。认为治理国家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明确反对政府与民争利。

法家同样是在坚持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的前提下，认为由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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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愚不齐或勤惰不一，加上国家法规有所缺漏，会造成在经济自由

放任下出现 “贫富不均、兼并横行”的局面。“道悬于天，物布于地，

智者以衍，愚者以困”，而且往往形成 “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的局

面。另一方面，山林川泽本就为国家所有，“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

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因此国家应加以控制，不能任其自由开放。

国家通过 “开园池，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并流有余而

调不足，踞困乏而备水旱”；同时，还 “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

侈、绝并兼之路也”。也就是说通过政府直接管治部分经济资源，增加

国家经济收入，充裕财政，以用于各种必要支出；同时还断绝豪民兼

并之路，维护国家统治。可见，法家在经济政策上所奉行的是类似于

现代经济学上的经济干涉主义思想。

最能体现法家上述思想的，无疑就是桑弘羊极力推崇并实施的盐

铁及酒类专卖，设立平准经济政策，设置盐官，对盐的流通进行垄断；

设置铁官，对铁的生产及流通均进行直接管制。

汉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８１年），西汉朝廷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

盐铁会议。参加会议的 ６０多名贤良、文学，打着 “重农抑商”的旗

帜，高喊着反对与民争利的口号，向桑弘羊发难。桑弘羊则打着 “以

商制商”的旗帜，进行反击。盐铁会议成为汉武帝时期各种经济思想

进行斗争的必然场所。从盐铁会议辩论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桑弘羊

在和贤良、文学辩论，倒不如说是儒家与法家两大学派的辩论。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从富民的目的出

发，来反对盐铁官营，实际结果却是相反。贤良、文学认为，盐铁官

营示民以利，使得 “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为商人牟利创造了条

件，所以，要罢盐铁，归之于民。桑弘羊则坚持法家的学说，从坚持

盐铁官营到加强中央集权，洋洋洒洒谈论一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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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大讨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实际是儒家、法家两大学说经济思想之间的大辩论，在

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武

帝虽然 “罢默百家，独尊儒术”，而实际还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百家

争鸣的遗风尚在，而在经济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的经济思想，

这就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

展推向了一个高峰。

在历史上，儒家强调以民为本，而法家则强调以国为本。儒家学

派是富民论的代表，其反对将财富聚于国家，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

则民聚。孔子认为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将民富置于国富之上。法

家则是富国论的代表，其主张富国贫治，主张在富国与富民间将富国

放在首位。在他们看来，只有人们贫穷，国家的赏赐才能发挥作用，

韩非认为人民富裕反而会造成他们的奢侈与懒惰。而法家也认为 “民

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使也”。既然儒家与法家一

个坚持富民为上，一个坚持富国优先，则他们的政策主张一个为经济

自由主义，强调以民生息，使藏富于民，一个为国家干预主义，强调

抑制豪强兼并，增加国家财赋，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三、暴力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观点

中国历史上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然而只有法家与儒家思想才最大

地符合了统治阶级暴力集团的阶级利益，因而得以受到暴力集团的保

护而发展。法家与儒家思想外在对立的表象中却蕴含着内在的统一，

统一于统治阶级中暴力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以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为例：

汉武帝在前人积累的雄厚基础上坚决对匈奴作战，而战争耗费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汉代建国以后７０余年所积累的大量物资都难以支撑。此

时，法家应时而出。法家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管制盐铁，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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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富商进行打击，迅速为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为战争提供强大物资

支持，立下了不朽之功。连儒家也承认其使得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

饶”，肯定了其当时的经济政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初期的国家

干预政策是有其现实基础的，不但符合统治阶级暴力集团的利益，与

整个汉民族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法家在 《盐铁论》中所自我标榜的

“流有余而调不足，踞困乏而备水旱；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

侈、绝并兼之路也”等等，也的确名符其实。法家的这一系列有助于

暴力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深得汉武帝的欣赏。

然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采取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终也会形

成对暴力集团的利益的损害。随着干预的加强与深入，与民争利打击

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民输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使得社

会总财富减少，社会总财富的减少，影响到政府的财政基础。另外，

在干预的过程中自发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即官商，官商集团对民

众的利益侵害，较之豪强富商垄断产生的侵害，有过之而无不及。《盐

铁论》中贤良、文学就指出盐铁官营造成百姓购买铁器不便，且铁器

价格高昂，形式单一，不能满足百姓生产的需要等等。官商集团的利

益起初只与民众有冲突，到后来与暴力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一新

生的官商集团，与原本存在的官僚集团一起，对百姓层层剥削，使民

众的生活衣食无聊，已经触及到暴力集团执政是否安稳的根本了。在

汉武末年，汉武帝已经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改弦易辙，承认自己

之前所犯的一些错误，同时下了著名的 “轮台罪己之诏”，陈既往之

悔，随即政治改革就开始了。罢兵、禁暴、减赋、休息、思富、养民、

力农等等，挽狂澜于既倒，挽回了当时的局势，使汉未陷入秦末的厄

运。盐铁会议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有学者认为盐铁会议的本质

是霍光利用儒生对法家发起的政治斗争的舆论铺垫，是霍光与法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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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大讨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盐铁会议

间的权力斗争。而本文认为，盐铁会议是暴力集团将讨论国家政策作

为幌子，利用儒家与法家两派学说的不同，从而进一步利用民众阶级

来对抗技术官僚阶级。

从这一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专制社会里，不管是儒

家的 “民本”，还是法家的 “国本”思想，其实质都是 “君本”，当法

家的思想符合君王的利益时，君王便会采纳法家的思想，而一旦法家

的思想触犯到了君王的利益时，法家的思想便被君王弃置不顾了，法

家所受遭遇如此，儒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其后历史又何尝不是

如此？

姜　涛：中国财税博物馆 馆员

７０１



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齐海鹏

虽然对 “文化”的理解多种多样，但一般认为 “文化”包括广义

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被划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心态文化等多个层面；狭义文化则专注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创

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指心态文化，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

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由此引伸开来，我们也可以

把中国财税文化定义为广义的财税文化和狭义的财税文化。广义的财

税文化应当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家财税分配活动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可以包括财税物态文化、财

税制度文化、财税行为文化、财税心态文化等多个层面。狭义的财税

文化，则是指国家财税分配活动过程中，财税实践和财税意识活动所

创造的精神成果，主要是指财税心态文化，包括财税的思想、理论、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代表人物，等等。它是财税文化的核心，因为

文化的一般理论认为，文化包含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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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思想

和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从广义角度还是从狭义角度观察，秦汉时期财税发展历史

中的文化底蕴都是相当丰厚的，并且梳理这些财税文化对于我们建设

当今的财税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秦王朝的以 “法”治财

秦朝并
$

六国之后，彻底废除了封土建国的分封制度，确立了中

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也得到

确立。（１）建立大一统的财政体制。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国家统一

的财政体制，即以皇帝为轴心，实行国家、郡、县三级财政，国家财

政的管理部门称 “治粟内史”，所有的财政收支均由 “治粟内史”统

一调度，并直接听命于皇帝。下设太仓令、丞，主管天下谷藏。此外，

还有平准令、丞，主管天下物价。郡、县亦设立财政机构，在治粟内

史统一指挥下的具体征、管。在这一财政体制下，财权集于中央，实

施统收统支。 （２）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秦并
$

六国之后，

将商鞅制定并实行的秦国的赋税、徭役制度推行到了全国。按田征租，

按人征收口、算赋，同时按人计役。而皇家子弟和功臣不封王和诸侯，

不仅维系了国家政权的统一，而且保证了财政的统一，只不过国家要

多支付一些赏赐之费而已。（３）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秦统

一中国后，在全国各郡县实行上计制度，县向郡上计，郡向国家上计，

而且有法律规定。其上计制度不仅是国家要汇总财政收支数字，掌握

全国财政收支状况，也是集中使用财力，避免财力分散，控制全国财

政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皇帝考核官吏政绩的依据。所以，皇帝十

分重视上计。建立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全国财政统一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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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秦王朝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财政制度有着深刻的文化观念

底蕴，受到 “大一统”观念的直接影响。 “大一统”或 “天下一统”

的政治理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各家学派的一种共识。

“大一统”一语，最早见于 《公羊传·隐公元年》。实际上，三代时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

向和价值取舍。战国时期 “大一统”观念趋于成熟。法家主张 “多贤

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

倡 “尚同”， “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道家主张

“天人合一”，“一心定而王天下”?。儒家学说意识到社会行为规范的

重要性，强调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行为规范教育使人们去掉

不良行为方式，实现 “四海之内若一家”?。

虽然 “大一统”成为当时各家学派一种政治理念，但不同的立场，

对于 “大一统”来说，却有着不同的目标，儒家学派期望回复周朝的

“大一统”，而其他学派则倾向于建立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 “大一统”。

并且在实现 “大一统”的方式上，也有不同的主张。儒家学派代表人

物孟子就反对通过战争手段 “以力服人”，而主张推行 “王道”，通过

实施 “仁政”来实现 “大一统”。《吕氏春秋·荡兵》则说，古代圣王

都有 “义兵”，就是以正义的军队、正义的战争来实现圣贤的事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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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小雅·北山》。

《慎子·佚文》。

《韩非子·扬权》。

《墨子·尚同上》。

《庄子·在道》。

《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王制》。



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一概否定军队和战争的见解是荒谬的。“义兵”是医治天下弊病的 “良

药”。以实现 “大一统”为目的的战争形式，就是 “义兵”。

秦国就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通过严酷的战争形式，一一

击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实现了 “大一统”的

政治局面。这首先得益于商鞅变法催生的 “大一统”思想。商鞅 “坏

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

废除世卿世禄之制，以军功论爵位等项变法，使秦国得以富强，从而

奠定了秦国实现统一大业的思想和物资基础。而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

李斯承袭了这些思想，并扩大了这些思想的实施范围，推动了秦国完

成天下一统的大业，确保了集中统一政体的建立。他初到秦国时就进

言：“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

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

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李斯强烈的统一

愿望和焦急心情，跃然纸上。当秦初并天下之时，一些朝臣虽不主张

封王，但极力鼓动秦始皇立子弟为诸侯，以为天子的屏障。这时李斯

又力排众议，反对立子弟之论。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

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

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意见。

李斯关于 “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监”?；论功赏爵，不设立王与诸侯，而 “以公赋税重赏诸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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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法令由一统”等 “天下一统”思想不仅是国家行政统一的思想

基础，而且是国家财政统一的思想基础。“大一统”的理想，为当时大

多数人所共同向往，秦国通过战争实现 “大一统”的过程，与历史进

步的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的秦王朝的各项经济体制包括财税制度

也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体现了极端苛急的为政风格。一统天下后的秦

王朝，颁布了严苛的法律，在行政机构中以军人为吏，“刑罚深酷，吏

行残贼”，这些苛政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苛刻地征发徭役和赋税，致使民

不聊生。正如 《汉书·食货志》所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

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

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

怨，遂用溃畔。”? 所以，严安说：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 这里

所说的 “强”，应指 “强暴之政”。

二、汉初时期的 “黄老之术”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暴秦的苛政和秦末长期的战乱，造成人口锐

减，土地荒芜，农业衰退，“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自相食，死者过

半；国库空虚， “天子不能具醇驷”，而 “将相或乘年车”。国贫、民

贫以至于极。这时汉初的统治者，吸取秦朝败亡的教训，在政治上，

实行 “约法省禁”、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奉行休养生息之策，“思安

百姓”；在军事上，对匈奴实行 “和亲”政策，以稳住匈奴，避免大的

战事。在财税政策上则采取轻徭薄赋、省费节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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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先后具体采取以下一些措施：（１）省费节用。汉初对行政管理费用实

行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财政原则，将官吏的俸禄和官府

的费用进行精确的计算，然后再征之于百姓。这样做是为了以支控收，

从而确保轻徭薄赋政策的实现，切实能够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对外

实行和亲政策，减少军事战争，从而节省军费，减少兵役。同时，帝

王也带头节俭。史载汉文帝 “躬修俭节，以安百姓”?。（２）减轻赋役

负担。对于田赋，汉初，定为十五税一，汉文帝二年 （前 １７８年）和

十二年 （前１６８年）曾两次下诏将税率减为三十税一。到景帝二年，

三十税一的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对于算赋，汉初规定 １２０钱为一算。

文帝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将算赋由每人每年 １２０钱降为 ４０钱。在

徭役方面，汉高祖六年 （前２０１年）曾多次诏令 “兵皆罢归家”，并下

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即凡留在关中者，

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乡者免除六年徭役。汉文帝时，一般民众徭役

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汉景帝二年时则把承担徭役的傅籍年龄

由秦时的１７岁提高到２３岁。（３）重农抑商。农业是封建国家的经济

主体，是财政收入的基础。为此，汉初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以防

止商人兼并，破坏农业发展。汉高祖时期曾规定商人不准穿丝制衣服，

不准乘车，并 “重租税以困辱之”。对农民则经常采取降低税率或减免

措施以减轻负担。

上述这些政策，使汉初的七十年间出现了 “国家亡事，非遇水旱，

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

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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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即所谓的 “文景之

治”。

汉初之所以采取上述财税政策措施与汉初思想家对秦朝灭亡的原

因进行反思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思想家对秦亡的反思，是一种自觉

的行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反思，以秦亡为前车之鉴，巩固汉朝

的统治。但是，思想家们分析秦亡之过的立场和角度却不尽相同。其

中，主流思想家多站在道家的立场上，从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角度进行

反思，如萧何、曹参、陆贾、贾山等人，他们主要是针对秦始皇、秦

二世欲望膨胀、战线过长、刑罚苛刻等问题进行反思，以警示统治者

谨记秦亡的教训，不要重蹈秦亡的复辙。他们崇奉黄老之学，主张

“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以实现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

而无不治也”? 的政治生态。萧何与曹参先后担任国相，并将这一主张

渗透到施政过程中。故 《汉书》称赞二人 “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

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然而，黄老之术实行四十余年后虽使

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也由于经济过于放任，结果是土地兼并

愈演愈烈，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富商巨贾垄断市场，获取巨额利润，

富可敌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中央政权也受到威胁。

文帝时期的贾谊则站在儒家的立场，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进行反思，

他主要针对秦朝赋役繁重，同时，也针对汉初土地兼并、贫富分化严

重、等级制度混乱等问题进行反思，因而既分析了秦亡的原因，提出

了 “取与守不同术”的治国思想；也分析了汉初存在的社会矛盾，从

而以儒家的治国之术，提出 “以民为本”和 “重农积粟”的国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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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反对无为，主张节制富人的过度奢侈，以富国足民。当然，贾谊的儒

家学说在当时不站主流。

无论从哪个立场出发，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这些反思思想都对

汉初的几任皇帝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具体反映在国家所制定的政治、

经济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但总体上看，其影响最大的还是黄老之

术，它在产生积极的影响的同时，也遗留下许多严重问题。

三、汉武帝时期的 “明儒暗法”

汉武帝即位时，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财政也相当充实。

但无为而治的政策也遗留下不少问题。一是经济放任政策使地方诸侯

势力既富且强，并心存不轨，严重威胁中央政权；二是对工商业的无

为而治，不加干预，造就大批富商巨贾，他们通过经营物资的收购和

投放，垄断了市场和物价，从而盘剥百姓，且不佐国家之急；三是和

亲政策收效有限，由于匈奴 “反复无信，百约百叛”，不能从根本上消

除外患。所以，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采取了有为而

治的政策。他做了几件大事：一是通过 “推恩令”，实现 “不行黜陟而

藩国自析”的效用，从而强化了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削弱和打击

了地方分裂势力；二是开疆扩土，汉武帝在位的 ５４年间，北伐匈奴，

南征百粤，招抚东瓯，开通西南夷，略地秽貊、朝鲜，使中国的疆域

不断扩大，初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三是严格实行重农

抑商政策，重点打击不法的富商巨贾。这些措施，巩固了封建政治统

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长期的

军事战争付出了巨额的军费，导致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也使百姓生活

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采取了重农抑

商、以商制商的财税政策措施：（１）统一货币和盐铁官营。汉初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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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铸造权在郡国，导致货币私铸泛滥，不仅造成货币制度混乱，而

且直接危及国家财政的统一。汉武帝在元鼎四年 （前 １１３年）下令取

消郡国铸币的权利，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由上林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

铢钱。实行盐铁官营，是将原来由富豪所垄断的盐铁资源收归国有，

由国家统一经营。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

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实现的利润为国家所有。（２）实行均输、平准。

西汉初年的商业经营的自由化，给商人兼并社会财富、危害国家财政

造成了便利。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经济权益，充实国家财政，限制富

商巨贾的兼并和盘剥，汉武帝通过桑弘羊实行了均输和平准业务。均

输，就是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进行官营运输业的经营，改进以全国

为规模的运输调度，避免重复运输、过远运输、对流运输等不合理现

象，节省运费，减轻劳役，增加财政收入。平准，就是京师设立平准

官，进行官营商业的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这些国

营商业措施，实际上是与大商人势力争夺商业的控制和经营权利。

（３）实行算缗和告缗。算缗即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即对商人隐瞒

财产者允许百姓举报，经查确实，便没收该商人的家产，并将一半奖

给举报人，另一半没官。这是直接打击大商人的政策。史载：“杨可告

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

破。”? 这些措施实施商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国家财政得到了充实，

但商业经济也遭受到很大的破坏。

汉武帝时期实施的财税政策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深受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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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和法家学说的影响。黄老之术的道家哲学迎合了汉初统治者清静无为

的政治需要，但当经过一段时期休养生息后，君主想要有一番作为，

此时，道家学说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再适用了，君主便又回到儒家学

说。此时儒家学说的政治主张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因此，为

汉武帝所接受，并且将其放到 “独尊”的地位，这就是 “黜出百家，

表章 《六经》”。儒家学说能够取得如此地位，与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学

说集大成者董仲舒是分不开的。董仲舒是一个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

义者。他以儒学为主干，吸取了先秦各家如法家、阴阳家等有利于巩

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观点并加以综合，形成新儒学。他援引阴阳家

的 “天道”说，将儒家思想与 “天道”挂钩，补充其宇宙本体论部

分，使 “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天与人虽然相互

区分，但由于人 “类于天也”，同类相通，因此，统一成一个整体，天

与人 “合而为一”。同时，截取儒家学说中强调等级秩序的部分，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以强化，构筑了 “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历史哲学；形成以 “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

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他特别强调

“大一统”，认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而实现 “大一统”则要依靠君主。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

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

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

“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君是现实世界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主

宰。显然，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思想所形成的文化 “一统”与政治

“一统”是一致的，对于汉武帝的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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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的。所以这一观念反映到财税政策中来，必须以有利于维护大

一统国家的统治为依归。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是值得重视的，汉武帝虽然 “独尊儒术”，但在

实际理财之时，却多采用法家之术。桑弘羊就是典型代表。桑弘羊的

理财思想是祖述法家的。他认为在经济放任的情况下，其结果便是

“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

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 （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妨

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

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要改变这种状况，“非散聚均利者

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

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桑弘羊的认识基本上与管子相同，强调

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他认同汉武帝对外战争和军事支

出的合理性，主张财政统一、盐铁官营、本末并重、以商制商。桑弘

羊的这些思想几乎贯彻到了汉武帝时的财税政策中，并为汉武帝的开

疆扩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尽管这些财税政策措施也存在着

一定的问题，但主要方面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那么桑弘羊的法家思想，在儒家思想奉为一尊的情况下，怎么能

够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呢？其实这是现实状况使然。儒家思想奉为国教，

对于统一思想，在文化上维护君主专制集权统治是有利的。但是儒家

思想主张轻赋薄敛的财税政策，却无法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战争

经费的，况且农民的赋役负担事实上已经很重。而运用法家的财税政

策，通过国家干预办法，将理财方向转向工商业，却可以保证其战时

财政的充裕。所以说，汉武帝在处理儒法两家的思想上，既矛盾又统

８１１

? 《盐铁论·错币》。



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一。在汉武帝的政策中，战争为和平服务，财政为战争服务，同时，

亦即是法家的思想为儒家的大统一的事业服务?。

四、王莽新朝时期的托古改制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之后，经历了昭宣中兴之后，便逐步地走向为

衰落。在公元８年，即孺子婴居摄三年，王莽废掉孺子婴，自立为皇

帝，改国号为 “新”。自此统治了２１４年的西汉王朝，宣告结束。在王

莽建立 “新朝”之际，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土地兼并越演越烈，

奴婢买卖成风，国家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为扭转危局，王莽即位后，

对财政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措施包括：（１）币制改革。币制

改革先后进行了五次，先是铸大钱，后又更作小钱，接着又更作金、

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 “宝货”，复又重申，最后改行 “货

布”、“货泉”两品。由此可见，王莽的货币改革，随心所欲，既不考

虑百姓的意愿，也不考虑货币流通的规律，唯独考虑的是如何以货币

手段搜刮百姓，从而大搞财政性货币发行。其结果只能使货币 “数变

改不信”，致使 “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２）推行王田制。为了限制土地兼并，始建国元年 （９年）王莽下令：

“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奴婢曰 ‘私属’，皆不得卖买。”具体办法

是：“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

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而且规定王田 “不得卖买”。王莽的这

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防止农民奴隶化。但诏书颁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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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授田的规定并不能真正地落实，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

但地主、官僚和工商主违禁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致获罪的不可胜数，

于纷起反对。最终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

产，以致官、民俱困。王田制只实行了三年，就不得不停止。（３）禁止

奴婢买卖。始建国元年 （９年）在颁布王田令的同时规定： “奴婢曰

‘私属’，皆不得卖买。”但只实行了三年，就在豪强势要的反对下，宣

布废除。但王莽仍在设法遏止奴婢买卖。于是又在天凤四年 （１７年）

实行 “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 （钱）”?。试图以重

赋税的手段，继续限制奴婢的数量，同时，抑制奴婢的买卖。王莽没

有从制度上废除奴婢买卖的制度，而只想通过变更名称和加重税课的

手段，限制奴婢的买卖，这就决定这项改革必然遭致与土地制度的改

革同样的下场。（４）实行六?五均。始建国二年 （１０年） “初设六?

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

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牺和置酒士，郡一

人，乘传督酒利”?。由此可知，六?是官府对六类经济事业进行管理，

包括酒专卖、盐铁专卖、官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征税、五均和赊贷。

其中，“五均”制度是核心，是其他五项制度得以实施的关键。 “五

均”实际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在市场价格上，要求一视同仁，市

无二价。具体是在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将原来长安东、西市的市令

和洛阳、邯郸、临、宛、成都的市长都改为五均司市师；司市的官

吏，统称为 “五均官”。由 “五均官”进行 “市平”工作，即评定物

价。实际上， “五均”法本来是以汉武帝 “平准法”为基点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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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而 “六?”中的盐铁专卖和官府铸钱都是承袭汉武帝旧制，酒专卖在

汉武帝时也曾实行过，但新法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未加总结，只

是以古制相标榜。 “五均六?”法实行了十数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

收效。

总体上看，王莽改革的措施基本上是失败。但其中还是体现了一

些积极的财政思想。比如抑兼并、齐众庶的思想、国家干预经济的思

想、成本核算和征收所得税的思想、区别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贷款的思

想、反对奴婢买卖思想等，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王莽所进行的一系

列财政改革，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他受儒家文化影响，在改

革措施中，透着同情穷苦百姓的爱民之心，推行王田制、限制奴婢、

五均赊贷等措施都有着抑强扶弱的动机。

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吝啬、贪鄙、自私的秉性，特别是复古不化

的愚腐，他推行的改革往往半途而废，没有一项能够善始善终。王莽

自摄政以来，他的一切言行无不依照古人的经典行事。即位之后，更

是有增无减，真可谓是食古不化了。班固说他 “每有所兴造，必欲依

古得经文”?。行王田比依 “井田”，行五均必依 《乐语》，行赊贷必依

《周礼》。传统经典虽然可以为人们提供启迪和借鉴之处，但绝不可简

单照搬，必须与现实客观经济、社会条件相结合，所制定的政策措施

才不致于违背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王莽的教训恰在于过分

地泥古不化，好的动机带来了更坏的后果，必然加速他的灭亡。

五、东汉光武帝时期弘扬儒学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为巩固东汉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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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政策措施，其中在财税政策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一是减轻赋税。

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刘秀政权曾对田赋实行十税一的征收制度，随

着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平定，建武六年 （３０年）刘秀下诏宣布将田租恢

复到汉景帝时期三十税一的制度。此外，对百姓家中生了儿子的，免

除三年的算赋?。二是改革币制。王莽改革币制，导致货币混乱，流通

不便。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废除了王莽铸造的货币，并于建武十六年

（４０年）重新铸造五铢钱，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天下以为便”?。三是

精减机构和裁兵归农。并省 ４００多个县，裁减十分之九官吏，废除地

方兵制，将在量的士兵遣散还乡，参加农业生产。这一措施节约了大

量财政支出，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此外，刘秀

本人也崇尚节俭。他穿着俭朴，不重装饰，不喜好郑卫之音，不贪恋

珠玉之玩。他还宣令减损服务于皇族的宫苑管理人员，废止耽湎于游

逸的骋望弋游之事。这些都有助于节省皇室开支，从而减轻百姓的

负担。

汉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初年采取上述财税政策措施，应当说，除了

天下初定、国力贫弱的现实使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史书在描

写刘秀时，称他为 “谨厚者”，“谨信”、“直柔”、“吾理天下，亦欲以

柔道治之”，这些都反映了刘秀的性格和政风，这些与刘秀接受和宣扬

儒家文化有密切关系。刘秀虽出身于刘姓宗室，但少年时父母早亡，

从事稼穑。但在王莽天凤年间到长安读书，受 《尚书》，略通儒学大

义。而且，他还特别重视儒生，所运用的军事将领 “皆有儒者气象”，

“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 “光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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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财税历史中的文化底蕴

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先访儒问雅。建武五年 （９年），天下未

定，刘秀即 “修起太学”，宣讲经术，至整个东汉时代。刘秀把儒学作

为东汉政治文化的基点，而儒家学说中有关 “重义轻利”、“敛从其薄”、

“节用而爱人”、“取民有制”等必然反映到其施政措施中。所以刘秀在

财税措施上虽有许多是恢复汉初旧制，但却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点的。

六、小结

以上截取了秦汉时期几个主要阶段，对每一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

及蕴含的文化进行了阐述。从中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以儒家、道家和法家影响为最。当然

不同时期，由于客观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不同，统治者在实施时

所依据的文化观念也是不断调整变化的，比如，秦以法家治国理财，

汉初行黄老之术，武帝时是 “明儒暗法”，王莽托古改制主要还是儒家

学说，东汉光武帝重视儒术。而且，这种调整变化在秦汉时期是比较

明显和比较频繁的，从而使秦汉时期的财税政策措施丰富多样，同时，

财税思想文化也异彩纷呈，诸如财政统一、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节

约开支、重农抑商、国家干预、国家专营、本末并重、抑制兼并，等

等，不仅对以后的朝代产生影响，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启示：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化基因，它在历史

上虽然有利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但客观上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和领土完整，形成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它在今天仍然具

有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今财政体制时，不能突破 “大一统”

的民族文化基因底线。

自由放任的经济虽然有时会与客观经济相适应，取得一定的成效，

但也会遗留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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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人工商业垄断等，所以国家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矛盾。

这说明，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时，国家的干预也是必要的。

在紧要的历史关头，采取国营经济形式，如盐铁官营等，对于解

决财政问题不仅有效及时，也是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的前提，并能成为

巩固国家政权的支柱力量。这说明，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是纯粹的私营

经济，古代不是清一色，在当今社会更是不可能清一色的。

财税文化是有能动作用的，但需要科学地继承、运用，不可以泥

古不化。王莽改制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他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

出于好心，但是由于思想僵化教条，不能反映客观规律，结果大多失

败，并使已有的社会经济问题矛盾更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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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户部别贮钱”刍议唐后期
财政贮备金思想

刘秦舟

一、引言

我国古代财税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毫不逊于近现代西方和

后世中国，在理论和财税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瑰丽奇葩。

理论上，有老子的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

事，终身不救”的 “养税”思想；有孔子的 “省力役，薄赋敛”，要

减少老百姓的税负，强调税收的合理性；有西汉武帝时期大农令桑弘

羊 “利归于上”的盐铁酒专卖思想，让食盐的生产 “募民自给费，因

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有唐代杨炎一改历代 “量出为入”的 “先

度其数而赋予人，量出以制入”的思想；有宋代王安石 “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税收取之于天下用之

于天下的赋税思想；更有清代 “增岁入说”、 “厚俸禄说”、 “行预算

说”等受西潮影响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财政思想。

财税实践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井田制瓦解，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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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得生存纷纷进行改革：在财税方面，齐国的管仲进行了 “相地而

衰征”，将赋税与土地贫瘠、面积大小联系起来，差别征税，“薄赋敛”

以培养税源， “专卖专营经济”，实行盐铁专卖、粮食专营和官山海，

将经济收入寓税于价；鲁国进行了 “初税亩”的改革；魏国 “李悝变

法”推行了具有财政储备思想的 “平籴法”，由国家在谷贱之时收购谷

物，在谷贵之时抛售谷物，以平抑谷价波动，维持经济稳定；而秦国

首推编户制，客观上对征税对象形成了有效控制，这在税收管理方面

是开创性的。唐朝的杨炎推行 “两税法”，简化和归并了税种，之前种

种并入地税和户税此两种，在征收形式上取消了历代的 “物税”实现

货币化，“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以户为征税单位，不分主户

（本地土著户）、客户 （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

纳税的做法对税收管辖权进行了明确的分割，两税法是税收实体和税

收程序并举的伟大变革。到了宋代，最有影响的当属王安石变法中的

农田水利法、免役法、青苗法。明朝张居正推行了 “一条鞭法”，主张

轻赋税、均税负，农商兼征，以厚农资商、厚商利农。

本文仅从浩瀚的古代财税历史长河中，以唐朝的 “户部别贮钱”

管中窥豹一探我国唐后期财税思想。本文为什么选取 “户部别贮钱”

呢？其原因不在于户部别贮钱的设置和实施使京官增俸得以实现消除

了官员俸禄不合理的规制、对整顿吏治客观上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

于户部别贮钱的设置具有财政制度上的创新意义。

二、户部别贮钱对我国古代财政制度的创新意义

户部别贮钱的财政制度创新在于设立财政贮备资金的思想。陈明

光在 《唐代财政使新编》一书中对户部别贮钱是这样评价的：户部别

贮钱属于财政贮备资金，它主要来源于节流，即紧缩各种财政预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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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户部别贮钱”刍议唐后期财政贮备金思想

金支出，这样不仅调节了中央财政收支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增加赋税从而逼近纳税人赋税容忍度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经济和社会

影响，且唐后期在历经了玄宗时期及之后的军阀割据、统治者穷奢极

欲，社会经济凋敝，增税条件不足。 《旧唐书》卷 １３《德宗纪》说：

“辛巳，李谧以京官俸薄，请取中外给用除陌钱及缺官俸、外一分职

田、额内官俸及刺史执刀、司马军事等钱，令户部别库贮之，以给京

官月俸，领御史中丞窦参专掌之。岁得钱三百万贯，谓之户部别贮钱。

朝臣岁支不过五十万，常有二百余万以资国用。”客观上来看，李谧设

立的户部别贮钱设立之初每年有三百万贯，而京官俸禄所需不过五六

十万贯，所剩两百余万贯自然成为了财政储备资金，到后来税茶钱等

小税种收入也纳入了户部别贮钱，这样一来财政贮备金数额更大。即

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财政贮备金只是户部别贮钱设立产生的客观影

响，应当说户部别贮钱的政策制定者在设立之初主观上已有财政贮备

金的思想。

李谧向唐德宗提出设立户部别贮钱最初是要增加京官俸禄以解决

官吏俸禄厚薄矛盾，为什么说在设立之初政策制定者就已经有了财政

储备资金的思想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史料中得以证实：其一，《通鉴

考异》引 《德宗实录》说： “辛巳年，诏以中外给用除陌钱给文武官

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颇优裕焉。初，除陌钱隶度支，至是令户部别

库贮之，给俸之余，以备他用”，这里的 “以备他用”足以说明李谧作

为户部别贮钱的提出者在向唐德宗上疏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财政储备

金的想法。其二，《唐会要》卷 ５４《给事中》明确记载贞元十九年给

事中许孟容在上疏中说： “户部所收掌钱，非度支岁计，本防缓急别

用”，这足以说明把贮以急用作为户部别贮钱设置的根本目的。由以上

史料也可以推断，李谧作为户部别贮钱的政策制定者之所以以 “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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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俸”为由，可能只是一种获得官员对新政策支持的政治策略，隐藏

在其背后的实际上是设立财政贮备金这一创新财政制度的经世之举。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评价李谧说其神仙怪异是处乱世的智谋，以李谧

之异行鬼才以 “京官增俸”的方式获取户部别贮钱的顺利推行也是极

有可能的。当然这种猜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不再赘言。

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表明唐王朝已经建立了一笔可观的以货币为

主的财政贮备资金。虽然在隋朝和唐前期已有义仓或者社仓来专门储

备粮食以应对灾荒，具有财政储备的作用，但仅仅是专项专用实物形

态的储备，明确提出 “以备他用”的财政储备思想并以货币形式得以

实现自李谧所提 “户部别贮钱”始，这是我国古代财政制度上的一大

创新。

那么户部别贮钱设置的原由、来源和具体用途是怎样的呢？本文

前述已对 “京官增俸”简单进行了叙述，下文将对具体内容进行详细

解述。

三、户部别贮钱设立的动因和来源

设置户部别贮钱的直接动因是消除长期以来中外官俸薄厚错位的

积弊。唐朝京官俸禄薄于外官的现象由来已久，到唐玄宗后期、安史

之乱爆发后愈演愈烈，对朝政和吏治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刘海峰 （１９８５）在 《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一文中说到：

“开元末天宝年间州县官俸钱已有高于京官的趋势。”唐玄宗时期为了

安抚李氏宗族保证朝政稳定，皆以厚利养之，加之宠信外戚、大兴土

木，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已经是财政拮据，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数年的

战乱使得唐王朝的财政不堪一击，以至于为了维持朝廷的其他运转，

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至德二年以后，内外官并不给料钱”，德

８２１



以 “户部别贮钱”刍议唐后期财政贮备金思想

宗时期赋税开始走上正轨，财政稍有宽松，为了维持地方的稳定，实

行 “外官给半料与职田”，而京官仍然不发俸料，仅仅由度支使偶尔发

放一点手力课。这样，内外官俸料差异严重加剧。到了大历十二年，

朝廷明文对官员俸料以现状进行了法定量化。利丰而位尊，内外官的

俸料差异直接导致了官场中重外轻内的风气，一些自身才能突出的官

员自请外放者比比皆是，而由外朝升迁到内廷的官员甚至不惜故意获

罪以贬为外官。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朝廷枝繁干虚，中央的政令由于

外官对内官的权威产生怀疑而不能很好实施，另一方面有才能的官员

主观上排斥中央任职也造成政策制定者政治素养不足，不利于整个国

家发展。因此，提高京官俸禄也是因势利导，户部别贮钱应运而生。

现当代具有储备金性质的财政资金一般来源于已有税种重新划入

或者开征新的税种。那么作为财政贮备金的户部别贮钱主要来源是什

么呢？

（一）户部别贮钱初设时的来源

根据 《唐会要》中 《德宗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户部别贮钱初设

时主要来源有六大类，分别是中外给用除陌钱、阙官料钱、外官阙官

职田钱、外官一分职田钱、停额内官俸料钱、停刺史执刀、司马军

事钱。

１中外给用除陌钱

中外给用除陌钱是唐朝的一种杂税，自李谧始成为户部别贮钱最

主要的来源。这里必须要提到 “兴元停罢赵赞除陌钱”，赵赞是德宗时

期的户部侍郎度支使，他以军需为由将原有的除陌钱做了两项改变，

一方面将算率 （税率）由２％提高到５％，另一方面将原来的货物交易

除陌钱增加为 “公私给与”和 “货物交易”两种，导致民怨沸腾，唐

德宗在之后的泾元兵变罪己诏中将赵赞所改除陌钱停罢，所以本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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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外给用除陌钱应是 “兴元停罢”之后保留下来的算率为每贯 ２０文

的 “公私给与”除陌钱。

何以体现中外给用除陌钱是户部别贮钱的主要来源呢？有史料为

证：《资治通鉴》卷 ２３４记载，贞元九年 （７９３）七月，户部侍郎判度

支裴延龄奏称在他担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一年以来，“收诸州抽贯钱三

百万缗”，纵有 “虚张名数以惑上”，其实际数也不会少于 ２００万缗，

当时的中外给用除陌钱一年的收入也大约是 ２００万缗，若户部别贮钱

按 “岁得钱三百万缗”，则中外给用除陌钱收入占 ２／３，纵然后来户部

别贮钱又增加了新来源，中外给用除陌钱在户部别贮钱中的绝对大户

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２阙官料钱

安史之乱后，由于外官俸厚于京官，加之阙官增多，因此，阙官

料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李谧设立户部别贮钱时将阙官料钱继续由户

部掌管，作为户部别贮钱的一大来源。

３外官阙官职田钱

唐王朝建国时建立了依品阶而定的内外官职田制度，并将外官阙

官职田收入全部上缴到为京官俸料钱而设的青苗钱库，李谧设立户部

别贮钱时继承了这笔收入。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李绛奏请在

地方州府收贮户部所管部分钱物，其中就包括外官阙官职田钱，这足

以证明在贞元四年之后州县外官阙官职田钱仍然充作户部别贮钱之用。

至于京官阙官职田钱则另充他用不在户部别贮钱之列。

４外官一分职田钱

唐时期每年将现任外官职田收入的三分之一送纳充作京官俸料的

青苗钱库，户部别贮钱在设立之时同样继承了户部所掌管的这笔钱。

而元和六年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李绛奏请在地方州府收贮户部所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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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物，其中也包括 “见任官抽一分职田”钱，这表明外官一分职田钱

持续性地作为户部别贮钱的来源之一。

５停额内官俸料钱

额内官是唐朝时的一种官职，额内官停省后的俸料钱都收归户部，

成为户部别贮钱的一个部分。

６停刺史执刀、司马军事钱

执刀，是唐时期州府小吏，相当于现代的警卫人员，唐德宗在贞

元九年应福建观察使王雄所请停罢全国州府执刀，此后五年内全国推

行完毕，这部分收入由户部别贮钱继承。

唐朝的司马往往兼任军事职务而加俸，军事加俸往往是正职俸禄

的三倍之多。因此，司马争相兼军事职务，李谧设立户部别贮钱时停

罢司马军事加俸钱，将其纳入户部别贮钱。

（二）后增的户部别贮钱来源

户部别贮钱来源除上述六项外，后来又新增了几项。

１税茶钱

唐朝的税茶钱，始建于建中三年 （７８２），是户部别贮钱新增的一

项重要来源。税茶钱之所以纳入户部别贮钱，还是与前文所说 “兴元

停罢赵赞除陌钱”中的这位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有关。建中三年九月，

赵赞奏请昌平仓，用征收商人货物每贯 ２０文和竹、木、茶、漆十分之

一税钱作为常平本钱，税茶钱自此始，虽在唐德宗泾元兵变罪己诏中

税茶钱停罢，但建中九年德宗准张滂所请置茶税，并由户部收纳国用，

自此，税茶钱成为户部别贮钱的来源之一。在德宗之后，税茶钱也持

续性地由户部收管，作为户部别贮钱。这一点在 《旧唐书》中有记载：

“上 （文宗）欲立鲁王为太子，慎选师傅，改庾敬休工部侍郎兼鲁王

傅。（庾敬休）奏，剑南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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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招商人便换……请取江西例，于归州

置巡院一所，自勾当收管 （剑南两川及山南西道税茶及除陌）诸色钱

物送省”，庾敬休的奏文表明直到唐文宗时期税茶钱仍由户部收管作为

户部别贮钱。

２外官阙官禄米

元和六年 （８１１）八月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李绛奏称：“请诸州府阙

官职田、禄米及见任官抽一分职田，所在收贮，以备水旱”，宪宗准

奏。大和年间，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庾敬休奏称：“两川米价腾踊，百姓

流亡。请粜两川阙官职田、禄米，以救贫人。”上述两条足以说明元和

至大和年间，外官阙官禄米是户部别贮钱的组成部分，但这部分究竟

是何时开始纳入户部别贮钱，暂未发现确凿史料为证。

３长春宫营田收入

长春宫于北周武帝保定五年 （５６５）置为行宫，在今陕西大荔县东

三十五里的朝邑镇西北的强梁原上，隋唐仍作为行宫使用。开元七年

（７１９）同州刺史姜师度开始利用长春宫荒闲土地进行屯田，受到唐玄

宗的嘉奖，长春宫营田规模不断扩大，有相当大一笔收入，这笔收入

受哪个部门掌管，史料无详细记载，只知设长春宫使一职来总管，列

为诸色无名钱，划归户部别贮钱。

从以上户部别贮钱的来源可知：其一，户部别贮钱一方面继承了

原先已有的部分税费，例如，中外给用除陌钱、阙官禄米俸料职田钱，

另一方面也有新设税种囊括进来，例如，税茶钱，但数额较少，户部

别贮钱的设置总体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税种的一个总括，是一种结构性

的调整和创新；其二，户部别贮钱主要是将财政节流资金转化为财政

贮备金，纵有税茶钱这类开源项目但是数额较小，不足以影响户部别

贮钱的性质；其三，我国现今具有储备性质的财政资金中央和地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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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均设立，而唐后期安史余孽未除、西戎作乱使得本已捉襟见肘

的中央财政岌岌可危，所以户部别贮钱主要是节流地方财政收入而来，

一方面缓解了中央的困境，另一方面压制了地方大员倚仗相对丰裕的

财政实力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势头，从经济、政治两个层面加强了中央

集权。

那么户部别贮钱作为财政贮备金主要用途是什么呢？

四、户部别贮钱的主要用途

户部别贮钱设立之初每年三百万贯，这笔财政贮备金用到了哪里

去，史籍中鲜有专门记载，总结这方面研究者的一致观点，大致有以

下几个用途：

（一）京官俸禄支出

李谧奏请设置户部别贮钱的直接动因是解决京官俸禄问题，所以

户部别贮钱首要的、经常性开支当属京官俸禄支出。 《唐会要》卷 ９１

《内外官料钱上》记载安史之乱后 “京官不给料”，而 《资治通鉴》卷

２３３引 《德宗实录》说李谧奏请设置户部别贮钱之后， “自是京官益

重，颇优裕焉”。户部别贮钱改变了一度京官俸料无出所的局面。《旧

唐书·德宗纪》记载户部别贮钱初设的贞元四年 “朝臣岁支不过五十

万贯”，而当年的户部别贮钱总额几近三百万贯，京官俸禄所占不过六

分之一。以后年间随着京官人数增多，京官俸料钱相应增加，据 《全

唐文》卷 ７００李德裕 《上尊号玉册文》载会昌二年 （８４２）京官达

６５７４员，比贞元四年增加了 １１３％。京官俸禄随之增加到一百零六万

贯，至此，京官俸禄占户部别贮钱总额不过三分之一，那么余下的户

部别贮钱都用在了哪里呢？

３３１



（二）军事支出

唐后期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作战，地方将领也多有叛乱，常年战

事，军事耗费无疑是国库的一大耗费。户部别贮钱用于军事，成为超

过京官俸禄的最大支出项目。

具体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度支给诸军冬衣，亦往往取户

部别贮钱”；会昌五年九月，宰相李德裕奏请设备边库 “收纳度支、户

部、盐铁三司钱物”，而户部别贮钱属于户部掌管，因此，户部别贮钱

也就自然成为了固定的军事备用支出；此外，户部别贮钱也用于购买

粮食以充军粮。

（三）其他用途

除上述用途外，户部别贮钱还用于京司行政费支出、宫廷费用支

出和赈灾支出。

综上，户部掌管的户部别贮钱作为国家财政储备资金，是我国真

正意义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货币形式的财政储备，它的设立是我国财

政制度的伟大创新。户部别贮钱对于应对唐王朝的 “缓急别用”发挥

了重大作用，客观上以财政手段加强了早已虚弱的唐王朝中央集权，

挽救了安史之乱和诸戎作乱后的唐王室地位。户部别贮钱对后世财政

制度影响深远，后世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的经济环境、经济制度对财

政贮备金的来源和用途都有所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杜梭：“唐代户部使司开支京官俸料时限考”，《晋阳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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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陈志勇　张朝举

王安石 （公元 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我国北宋

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和理财家。由其一手发

动的 “王安石变法” （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变法中的财税改革措施和思想，在我国古代财政思想发展史上也留下

了深刻的烙印。近千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世界格局彻底大变，

关于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的原因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试着从中

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的原因，并指出它对我

国当前财税改革的几点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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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

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

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

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文明、风俗和精神的总称。中国传统

文化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其特征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

是深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全民族的普遍的文化基因。广

义上包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狭义上主要指中国的儒释道文化。

２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人的 “家天下”的礼制和封建宗法制度。由于中国长期

处于农业社会，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深深的农业社会文化特

征，加上我国长期以来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为主要政治体制，“溥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根深蒂固。马克思·

韦伯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产制为特点的国家，家族制下的税收难以

形成理性的财政税收制度。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族，皇帝和庞大的官

僚体系的财政需求依仗着地方官和族长，通常的情况是，地方政府和

族长上交给国库的租税大大少于他们从臣民那里搜刮来的财富，其中

的差价都进了官员私人的腰包。这种文化因素对我国财税改革和财税

制度变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财产权观念淡薄。自商鞅废井田、

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

到秦始皇 “令黔首自实田”，中国土地私有制得以全面推行。秦汉以

后，地主土地私有形态占主导地位，到明清时期 “法律肯定私有财产

制度是没有问题的，私有财产制度也在家族礼法里生根滋长”。但是，

限田、均田、井田的主张史不绝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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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田和井田思想反复为历代思想家所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土

地私有产权是一种不完善的产权形态。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的核

心的特点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和产权制度，充其量只是有与自

然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而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如果对

应到经济学的产权观念，可以将 “绝对所有权”理解为 “使用权”，

而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解为 “使用权、收益权及转让权”

的排他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体制保障的社会环

境，私有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和不完全的。此外，商人的私

有财产权利也经常受到政府的侵犯，不仅要受到政府的盘剥，而且经

营权还要受到多方限制。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财产权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漠视公平、平等理念。儒家认为：“齐景公问

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司马迁说：“儒

者，博而寡要，……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

也。”韩非子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

者逆则天下乱”；“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

之道而审行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

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儒家只近似地提

出了民本的思想，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传

统社会，在纳税指导思想方面，一直延续了春秋时代法儒两家观点。

管子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 “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

略，则牛羊遂”，“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说，“君

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由此无法安排

细致合理的税收制度以使纳税人达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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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安石财税改革的历史背景

由于历史客观原因和统治者的主观原因，造成了北宋长期处于

“积贫积弱”的局面。所谓 “积贫”，主要是指国力尤指政府财力贫

乏，导致北宋 “积贫”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 “冗兵”，宋朝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募兵制而军费基本上依靠朝廷供给的朝代，

这一制度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另外，由于和北宋并立的辽、西夏

等国的虎视眈眈，北宋的军队数量也与日俱增，仅禁军一项就由宋初

的１９３万人，增加到仁宗时的 ８２６万人。二是 “冗官”，数量巨大的

官吏队伍，宋神宗登基前，有 ２５万名正式在编的官员，后来膨胀到

二三十万，每年需要支出大量的俸禄。三是 “冗费”，即无节制的祭祀

开支，皇室的奢侈浪费，修建寺观等，这也是造成北宋政府财力贫乏

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 “积弱”，主要指宋朝在对外军事竞争中力量薄

弱。北宋所承继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程度最彻底的时代之一：

中原有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周边先后分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北宋统

一后的疆域与汉、唐相去甚远，在与辽、西夏的军事竞争中屡吃败仗，

割地赔款，导致本就紧张的政府财力，雪上加霜。为了弥补数目庞大

的财力缺口，宋帝国多方筹措财政资金，然而，用尽取民之法，财政

仍旧捉襟见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力扭转，在此形势下，宋神宗任命

王安石为宰相，启动了著名的 “熙宁变法”，全面推行新法，财税改革

是新法中的重中之重。

三、王安石财税改革措施

王安石提出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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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费”的观点，力图通过财税改革的系列措施，达到 “民不加赋而国

用足”的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安石推出的财税改革措施

如下：

１青苗法

王安石实行该法的目的是抑制兼并，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

基本内容为：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

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通过这些措施

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

级矛盾。但是也出现了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的问题。

２募役法

王安石实行该法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增加政府财力。其基本内容

为：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

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这些措施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

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是，这些措施对贫苦的农户是沉重的

负担。

３方田均税法

王安石实行该法的目的是平均税负，增加财政收入。其基本内容

为：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贫瘠程度分为

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做到以下三点：一

是纠正无租之地，使良田税重，瘠田税轻；二是对无生产的田地，包

括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等都不征税；三是一县税收总额不

能超过配赋的总额，以求税负的均衡。通过这些措施，政府清丈出大

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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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田均税法的推行，受到豪强阻挠，官吏徇私舞弊，障碍横生。

４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施行该法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其基本内容

为：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财产多少出资兴修水利，

民力不逮时，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这些措施促使水利工程广为修建，

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国家财

力有一定改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兴修水利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

绩考核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５市易法

王安石施行该法的目的是在加强国家对商业控制的同时，获取市

易息钱增加财政收入。其基本内容为：在京师 （后推广到全国各地）

设市易务，商旅有货一时卖不出去者，官为收买，转交市易务所属商

号变卖，卖后向市易务输纳本息；或者市易务自行收蓄，待机转卖。

商人可以用地契、金银等为抵当或结保立状向市易务借钱，每年付十

分之二的利息。这些措施，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

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安石去职，保守派上

台，市易法被废除，以后虽有市易之名，而实际是低价抑买抬价出售

的牟利营业。

６均输法

王安石施行该法的目的是协调供需关系，提高财政收支效率，节

约流通成本，减轻农民的负担，平抑物价，打击大商人的兼并行为。

其基本内容为：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

需要情况，按照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这些措施降低了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

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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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王安石的财税改革措施，确实使北宋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却远远没有达到王安石所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主要表现在：新法没有起到预期的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财政收入没

有获得预期的增加幅度；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

四、王安石财税改革失败的文化原因

制度是社会的制度，是人与人关系的安排，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对

制度的选择也起决定作用。任何一项制度均有其存在并进化的文化基

础，当制度与其文化基础相适应时，制度就能生存和进化；而当制度

与文化不相适应时，制度就会被文化所肢解，文化就会创造出与其相

适应的制度。王安石财税改革之所以失败，其改革措施与当时的文化

不相适应，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１中国 “家天下”的传统文化，影响政府理性财政税收制度的建

立，进而影响政府财政能力的有序改进。在中国传统文化境域内，政

府官僚只唯上，在执行政策时，也只盯着皇帝，对下层民众的利益鲜

有照拂。比如 “募役法”和 “青苗法”的实施，其主观目的是为了促

进生产，增加政府财力，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官僚将搜刮到的财

富的小部分作为税收上缴给国库，更大的部分则进了官僚私人的腰包。

因此，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许多。其残酷性如下：

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

五合，“所取利近一倍”。因此，“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

如此重”，弄得连 “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

问题，更遑谈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 “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

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募役法的危害同样严重。原来不充役的城市坊

郭户和乡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以及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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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按同等人户的 “免役钱”之半，输 “助役钱”。在征收免役助役

钱时，还加收２／１０的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之用。客观上固然打破了

官户、寺院户的特权，但原来由于贫困而免于充役的下等户和客户却

严重增加了负担。连王安石变法的忠诚支持者也承认：募役法中，“言

不便者多下等人”，“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原不充役，今来

一例纳钱，……最为论免役纳钱利害要切之言”。因此，变法的最后结

果是农民的负担增加许多，但是财政收入的增加远远没有满足政府的

需求，变法失败。

２中国重义轻利，漠视产权的文化环境，打击了商人和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抑制了财政收入增长长效机制

的生成。汉初实行抑商政策， “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

之”；汉武帝时期又推行告缗令，使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西汉末的轻重理论要达到 “予之在君，

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目的，并认为 “夫富能夺，贫能

予，乃可为天下”；宋代税法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过往商货，只要官

府认为需要的，就可以无偿截留十分之一，名之曰 “抽税”。在如此恶

劣的营商环境下，商业一直不能得到持续稳定发展，相应的政府税收

一直不能稳定增长。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地产权植根于政治强制制度

化与产权非制度化的体制环境，政府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一系列策略，

在各个历史时期均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缺乏健全发育和体制保障的

社会文化环境，产权的发展是不充分、不独立和不完全的。正如马克

思所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

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

权，虽然存在着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因此，在这

种社会文化环境下，王安石财税改革中的市易法和均输法，其措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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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商人经济活动的抑制，而不是依据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来协调

供需关系，导致改革虽短期见成效，但是长期注定走向失败的结局。

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

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经济效率。而中国传统文化历

来缺乏对产权的关注，产权不清晰的直接后果是管理效率的低下，难

以用改进制度安排来提高效率。

３中国传统社会中漠视公平、平等理念的文化氛围，缺乏对人们

的权利保护。在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只有神宗皇帝一个人才拥有国家

全部的最高赋税权力，所有老百姓，包括依附皇家的官僚集团，都仅

仅是政策的执行者和改革的对象。可想而知，王安石推行的一切财税

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皇权专制的掣肘，都只能是皇权专制体

制内的自我调整，都只能是一些枝节性的技术层面的调整，根本不可

能有什么结构性的、根本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无论王安石财税改

革在目的、内容和形式上如何完善，都会因为漠视公平和人权而难以

实现其预期的变法目标。至多只能达成一些具体的短期的目标，比如

财力的短期提升等。而广大百姓不可能成为变法的最终受益者，反而

会成为那些借着变法名义更加严酷剥削的对象。比如王安石财税改革

中的青苗法、募役法和农田水利法均是如此，改革收到了短期效益，

但是时间一长，农民的负担都回归甚至超过变法前的水平。黄宗羲将

这种现象总结为 “积累莫返之害”，即历史上每搞一次 “并税”改制，

都会催生一次杂派高潮，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

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改革的反面，形成了 “改革，加重农民负担，

再改革，再加重农民负担”的怪圈，后人将这种现象称为 “黄宗羲定

律”。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财税改革尽管在变法初始提升了政府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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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了一定的富国宽民的作用，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域下，其必

然归宿就是走向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皇权

不受节制，私人财产权利得不到制度保障，缺少公平、正义和平等的

社会治理理念。尽管，历史的年轮已经走到了 ２１世纪的今天，但是王

安石的财税思想对于我们国家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也有着极其重要的

史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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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曾耀辉

税票，又叫税收票证，是指与税收相关的收款、减免、查验、核

定和退款等凭证。中国各个时期的税票既是当时的税收专用凭证，又

由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折射出当时的政

治、经济、税收制度状况，反映出税制变革、政权更替和社会发展变

化情况，由此也能探寻税收在政权兴衰中的重要作用和对民生社会演

变的深刻影响。

大清帝国的荣辱兴衰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行进在强国之路上的当

代中国借鉴，其税制变革状况尤其值得关注。中国传统税制在清代走

到最后阶段，清中后期又是近现代税制的发端，其演变过程本身就很

值得研究。通过税票这个窗口，能够较清晰地感知清王朝税制变革的

脉络及其对王朝兴衰的影响。

一、清初税制变革与康乾盛世

明末朝廷入不敷出，税源枯萎，面对空前的财政危机，为平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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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起义与满清铁骑袭扰的内忧外患，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国家机器运转，

走上了对百姓竭泽而渔强征赋税的传统老路。明万历年间建立起的较

为先进的 “一条鞭法”税收制度，在疯狂聚敛当中被彻底打乱，明王

朝走上了穷途末路，最终自食恶果，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和满清政权

的逼迫下，迅速土崩瓦解。从一张契税票证———明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

年）察院契尾 （见图１）中，可窥出当时战乱破败与满清崛起的状况。

图１　明崇祯九年察院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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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这件契尾除年代久远历经沧桑之外，还填补了税收史料的一个空

白。以往历史文献记载，三饷均为田赋加派。而从该契尾可了解到，

明朝末年田赋加收练饷已经加到了老百姓承担的最大限度 （“盖见今日

饷额，如地亩、屯粮、盐课、关税，举无可复增之额”），而且在契税

中也加派了练饷，且为筹集军饷还提高契税税负百分之五十，以多收

契税二十万两弥补军饷缺额。

契尾一般由各省布政使司刻印颁发，可这张契尾则由巡按应天察

院颁发。察院是一个执法机构，本不担负收税职责。但在危机重重的

明朝末年，朝廷为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改由都察院直接过问税事，各

省察院专责印发契尾，严格稽查，以堵塞偷、隐、挪、移税漏洞，而

且采取的一系列发放、填开、收缴、处罚措施环环紧扣，十分严密。

违者轻则补税罚款，重则没收田产。可见，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铁骑

的威胁与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繁苛重敛使原本较完备的税收制度变成了一架需索无度的机器，

抽干了百姓的血汗。搜刮和中饱私囊的沉重负担都压在百姓身上，广

大百姓最终无法忍受苛重的赋税，只好流亡外地 “趁食”，很快，流民

大军发展到 ６００万之众，占全国人口八分之一，不少地区 “十室九

空”。“米价涌贵，一餐难办。木实草根，抉削几遍，冻饿交加，死亡

过半，鬻妻卖妻，纷纷攘乱，骨肉生分，涕零如霰，安上门图，反今

再见，饥寒迫身，人心思变。”? 百姓的日子如油煎火灼，不造反求生

不得。最后大明王朝这条庞大的破船被逼上绝路的造反者和强悍的满

清铁骑凿得千疮百孔，无奈地沉没于历史的瀚海深处。

清初是历史上税收变革的重要时期，满清政权持续推动税制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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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三饷等加派收买人心，改进税收管理以保证国家机器财力需求，

推行较完善的 “一条鞭法”和 “摊丁入亩”，税收管理上实行 “粮长

制”和 “联保联坐制”。图２为清顺治元年十户联保地粮税票，从中可

看出，清初实行的是 “联保连坐”税收制度。

图２　清顺治元年十户联保地粮税票

清初中期，政府通过充分运用税收这个利器，蠲免赋税，鼓励垦

荒，促使经济恢复和发展与税收稳定增长，帮助其从一个数百人的部

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战胜明王朝、农民起义军、吴三桂叛军等各方

势力，在战乱破败的旧山河上确立和强化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并使

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经济社会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这从

０５１



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当时的税收票证当中能够充分得到印证。清初由于实行修生养息的财

税、垦荒等政策，经济逐渐复苏，工商业不断发展，同时也催生货物

税系统快速发达。

图３为清康熙四十四年 （１７０５年）遵照，从中可以看出开垦荒地

免税六年。

图３　清康熙四十四年遵照

图４为清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吊贴。吊帖是将一户的农业税粮调

入另一牵头纳税户 （即粮长）的凭证，粮长负责所属纳税户的税粮缴

纳。这份吊帖很长，说明该户是大地主，应税土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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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清雍正七年吊贴
图５为清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年）安徽歙县收税票、推税票与业户执

照三联票。推税票和割税票是土地转让双方农业税纳税义务转移证明，

业户执照是交税凭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税收监控比对制度已经

较为严密。

图５　清乾隆元年安徽歙县收税票、推税票与业务执照三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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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二、清中期税赋加征与政权衰败

乾隆后期，大清王朝走到鼎盛之时，也逐渐显现衰败迹象。由于

乾隆时期从事统一国家的战争，连年用兵，再加上朝廷上下奢靡之风

开始盛行，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于是加征旧税，百姓负担随之越来越

重。图６为清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分别盖红色和蓝色官印的契尾。该

年乾隆太上皇驾崩，故盖蓝官印，这张税收票证可折射出当时那段权

力更替的历史变故。

图６　清嘉庆四年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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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逼民反，清嘉庆以后反抗满清和官府的起义与骚乱逐渐增多，

清剿民变靡费剧增，使朝廷不得不更加重旧税和捐纳，并开征新税，

图７为清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年）一个山西人花 １４４两银捐得监生 （在国

子监肄业的门徒，清嘉庆后未得科举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

捐取得监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国子监读书）而取得的户部捐官执照。

　　

　　　　　图７　清嘉庆九年户部捐官执照 图８　清嘉庆二十一年摊派杂捐执照

图８为清嘉庆二十一年 （１８１６年）重修县衙向百姓摊派杂捐的

执照。

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自然经济遭受破坏，田赋大幅加征更迫使自

耕农不堪重负，大量破产变为雇农或城市贫民。而城市贫民则大部分

成为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廉价劳动力，客观上又助推了中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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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税收制度也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由以田

赋为主逐步转向以工商税收为主，即中国运行数千年的以农业税为主

体的传统税制开始向以工商税为主体的现代税制演变，这一时期盐、

茶、厘、关等工商税种的票证实物出现得越来越多，从图 ９中可看出，

清同治年间浙江已专门成立盐茶牙厘总局征收工商税。

图９　清同治年间茶捐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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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末苛征及税改与社会嬗变

清末，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签订多个屈辱的城下之盟，

并倾销机器大生产制造出的廉价工业品冲击中国市场，使中国逐步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赔款数越来越多，且造成为凑赔款和镇

压民众起义而横征暴敛的恶性循环。为聚敛，清政府不仅加征田赋，

还将厘金任意开征而迅速成为第一大恶税，甚至开征鸦片税，鸦片抽

税后任其售卖，荼毒国人。图 １０为清光绪年间湖南吉局落地膏捐印

花。膏捐即鸦片捐，清末规定鸦片只要交了税就发给印花贴于烟箱之

上，鸦片即可自由销售，以致鸦片泛滥，害人无数。

图１０　清光绪年间湖南吉局落地膏捐印花

６５１



从税票中品读清王朝兴衰

而且，清末海关和关税也逐渐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丧失了税收

管理自主权。尽管清朝统治者和知识阶层也试图西学东渐，变法图存，

实行宪政，并在税收制度上试行改革，希冀推动传统税制向现代税制

加速转变，但积重难返，阻力重重。清末税收制度与整个社会一样半

殖民地半封建特征愈加明显，成为大清帝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图

１１为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盖多个税卡印的洋庄落地税照，每过一卡

必须纳一道厘金税。

图１１　清光绪七年洋庄落地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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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为清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江南徽州府歙县上下忙执照。

其上红盖 “另加捐赔款”等字样，反映了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现实。

图１２　清光绪二十八年江南徽州府歙县上下忙执照

四、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

沿着税票映射出的清代税收制度演变路径可以看出，税制变革对

清代政权兴衰和社会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既是国家中兴的重要因素，

也是政权衰亡的强力推手，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与借鉴，并给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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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下启示：税制变革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利于经济和

社会复苏的税制变革促进政权稳固和国家繁荣；税收苛重对政权贻害

无穷，不仅引起广大民众愤恨和激烈反抗，还摧残经济，枯萎税源，

最终国家财力无着，走向败亡；税收制度必须平稳运行，才能真正对

政权起到良好的财力支撑作用；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的税收制

度应按照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建立健全有利

于科学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筹集收入、调控经

济和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

曾耀辉：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 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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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马长伟　徐　艺

晚清以来，国人被迫放眼世界，从最初的 “师夷长技以治夷”到

“清末新政”，从器物阶段的学习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推动了现代国家

制度在中国落根发芽。“毫无疑问，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

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

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

社会及经济的控制。”? 然而，晚清中国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

是国家收入不敷开支之用，政府不断加大税捐的征收，采用 “税负休

克疗法”来拯救财政危机；一方面是广大人民揭竿而起，抗征抗捐，

不断动摇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控制力及政府的合法性，并由此引发政府

及国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思考。庚子赔款的摊赔以及由其引起的一系

列问题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

１９０１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 《辛丑条约》，承认本息９８亿两的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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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赔款。这是晚清时期中国人民承受的巨额外债。清政府为了筹集资金，

采取 “税负休克疗法”，强令各省摊派赔款。赔款伊始，各省加捐加税

搜刮民财，民众抗捐和抗争镑亏的运动此起彼伏。国民自发的抗捐斗

争在庚子赔款始末持续不断，虽然这种斗争还没上升到革命层面，没

有直接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但在民众斗争力量强势发展过程中却孕育

了革命力量，引发了国人对税收制度的思考，后继王朝也逐步变革了

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学者们关于庚子赔款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然

多局限于赔款的来源以及经济层面的探讨，很少涉及民众在其中发挥

的作用，更没有研究庚子赔款摊赔对现代国家制度变革带来的影响。

笔者不揣浅陋，希望对此问题有所申论，并就教于方家。

一、摊赔庚子赔款和镑亏

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与英、美、法、日、俄、德等 １１个国家签

订了 《辛丑条约》。其中第６款规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 ４５０兆两。此

４５０兆两按年息４厘，正本由中国分３９年清还。? 此项赔款本息合计共

９８亿余两，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每年应摊还 １８００余万两，自 １９０２年起

头三年另加赔款缓期半年的利息 ３００多万两，到 １９１１年每年摊还数目

增至２２５６余万两。? 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１９０３年赤字

高达３０００余万两，此后，清政府债务严重，一直到 １９１１年灭亡之前

仍是如此。

自甲午战后，清政府向各省摊派的种种赔款和借款已达２０００多万

两，各省支出巨大，负担沉重，库存支绌，财政枯竭 （见表 １）。以湖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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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卷１２。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南为例：每年原派银７０万两，每月应解银 ５８３３３两 ３钱 ３分。此外，

奉拨加复俸饷、旗兵解饷、加赠东北边防经费漕折等项，按月应解银

２５３３３两３钱３分，连前共银８３６６６两６钱６分。? 浙江巡抚余联沅曾

在奏折中详述浙省民穷财尽情形：“浙江宁波一关，自光绪二十五年１２

月至二十六年 ７月止，四结期满，仅征银 ６８万两，而开销税务司薪俸

１２８０００两，又北卡局洋人薪水２４０００两，奉拨京饷１０万两，内务府２万

两，常税京饷 ２万两，加放俸饷 ２万两，四国洋款 ２０万两，共需银

８３３０００余两，已不敷１５万两。虽洋税由杭关协解，而本省旗绿各营俸饷

１０万两，防营１０万两，拨补浙东厘金１０万两，以及正税项下应拨南北

洋四成防费，与一成半出使经费，均归无着，统计积欠已逾百万。”?

表 １ 各省关各期摊解款额比较表 单位：万两

各期摊解额 各省摊解总额 各关摊解总额 合计 各期摊解额比重 （％）

甲午以前摊解额

甲午至庚子摊解额

庚子赔款摊解额

庚款以后常年共摊额

１０１７００

１７６１１０

２３８２７１

５１６０８１

３５９００

７３８００

４６３１２

１５６０１２

１３７６００

２４９９１０

２８４５８３

６７２０９３

２０５

３７２

４２３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

会论文集》（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巨额的庚子赔款，中国每年要付出的海关银数相当于和约签订时

清政府全国总收入的１／５，中国政府根本难以支撑。? 而当时海关税每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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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１９０２年４月３０日。
《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４６。
刘稚旖：《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始末》。



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年约收２０００多万两，除用作海关费、驻外使馆费等４００万两外，余数

仅能抵偿旧借外债每年应付的本息。? 和约签订后，清政府即表示和约

既成，赔款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为此清政府决定从两

方面着手筹措，一方面政府紧缩开支，令户部将各省、关应解部的加放

俸饷、加复俸饷、加拨边防经费、漕折等项抵拨赔款，每年计得银

３８９３３００两。? 一方面强迫各省分摊１８８０万两 （见表２）。除了庚子赔款

全国人民共同分摊外，各省、府、州、县还要负担地方上的教案赔款。

这种赔款各省都有，总计高达１８００余万两。各省 “多者二三百万两，少

者数十万，即不闹教省份，摊直隶教案赔款亦二三十万至十数万”。?

表 ２ 各省分摊庚子赔款、镑亏数额表 单位：万库平两

省份 庚款分摊额 镑亏分摊额 省份 庚款分摊额 镑亏分摊额

江苏
广东
直隶
山西
湖北
安徽
陕西
浙江
广西
贵州

２５０
２００
８０
９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４０
３０
２０

８０
７０
５０
６０
９０
５０
０
７０
０
０

四川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南
福建
甘肃
新疆
云南
合计

２２０
１４０
９０
９０
７０
８０
３０
４０
３０
１８８０

７０
８０
６０
５０
６０
５０
０
０
０
８４０

资料来源：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３

卷第２期，１９３５年。

而各省督抚对朝廷的这一措施也多有怨言。余联沅在奏折中写道：

３６１

?

?

?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中国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王树槐：《庚子赔款》。

《光绪财政通纂》卷１。



“洋款摊派，罗掘具穷，每一念之，兴嗟仰屋，而到处民穷财尽，真有

不可终日之势。”? 光绪二十七年 ４月初 ６直隶总督奏： “通省赔款甚

重，司局帑藏已空，无从筹集，州县就地摊派，亦迫于势之无可奈何。

办理教民赔款，按亩派捐，颇滋民怨。? ４月初７闽督许应
%

致总署电：

“筹款一事，闽省岁入不过２２０万左右，解款一切须 ２５０万左右，而本

省开销，尚不在此内，十分竭蹶。现惟有裁兵一法，岁可得 １０万，杯

水车薪无济于事。”?

由以上可见各省财政困难，督抚凑款之难。江南富庶之地尚且如

此，其他贫瘠省份更是可见一斑。 《辛丑条约》签订后，新疆岁认赔

４０万两，巡抚饶应
&

只好奏请复开征华商货税，遂于天山南北两路设

立总、分各税局，厘定税则，颁布通告。俄商免税，而独征华商货税

之局面重开。?

然而，在清廷按照条约开始偿付庚子赔款之后，因汇率变动，列

强提出了镑亏问题，而且要求清朝增付镑亏。所谓镑亏是指：清朝以

银两对外国支付赔款时，因英镑汇价上涨所造成的亏损。《辛丑条约》

规定的赔款数额是按照海关两市价换算的，而当时签约各国大都采用

金本位
'

由于当时世界市场上金价日涨，银价日跌，以中国的银两兑

付外国金币就要发生亏损。订约时 （１９０１年）每英镑合关平银 ６６６

两，１９０４年涨至７５两以上，两者的差额就是镑亏。

各国感觉继续按银数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坚持赔款本是金款。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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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４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同?。

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中国海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后各国驻京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未付之款统统改为付给金款，

且以前所付之款必须偿付镑亏。清政府在列强压迫下被迫屈从。１９０７

年７月２日，清政府与各关系国确定：“允认和约第６款所载４５０兆两，

既以为金款，则中国欠各国之每关平银一两，应还者当为一两之各国

金款。１９０５年１月初 １日以前，中国因用银款付还，以致亏欠。现拟

以和约关平银８００万两之总款一律清还。”?

清政府面对列强需索，噤不敢言，表面上装出 “何忍竭百姓之脂

膏，以供列邦之携取”? 的样子，可是，事实上为了 “结与国的欢

心”，决心 “竭百姓之脂膏”。一换文，立即命令各省、各关摊解来

承担。?

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日，清政府曾颁发上谕：“此次赔款载在条约，必

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迁延，致失大信。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务须

遵照全权户部会议办法，竭力筹措，源源拨解，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

欠，致生枝节。倘或因循贻误，定惟该将军督抚等是问，懔之慎之。”?

对此，地方官员不得不想各种办法凑数解款。

二、“税负休克疗法”及其引发的民众抗争

面对朝廷的批示，户部定制筹措偿还赔款及各省分摊之办法：“自

派定后，应按臣部单开办法速筹。倘各条与各省未能相宜，自可量为

变通，另行筹措。惟必须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迟期延误，惟该

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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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
版。

《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８５。
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５期。
《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５０。



督抚是问。”? 朝廷的这一举措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财政大权正

式下放到了地方。太平天国期间，各省曾以预防太平军为由，截留田

赋习以为常。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地方官员拥军多，权势重，朝廷威

望下降，许多财权由中央转移到地方督抚手中。而进入 ２０世纪以后，

为了偿还外债，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吏想尽办法筹款，默许了财权的下

移，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二是地方官员可以不择手段筹款。

朝廷要求各省可以 “因时制宜”， “另行筹措”，只是要确保 “凑足分

派之数，如期汇解”。无论朝廷分摊给各省多少赔款数额，无非取之于

民，所以尽管财政困难，各省督抚依然要千方百计，专凑赔款。这就

促成了 “税负休克疗法”的出现。

按照陈志武教授的定义，“税负休克疗法”是指通过当年加税来解

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间分摊，其

最大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 尽管庚子赔款

分３９年还清，但是每年的偿还额对财政枯竭的清廷依然是个巨大的负

担。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他外债，清政府在１９０２年以后每年要付４７００

余万两白银，这相当于１９０３年财政收入的４４７％。而且，１９０３年清朝

的实际财政赤字约３０００万两，占财政收入的２８６％。?

各省每年要摊付２３８２７１万两的庚子赔款，而且清政府允许地方

想尽办法筹款，地方自然想出各种筹款渠道，而最主要的就是增加捐

税的征收。如光绪二十八年３月任道奏：“赔款按月提解，筹备不容

稍延，数月以来，办理已粗有端倪。今将各捐大致情形分别陈之。一

曰粮捐：无论新旧，一律按照实征之数，每两加钱 ３００文，随粮带征。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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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７１。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同?。



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一曰盐斤加价：按现官价值，每斤加钱 ４文。一曰盐引加课：按照行

销引数，每引由商加课银四钱，随掣带缴。一曰房捐：各属城乡市镇，

凡系铺户引店所居房屋，于诸月租值十成内捐钱一成。一曰膏捐：各

属城乡市镇，无论土店烟铺，售膏一两，收捐钱 ２０文。一曰酒捐：查

明酿酒缸数，再以缸计坛，给以印花执照，每年酿至五十缸者，缴纳

照费洋十元。以上六项皆查照部章。此外如钱铺、典当、牙帖、契税，

现?饬司分别筹办。”?

再如光绪二十八年６月丁振铎奏：“广西省此次奉派新约赔款每年

３０万两，加以补平补色汇费各项，共需银３４万余两。数巨期迫，事关

大局。筹款之法房捐、亩捐等事，富庶之地当可举行，若施之民贫盗

炽之广西，诚恐有不逮。近年司局垫付边饷，常年经费不敷甚巨，加

以盗贼充斥，商民皆困，筹款之事，实较各省为尤难。”? 故而他在奏

折中建议以下筹款方式：一官捐，一糖酒油领帖，一浔税改章，一整

顿税契，一增改厘税，一闱姓各赌承充公司。而山东、直隶等地还专

设 “筹款局”办理此事。

总的来看各省筹款的形式主要有增加捐税、提拔、裁节和借款垫

付，且第一个是最为普遍的措施。增加税捐主要有加价和新设税捐两

种形式，加价主要有盐斤加价和丁课加捐等。? 盐课盐厘是清政府仅次

于田赋的另一项重要收入，因此，清政府几乎每次筹款都没有放过盐

斤加价这条门路。盐斤加价计有两种：一种是户部统一规定的加价，

另一种是某些省份的自行加价。户部筹款办法的第 ７条规定，各省盐

斤一律每斤加价４文。按此规定，各省都被额定一个庞大的摊派数目，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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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朝东华录》卷５。
同?。

马陵合：《晚清外债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如直隶全年缴银 ４６万两，河南 ２４万两 （每年实收竟达 ４０余万两），

湖南１９１０年的收数是３０多万两。有些省份于统一加价外又自行加价，

如湖南摊派每斤 “报效口捐”４文，１９１０年全省收数达 ９３万余两；江

西赣、南、宁等三处粤盐，每斤加 “口捐”１０文；河南也将芦、潞、

淮、东四处引盐每斤一律再加４文，每年收银４０万两。?

其他新设税捐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捐。“国家帑藏空矣，偿款急

矣，臣仰屋吁嗟，不得已而筹及加税，加税不足复筹及烟酒糖捐，烟

酒糖捐不足甚且捐及住户铺房，以资补助。”? 江苏省开办房捐， “苏

省拟先就市房收起，凡月租洋银 １０元者，收取 １元 ５角，一俟办有成

效，再行议及住房”?。广州仿效长江船钞成法拟收船钞。? 江苏开办

烟膏捐以济度支所不足，而鄂省督抚二宪以库款支绌异常，无从罗掘，

因亦拟捐烟膏。金陵小车起捐，领照上路。? 广东开征粮捐，“论旨筹

款开办按粮劝捐，每完粮银１两带抽捐款 ３钱”。此外广州府属各县沙

田开办沙捐章程，每亩缴沙捐银２钱。? 因新定赔款数巨，江西全省土

药统捐总局捐土药。? 个别省份甚至捐及雇以代步的牲口：苏州府忽定

新章，每头驴、马收洋银 ２角，给予凭照一纸始准出赁与人，随派出

巡勇四名在各处轮流巡缉。? 凡此种种可谓无物不捐，王树槐先生概括

为七大项：田赋附捐；盐捐；营业税；货物税；契税；撙节及挪用，

裁兵节饷、停发世俸、酌提盈余、清理漕费、官员报效、撙节；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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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祥：“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剥削”，《历史教学》，１９６２年第６期。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３日。
《申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申报》，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５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２月２１日。
《申报》，１９０１年２月２４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３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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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各省摊派的财源中，其中盐捐 ２７４１％，货物捐 ２２１０％，田赋附

捐 ２０５３％， 营 业 税 ８７％， 契 税 ５７５％， 其 他 １７３％， 撙

节１３８％。?

再看从田赋上增加的名目：皖省地丁银向例每两折制钱 ２００文，

迨陈六舟中丞绾抚篆时，每两减征钱 １００文，奏明在案。兹者筹议总

局因赔款难酬，仿照江西省定章，每两加征钱３００文，除前者所减 １００

文仍循旧惯例外，每两实加钱２００文。? 如此一来除了规复旧价外，还

加征了赋税。其他省份加征：福建丁漕每两加征 ４００文 “随粮捐”；浙

江丁漕每两加征３００文 “粮捐”；江西地丁每两加征 １００文，漕粮每石

征１６０文，叫 “按粮捐输”；四川每年征收亩捐１００万两，称为 “赔款

新捐”；江苏于１９０８年加征 “赔款钱”。

清政府因筹还庚子赔款而进行的苛捐摊派极其繁杂，其中有朝廷

统一下令举办的，有省府州县各自举办的，还有各级地方官吏巧立名

目暗地举办的。摊派、加捐制度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索取捐款，

广大民众承受的压榨无以复加。陕西甚至 “因庚子赔款 ６０万金全数加

入地丁，丁粮愈重，百姓久已敝困，民力愈形不支……渭北各州县人

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

耕种者”?。１９０４年，清廷曾公开承认： “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

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又

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税负休克疗法”造成捐赋之重，可

见一斑，在此情况下出现民众的抗争也就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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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槐：《庚子赔款》。

《申报》，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３日。
《华字汇报》，１９０６年９月１１日。
《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



自１９００年国事日非，以一妇人之昏聩，数廷臣之无知，仇杀外

人，激此大变，而使全国人民均蒙其祸，惟担负此赔款者乃全体人民

及其后嗣也。? 以房捐论：“若一加租则名虽捐于业户，而其实则仍捐

之租户也。租户即心有不愿，一则安土重迁，二则各处皆有房捐，各

业户皆须加租，断无便宜之房可赁。其不能不加者亦意中事也。况租

户既开店铺，租金虽大仍可加之货物，收众之利以为抵制，是则房捐

虽捐之一家，而不知仍捐之众人也。”? 摊派是清政府拼凑庚子赔款和

解决一切财政困难的手段，也是地方官吏向人民进行勒索的重要门

路。? 如此以来，不但地方上财政混乱，也造成地方官吏欺上瞒下，鱼

肉乡里。

光绪二十七年５月２４日内阁中书许枋 “奏治在安民政惟除弊折”

道：“昌平派银１８万，深州 ３０万，任邱 ３５万，延庆 １３万，其他不知

确数。似此巨款，即使民力全盛，亦属不支，况迭经灾乱之余，更何

从出？今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无辜受累，谁肯

甘心？况一家辄派至数千金，数百金，又乌能从容取给乎？不但此也，

如一县派捐１万，地方官断不止派 １万，加以差役、里胥之需索骚扰，

刁绅、劣董之抑勒侵吞，纵不倍捐，必且增半。即如延庆之 １３万，臣

闻该州士民言，已派至２０余万。此一定之理与势，度非虚言。”?

这样巨大的负担全部压在从事生产的农工身上，加之地方官员的

夺取，致使人民生活日益穷苦，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巨额债务还要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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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０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２日。
刘克祥：“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剥削”，《历史教学》，１９６２年第６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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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孙摊款纳捐，是以民众自发抗争捐赋，抵制摊付的斗争在各地兴

起。抗不缴纳者亦时有所闻。? 民众的抗争运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前期的抗捐罢市斗争

如光绪二十八年正月１１日安徽芜湖烟馆商人罢市，反对灯膏捐。?

１５日芜湖肉店８０余家罢市，抗肉捐。? １９日，徐海一带为抗缴房捐罢

市。? 龚书铎、陈桂英通过对军机处档案资料的研究，发现人民群众的

反抗斗争除去西北、福建等地区在奏折中反映较少外，其他各省都是

非常普遍。然而，抗捐罢市并不能有效阻止地方上滥征苛捐杂税，此

后，这股强烈的斗争火焰，迅速地在全国蔓延，并不断地升级。

（二）直接对抗政府的武力斗争

许枋在奏折中还提到： “顺、直各州县焚毁教堂、戕害教民地方，

经督臣饬令民间捐款赔偿，共派银一千余万两。而深州、枣强等处，

现在一律团练，聚众二十五六万人，抗不承捐。臣查各处之团练聚众

也，实因派捐太多，民不堪命，乃相约团练。”? 甚至民间相约， “派

银无银，派钱无钱，只有一家一命，要时同去”?。

光绪二十八年 １月，直隶广宗县人民以景廷宾为首，反抗摊派

《辛丑条约》赔款，２４日在东召村聚众，抗击来袭的大名、正定两部

清军，是时兵无纪律，焚掠极惨，姑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起义

军称地方官为狗官，呼官兵为贼兵，树 “扫清灭洋”旗帜，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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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１９０２年２月１８日。
《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５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９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光绪二十七年记名总署章京内阁中书许枋折，转引自：龚书铎、陈桂英： “从清军机处

档案看辛亥革命前群众的反抗斗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６１年第３期。



附近邢台、巨鹿、唐山 （今隆尧县）、内邱、新河、平乡等县人民纷纷

响应。?

同年山西高平县民聚众抗捐塞署，“拳匪滋乱之后，山西省筹划大

案教案各赔款，为数颇巨，无非就地筹办，取于荐绅富室者曰善后绅

富捐；取于小民者曰地亩捐……经议定将绅富捐摊派各里，上里派钱

３５０千，中里２５０千，下里 １５０千。亩捐之外，后派此捐，小民力薄，

遂起怨声。约会抗捐，聚众至１０００余人，填塞公局，逼迫县官出给免

捐印谕”?。

同年２月初８，河南泌阳县高店等处乡民因抗摊教案赔款，起意滋

事，焚烧楚洼、乌金沟等处教堂，杀害教民多名，并围攻县城。?

２月２５日，浙江宁波附近农民暴动，起因于游勇失业、米价昂贵、

增加苛捐杂税以筹赔款。?

５月初３，福建仙游县摊派赔款，知县勒令３／１０收粮捐、房捐、铺

捐，商人罢市。又规定凡土产货物不由铺户买卖者，亦一律起捐，甚

至加倍抽收，民间啧有烦言。农民两三千人进城示威，烧毁捐局，又

焚烧绅士、户胥２０余家。?

当时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四川、

云南、贵州等省尤为突出，几乎全省 “遍地皆匪”。对于民众的武力反

抗活动，一向对外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极其凶狠。时任直隶总督袁

世凯奏准出兵镇压广宗县起义，官军先后剿灭 ３０余村，死伤人数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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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宗县志》卷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版。
同?。

《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３月４日。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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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其地无不荒凉，数县之地，耕农俱废。其他地方的民众斗争也

接连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但是斗争的烈火已经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三）民众在反清、仇教的同时也直接和列强做着斗争

近代中国海关从１８６１年在总理衙门的统辖下便开始逐步沦为列强

的侵略工具。从整个外交形势来看，总税务司更是充当了 “业余外交”

的职能，然而每次对外交涉的结果，总是丧失一批权益。《辛丑条约》

４５亿两的庚子赔款，不但把海关洋税大量抵押了，甚至连通商口岸

５０里内的常税也充当了抵押品，并将各口 ５０里内的常关划归海关管

辖，当时海关权势可谓登峰造极了。清政府海关权利尽失，关税税率

不能自主调节，内地税收也受制于洋人。海关根本无从保护国内产业，

人民多有怨言。总税务司赫德竟无视与此，还为寻找赔款的财源而充

当清政府搜刮人民的谋士。１９０４年赫德向光绪帝提议，“按里计亩，按

亩计赋，令每亩完钱 ２００文”以筹措赔款。这种荒谬的计算法，就是

将中国境内所有的长江大河、深山穷谷，及一切沙滩斥卤、不毛之乡、

不食之地，以及城郭村落、道路沟渠，概做可耕之地。? 负担沉重的中

国人民要承受庞大的赔款和莫大的耻辱，致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强，

这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激情，增强了各阶层的民族意识，从而反对列强

统治海关的斗争情绪也逐步高涨。

早在１９０２年 “九江关自上年 １０月暂归税司代征抵偿款，闻当新

旧交接之际，众情汹汹，几肇事故”?。１９０５年８月３０日由于税务司对

接管后的厦门常关进行全面整顿，大量裁员减薪、修订税则、提高税

率，制订对商民的苛罚条例，以及关员中饱私囊等，引起商民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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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６３。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３９７０号。



是日，商民冲击新关，捣毁理船厅，毁坏总巡公事房，捣碎海关舢板

多只。税务司下令开枪，打死商民 ５人，击伤数人，并动用英国水兵

６０名登陆解围。其后，厦门人民以罢港、罢市开展斗争，持续 ５天。９

月４日，迫于商民的压力和福州将军崇善的干预，“闹关事件”终以修

订厦门常关税则和规章、改革罚办制度、调离被控关员和撤换署税务

司嘉兰贝 （ＰＭＧｄｅＧａｌｅｍｂｅｒｔ）而告结束。?

三、清政府的任务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虽然换取了列强对她的统治的支持，但是

民心尽失。“夫房捐一事有损于民，固不可捐纳；而断不敢有所抗违，

若以小民为懦而可欺，任情刻剥，则头会箕敛，民虽莫敢奈何，而损

国体失人心，患必有不可胜言者。”? 更有舆论指出： “徐海一带目前

已因铺捐而有罢市情节，则吾所谓扰民者不已，早有所见端，且况乎

委员四处，贪廉不齐，纵不能上下其手，以饱私囊，而挨户清查，闾

里惊恐是亦所谓扰民者也。扰之则民不得安，民不得安则将生乱。”?

果不其然，走投无路的民众只好起来与政府与列强斗争。在民众斗争

的推动下，晚清政府有两大任务：一是从农村社会榨取更多收入，以

便支付西方列强所索取的巨额赔款；二是仿照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从而使清王朝能够起死回生。? 而这两者都要求处理地方上征收税捐问

题，即解决财政上 “税负休克疗法”带来的影响，以体恤民情，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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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修福：《中国近代海关史大事记》，中国海关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７日。
《申报》，１９０２年１月３１日。
孔飞力提出这两个任务是在义和团叛乱期间，笔者认为战乱期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平

叛，是维护统治。而战后才凸显出解决税收和改革政体的问题来。见 ［美］孔飞力著，陈兼、陈

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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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

首先是地方大员奏请减免摊赔、免除杂捐。光绪二十八年 ７月

（湖南）俞廉三奏：“现在新增偿款，为数更多，且需常年摊解，势不

得不取之民间。惟念大局甫定，自以培护元气固结民心为本，断难再

加削，致生他衅。”? 张之洞等各省督抚等致枢垣，各省分派赔款为

数过巨请减免四成以纾民力电： “各省分派赔款为数过巨，筹措万难。

方今民生困穷，商业凋弊，经去年之变，各省商民元气大伤，种种筹

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括，民力既不能

堪，赔款仍必贻误。”又指出：“无论如何，筹加筹捐，无非取之于民。

当此时势，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尽力以搜刮

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朝廷，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否

则商挂洋旗，民入教堂，国势何由固结。之洞等渥承厚恩，分膺疆寄，

若因筹赔款之故，以致稍生事端，罪戾滋重。若百事俱废，专凑赔款，

将兴学练兵，农工商务，一切养民治民卫民之自强要政，概行搁置不

办，则民心日涣，士心日离，国势日微，外侮日甚，内乱将作，大局

亦必难支。”故而 “拟吁恳圣恩俯念民生困苦，巨款难筹，准将各省赔

款减免四成，将上项所指加增裁省之款凑足，上半年只解一成，下半

年解五成”?。

其次是惩处增收苛捐而致民变的官员。广宗县民众抗捐激变，以

致酿成兵祸，浙江道监察御史王金熔奏广宗知县擅捐激变请旨治罪折：

“为官者当此民穷财尽，宜如何仰体朝廷德意，极力抚循。乃辄子派

捐，致奸民乘机而煽乱，良民亦从逆而抗官，生灵涂炭，村落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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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近数十年来未有之奇变，可谓寒心者也。”然而他也为朝廷开脱责

任：“夫派捐无罪，擅自派捐有罪。擅自派捐致物议之沸腾，其罪小；

物议沸腾，随聚众而作乱，其罪大。盖乱由于捐，捐由于擅。广宗之

擅捐起与魏祖德，则魏祖德不得辞其咎。然又有谓广宗捐项，系另有

委员经理，魏祖德不得自专者。而臣则谓无论何案，皆必有起意之人。

此案之起意擅捐，如系委员，则委员为罪魁；如系魏祖德，则魏祖德

为罪魁，似未便仅以革职了事。相应请旨饬下袁世凯，研究起意擅捐

之人，有无侵蚀入已？并物议沸腾，何以尚不停捐，致激变乱？详细

录取确供，按律治以应得之罪，请旨定夺，以为偾事者戒，庶儆官邪

以弭隐患，而广宗之乱不至再见于他处，则小民之幸，亦国家之福

也……广宗之祸愈惨，则擅捐激变者之罪愈不容宽矣。”?

面对如此危难局势，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朝廷惩处了一

批收捐而致民变的官员，而且地方上对捐款事宜也作出了相应调整。

如１９０２年３月１４日，因皖民罢市抗捐，保甲局员查悉情形白诸上台，

拟酌量减少。? １９０５年５月６日准食牛减捐，由沪道禀请南洋大臣，各

卡各减去钱３００文，每牛一头共收捐钱１８００文。?

最后是提出新政。人民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清王朝确实难以统

治下去。慈禧太后不能不作出变法自强的新姿态，借以缓和人民的反

抗情绪，维护她的统治。她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头三年，就施行了 “新

政”。如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创办工业；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提

倡出国留学；改革军制，即逐渐裁撤旧式的绿营、防勇，组成新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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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队。其中财政方面是，１９０６年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原户部所设 “以省

名司”的１４个清吏司，重新厘定，改为 “以事名司”，分别执掌田赋、

漕仓、税课、管榷、通阜、库藏、廉俸、军饷、制用、会计等工作，

各司职能更明晰。同时，改奏销制度为预决算制度，更接近现代财政

管理模式。

除练兵之外，清王朝的 “新政”推行于各省的，主要有设巡警、

兴学校和办自治三项。? 由于这些新政是新创办的，经费需要重新筹

措，于是新的苛捐杂税纷纷兴起。在 《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

的赔债负担下，人民已经难以生存，再加各省筹办新军、巡警、学务、

自治等等而采取的横征暴敛，民众的自发斗争依然持续发展。这些

“新政”客观上起到了 “种瓜得豆”的效果。

四、财税体制的改革与思考

义和团运动失败了，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是朝

廷和地方官员逐步把民众推上绝境，一方面是全国民众持续不断进行

抗拒摊付庚款、抗捐抗税的斗争。官民双方的博弈直接影响着清朝的

财政和政权的存亡，同时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故而从辛丑到

辛亥，围绕庚款摊赔问题双方的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税负休克疗法”短时间内凑集了还债所需的收入，但是却带来了

民众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合法性的质疑。辛亥革命前，广西农民反抗赔

款摊派斗争猛烈发展，首先停付了解送赔款，接着云南也停解。随后

各省抗击庚款的运动日益激烈，并相继停止解款，原度支部所指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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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认解，因而后情形不同，“经外交部商准各国公使，所有洋债均归总

税务司通盘筹划照案，统由海关税项内拨付。至于海关五十里内所征

之正杂各税款，专系指抵庚子赔款，除提交一成关用经费外，其余九

成概须提付偿款，不得另付他项”?。至此在列强的干预下，庚款逐步

改用关税赔付。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政府土崩瓦解，各地抗交庚

款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各省解款停止。至此，国民自发的抗摊斗争终

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虽然抗捐抗税的斗争一般来说还是旧式的、自发性的，甚至许多

都是单独进行的，故而也谈不到革命的层面，但是这些由抗捐而反清，

继而仇恨洋人洋教，甚至反对其对海关的统治，说明国民自发斗争具

有反帝反封建的特点。从义和团 “扶清灭洋”到抗摊抗捐的国民提出

“扫清灭洋”，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国民的斗争意识增强，资产

阶级革命力量在逐步壮大。太平天国起义 ３０余年之后义和团运动兴

起，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到辛亥革命爆发仅仅 １０年的时间，这 １０年间

国民斗争起到的推动和传承作用不言而喻。这些发自底层的反帝反封

建斗争没能阻止庚子赔款的赔付?，但是给予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

击，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严重和人民群众斗争情绪的蓬勃高涨。

同时它深化了人民群众对没落王朝的认识，推动了革命意识的传播，

促进了革命团体的兴起，为巨大政治变革的到来奠定了群众基础。更

为重要的是，“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推动了官方对财政危机处理办

法的改进，推动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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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第一，各地开始实行举借内债以挽救财政的措施。２０世纪初年各

省官银号就开始为财政危难中的地方政府举借内债，开辟新的财源。

１９０５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本省财政拮据， “舍贷款外，别无良

策，今欲开募债票，宜公家严守信实，变本省筹款岁可得银 １２０万两，

计可贷公债银 ４８０万两。第一年按七厘付息，逐年增加一厘，分六年

付清”?。随后，闽浙总督崇善、湖广总督陈夔龙、安徽巡抚朱家宝等，

纷纷仿效这一办法，以募集内债作为弥补地方财政不足的一种手段。?

同时，各省及各部也开始筹借外债。

政府发行内外债，通过长期的证券来缓解财政困境，是现代国家

财政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晚清之后，北洋政府专靠内外债和银行借

款弥补财政的手段，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债政策也是调节财政收

支的重要因素。? 可见，它们开始运用现代化的财政政策，无不将发债

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工具。

第二，推动了中国的税制改革和现代化财税体制的建立。晚清默

许了地方督抚采取任何方式筹集款项，是财权被迫下移的表现，导致

了中央财权轻、地方财权重的局面，“干弱枝强”的情况不利于政府稳

定和社会经济发展。

北洋时期，地方截留税收，无视中央权威的事屡有发生，政府不

得不进行税制改革，以维护中央权威，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袁世凯

时期就曾制订国家、地方财税划分方案，整顿财政收支，努力实现统

一中央财政、税收。而整个北洋时期，曾在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４年、１９２３年

进行三次税制整理，其目的就是改革财政，确立国家与地方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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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考）。

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划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无论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等人，

还是立法院主持财经工作的马寅初，在留学期间对财政、经济制度都

颇有研究。所以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的财政制度更是向前迈进了一

大步。１９２８年７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８月，国民党

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 《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

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成为南京政府初期的

财政总方针。之后，全国划分国地收支系统，统一财政，逐步建立中

央、省 （市）、县三级财政体制。全国各省地方势力先后表示愿意服从

中央政府的政令，财政逐步趋向统一。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

基本上构建了现代化的财政管理体制。

随着清王朝的垮台、民国政府的成立，庚子赔款摊赔背后官民之

间的博弈以民众的胜利而告终。然而自清初的财权集中，到清末 “干

弱枝强”局面的出现；自 “税负休克疗法”的失败，到现代化财政体

制的建立，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以及现代化管理体制的建立

和发展，是由其内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受到外在环境影

响的。以史为鉴，当今中国启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应该汲取历史上

的经验与教训：

１合理划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利益边界。公共部门利益过大，

则会侵蚀私人部门的利益，从而影响民生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私人部

门利益过大，则不能保证政府运转及公共产品、公共事务的提供。

２现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在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前提下，做到支

出责任和财力的匹配。中央和地方要明确职责，合理划分权限。中央

权利过大，虽有利于对地方的监管调控，但是却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

性；地方权利过大则尾大不掉，权小则会运转不灵。因此，应该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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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赔款摊赔与清末 “税负休克疗法”

定权利框架的基础上，给予中央和地方履行具体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行

为的财力。

３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行为的监管，杜绝中央监管失控的局面。

如地方政府凭借融资平台发行地方债的过程中，一定要接受中央的监

督，不能毫无章法、毫无限制，导致中央和地方均摸不清楚地方政府

的具体债务情况，不利于宏观管理。同时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层面都要

杜绝随意增征税、费问题，从而保证税收的固定性。

４利用现代化预算管理规范政府行为。通过科学安排和制定预算，

把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纳入预算管理，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履行政

府职能。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实施的新预算法，即对该方面进行了明确的

规定。

５正确处理财权分散与集中问题。财权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财力

进行经济建设。同样，财权过于集中，也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所以，财权的分散与集中要适当。

马长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讲师

徐　艺：贵州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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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铁路外债思想的嬗变与
“借债筑路”国家政策的形成

孙继亮

“外债是政府通过借款、发行债券等形式或由政府予以担保而形成

的对外国政府、银行、企业等举债的债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债

属于财政的范畴，与海关关税以及厘金制度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财

政资金筹集方式。早期的外债主要是清政府镇压国内人民起义的军事

借款，大都是地方当局向洋商举借的债务，金额不大、期限短，基本

上很快就还上，因此一直未引起理论上的争议。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地方大员 “借债筑路”主

张的提出，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甲午战后，“借债筑路”思想

发展到 “借债救国”的高度， “借债筑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确定下

来。为举借外债，清政府不惜以国内盐税、海关税等收入为抵押，还

要接受列强开出的各种苛刻条件以及高昂的利息。随着铁路外债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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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铁路外债思想的嬗变与 “借债筑路”国家政策的形成

的不断涌现，各地绅商纷纷质疑清政府的 “借债救国”、 “借债自强”

论，要求废约自办，从而掀起 “拒债救亡”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一、甲午战前铁路外债思想大争论

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如魏源、林则徐在介绍

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把国外的铁路建设通过书籍的方式介绍到中国

来，徐继畲 《瀛寰志略》一书对铁路的介绍更为详尽具体。但这一时

期，清政府认为铁路实属 “奇技淫巧”，不适合在中国筑造，因此，对

铁路修建的建议一概否决。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为了加强海防，

以刘铭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 “借债筑路”的动议。此举引

发了朝野双方对 “借债筑路”问题的理论争议。以户部尚书翁同騄、

大学士徐会沣、御史联元为代表的顽固派以 “不资外敌、扰民、失业”

为由群起反对，他们这种坚决反对举借外债的思想又以刘锡鸿为代表。

（一）举借外债修筑铁路思想的提出

对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晚清政府来说，修建铁路资金的来源是一

个大问题。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主张修筑铁路，就像当年铸

造西方的洋枪、洋炮、洋轮一样。起初，李鸿章反对将筑路权让与列

强，认为 “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有利”?。主

张铁路自办与国有的前提是政府出钱修筑铁路，当时的清政府面临严

重的财政困难，因此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列强加大了对外资本输出，他们积极鼓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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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借贷以修建铁路。１８８０年，刘铭传奏疏提出国家铁路干线的规

划构想，并提出举借外债来修建铁路的主张。“或以铁路经费难筹，无

力举办为疑。窃谓议及商股，犹恐散漫难成，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

借洋债。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著，洋

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从轻，期可从缓；且彼国惯修铁路

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 刘铭传奏疏首次

提出 “以利还债”思想，从而奠定 “路债路还”的铁路借债思想。

李鸿章也积极上书，阐述其关于铁路修筑以及借债筑路的主张。

早在１８７４年，李鸿章就认识到铁路巨大的国防利益，因而在当年筹划

海防的奏折中针对日本在东南沿海屡行侵扰而清军调度迟缓的局面，

认为 “南北滨海七省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惟地段过长”，“倘

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弛缓，可以一日数

百里”?。１８８０年，李鸿章也上书 《妥筹铁路事宜折》，在奏折中他以

为修建铁路不仅是 “御侮之需”，而且是 “求富之需”。在 《妥筹铁路

事宜折》中，他详尽地阐述了修建铁路的 “九利”：便于国计、便于军

政、便于京师、便于民生、便于转运、便于邮政、便于矿物、便于招

商轮船和便于行旅。? 他意识到西方列强企图通过修建铁路以达到控制

中国之目的，因此，主张 “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不若中国

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关于筑路 “集商股，拨部

帑，断不济事，只有轻息借洋款……舍此别无办法”?。因此，在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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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壮肃公奏议》卷２。
顾廷龙、戴逸主编：《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６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２４卷）。
《筹办夷务始末》（第５５卷），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
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



晚清铁路外债思想的嬗变与 “借债筑路”国家政策的形成

章看来借债修铁路是可行的。

如何借债，李鸿章强调，“宜与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但使息

银有着，期限无误”。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 “不可不慎者三端”：第一，

关于铁路建设的材料购买、工人的应召一切 “由我做主，借债人不得

过问”；第二，“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不准洋人招股”；第三，借款由

指定 “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归还”。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举借外债一方

面是积极引进，为我所用；一方面又谨慎行之，防止列强控制铁路。

刘铭传、李鸿章的借债筑路思想很快遭到顽固派的驳斥与反击，

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发难，他认为修筑铁路有三弊，其中之一弊就是

资金问题，“耗钜资以求不可必得之利，虚糜帑项，赔累无穷”。要求

朝廷将刘铭传奏疏 “置之不理，以防弊而杜莠言”?。翰林院侍读周德

润也上书奏称铁路 “与民争利”，中国不可修建。通政使司刘锡鸿也专

折上书奏请罢议铁路，其关于铁路的建设 “不可行者八”、 “无利者

八”和 “有害者九”的鸿篇大论，可以说是顽固派反对建造铁路各种

观点的集大成者。

（二）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反对 “借债筑路”思想

刘锡鸿早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后被派往德国做驻德公使，在欧

洲期间，他经常乘坐火车，亲身体验到火车的快速、便捷。他承认火

车为 “古今之奇观，绝世之巧术”。但是，他认为火车不适合中国国

情，中国修建铁路 “不可行者有八”：民力大困、帑藏不充、山川之灵

不安、官吏自肥其囊、胥吏不能谨守职役、攘窃之风盛行、走私漏税

之弊百出、旅人行李担负累累等。? 从以上八条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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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１册），１９３５版。
刘锡鸿：《刘光禄遗稿 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第１卷），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刘锡鸿认识到了当时晚清政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铁路建设还

是其他新事物的引进，都会遇到旧问题的困扰，但是他说铁路会引起

“山川之不安”，纯粹是受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影响，可见封建传统思

想对之毒害颇深。

刘锡鸿还认为，在中国大地上修建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商贾所

不到，嗜欲无自主，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今行火车，则货物

流通，取携皆便，人心必增奢侈，财产日以虚糜。”? 他还认为商贾不

能生财，只知 “假他人之物以簸弄之，以诱致人财者也”。而且商贾获

利易，耗财多，“又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乎乡里闾巷”，使 “民皆不知其

本，而惟图安逸以获利”，终至 “民财两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刘锡鸿固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 “重农抑商”，坚决反对发展新

式工商业以及物流业，这是对封建经济及其统治的忠诚和固守。? 刘锡

鸿还认为，借债筑路还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 “贷款之名，行殖

民之实”。他说：“今若贷银洋人以为此，彼必乐从。既贷而无力偿还，

必索铁路以为质。负欠既重，欲坚拒之而无词，则全局在其掌握矣。”?

刘锡鸿的奏折，指斥铁路罪状如此之多，至今读来仍能让人怅惘

沉重。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刘锡鸿反对举借外债修筑铁路的理由，并

非空穴来风，也不是自己臆想出来的，而是当时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

决定的，它反映了当时一大批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清政府也颇为重

视刘锡鸿与刘铭传、李鸿章的争论，经过反复的考量，清政府颁布

“上谕”：“铁路创办，无论厉害多少，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

款？若借用洋债，流弊甚多。”结论是 “刘铭传所奏，无庸议”。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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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刘光禄遗稿 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第１卷），文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彭立峰：《晚清财政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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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举借外债修筑铁路思想的破产。

二、甲午战后 “借债筑路”思想的新发展

刘铭传的奏折被清政府否决后，李鸿章上书醇亲王奕
(

再论铁路：

“火车铁路利益甚大，东西洋均已盛行，中国阻于浮议，至今未能试

办。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在醇亲王的支持下李鸿章开

工试办中国第一条运煤铁路———唐胥铁路。此后，在朝野间仍是反对

修建铁路的多，但是铁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识，铁路也在试办

的名义下逐渐铺开。１８８６年，铁路建设归刚刚成立的总理海军衙门管

理。１８８７年，海军衙门以 “海防”为由，奏请修建津沽铁路，清政府

予以准许，这 “无疑是对建造铁路者的一个答复”?。

清政府允许修筑铁路后，修建哪条铁路以及如何修建的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特别是铁路资金的筹集始终无法得到解决。? 重

新审视铁路外债日益摆在清政府的面前。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面临巨额的对外赔款，这时的清政府

意识到 “非有洋款，万难支持”?。于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各式

“借债救国”的论调。张之洞倡导外债为 “自强之机”，认为 “不若多

借一二”。郑孝胥称 “借债造路为变法之本”、 “借债筑路实为中国救

亡入手之法”?。在这里，他们把 “借债筑路”与 “救国图强”、“以夷

制夷”相联系，把 “借债筑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 “借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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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１８６３—１９１１》（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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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１０９卷），１９３２年版。
《时事报》，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１７日。



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一） “举借外债”不仅可以化解资金短缺危机还可实现

“自强”之路

甲午战后的铁路外债思想以张之洞为代表。他的铁路外债思想，

有一个从拒借外债到力主外债的演变过程。甲午战前，张之洞的筑路

思想是以我为主，排斥外债。“洋债、洋铁两端皆必坐受盘剥，息外有

息，耗中有耗，若因铁路而先漏巨款，似与此举本意未免相戾。”? 因

此，在清政府同意他提出的修建卢汉铁路的的提议后，他就主张用官

款修路。１８９５年，张之洞提出沪宁铁路建筑计划，主张以官督商办的

方式，“筹一段之款，办一段之路”，无借外债修筑该路的意图。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对铁路外债有了全新认识，他指出：“修造铁

路，借用外资，环球多有，其利害只在合同权限。权限不清，则不论

何国，皆属有害；权限若清，则不论何国，皆属无害。” “但使路权丝

毫不失，虽借外款也属无妨。”? 张之洞进而认为： “若心待筹有巨款

始议施行，则必至一切废沮自误而后已。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

若多借一二，乃于此创巨痛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石仍有

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分年筹补。国可以经有自强

之机，自不患无还清之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之洞在 “借债

筑路”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他以为，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经济状况，能

多借则多借，借款还可以实现 “自强”。自此，张之洞开始大举外债。

据不完全统计， “张之洞出面借用和他创办的企业所借外债达 ２０笔，

共计１１２８３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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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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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借外债”可以 “以夷制夷”，为清政府外交提供一

定的斡旋空间

１９０１年，张之洞就提出 “开门通商”，“惟恃各国牵制”?。驻俄公

使胡惟德也向清政府建议， “由中国向英、美、法、日各大国押解巨

款”?。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向英、美、法、日等列强借债在东北修筑

铁路，可以打破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地位。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也声称， “非将开饭、借债、筑路诸大端，实力经营，几无保全之希

望”?。

１９０９年，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也说 “厚集洋债，互均势力两言，

实足救东省今日之威，破日俄相持之局”?。他明确提出修建锦瑷铁路，

认为 “是借款者，乃兼容借势力，彼以势力换我利权，我即借其势力

以贡疆圉”?。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得知修建锦瑷铁

路时称，“自中日条约以来，举国均无生气，非得破釜沉舟之策，不足

以救亡图存”。他以为能多借则多借，“必须多借各国巨款，以为救亡

图存之策”?。晚清重臣载沣也认为， “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

牵制之计。即使各国互均势力，兼使内地籍以振兴，似尚不为无见”?。

１９１０年，清政府发表函电表示对 “借债救国”的认可。

举借外债本身是经济层面上的事情，西方列强通过输出资本，以

获取其经济利益；清政府通过铁路资本的输入，进而实现铁路梦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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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１９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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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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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然而举借外债却上升到外交层次，被晚清的官员们利用变成 “以

夷制夷”的工具。从晚清的整个大环境来看，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他

们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彼此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利益冲突，

这为晚清外交提供了一定的斡旋空间。? 但是，在瓜分中国这一点上，

西方列强有个共同的根本利益，清政府企图通过利用举借外债来离间

西方列强的关系，“以夷制夷”、“救亡图存”，进而实现清政府利益的

最大化，这个愿望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

三、
$%

世纪初叶 “拒债救亡”思潮的兴起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清政府举借外债一方面解决了铁路建设的

资金问题，大大加快了铁路建设速度；另一方面举借外债也使清政府

的国权、利权逐步丧失，并导致沉重的财政负担。一批志士仁人逐渐

意识到举借外债的弊端，他们纷纷发表言论，反对继续举借外债，进

而掀起一场 “拒债救亡”的新思潮。

（一）举借外债导致经济重削和沉重的财政负担

截止到 １９１１年末，在中国大地上修建的铁路总里程超过 ９６１８１

公里。其中，列强直接投资建成的铁路 ３７５９３７公里；中国自建铁路

５８５８４公里，在中国自建的铁路中，外债融资额约为 ８２％。因资金全

部或者部分来源于外债融资，被债权方控制经营的中国铁路总里程为

５１９２７８公里，占中国铁路总里程的 ８８６％。? 晚清举借的铁路外债，

据统计总计为 ３３０６万库平两，占中国全部外债的 ２８％，实业外债

的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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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立峰：《晚清财政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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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大都是在不平等的条件

下签订的。铁路借款不仅折扣大、利息重、期限长，而且借款名义上

的数额和实际数额往往差别很大，各种费用繁杂。从折扣来看，欧美

各国金融市场折扣一般是九七折左右，而中国铁路借款大都是九折，

后来，提高到九三、九四折。由此一项，西方列强就榨取了整个借款

合同总额的 ２％ ～３％乃至 ７％ ～８％甚至更高的利润。? 就利息而言，

欧美各国一般是 ３厘左右，而同时期中国借债没有一笔低于 ４厘的，

借款期限也较其他国家外债长，一般为３０年、４０年甚至５０年不等。

１８９９年，户部就称，“息债岁约需两千余万两”，已占到当年财政

收入的四分之一。至清末，清政府也不得不说 “我国所借外债，合之

庚子赔款，截至本年已达十万万之数”，其中铁路外债 “成本既重，收

利难期，将来还款恐无把握”?。杨度也说： “中国之铁道办事人员，

皆坐食洋债之饭，着此洋债之衣，而将来为铁道之主人翁也，五十年

后，中国能否偿债赎路，非其所顾。”?

（二）举借外债导致国权、利权的丧失

西方列强的铁路贷款大都附有苛刻的经济和超经济条件，借修路

之机大肆攫取中国主权，并把铁路修筑地变为其势力范围。因此，有

人指出，“盖今日之帝国主义，其动机虽起于生计攘夺，其结果必归于

政治的侵略。此无他故，非得政治上之事权，则生计之发展未能遂也

者”?。杨度也说：“铁道之所至，即商务政权兵力之所并至，质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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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睛波：《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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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瓜分线之所至，势力范围之所至。”? 宋教仁痛斥晚清朝廷 “不顾国

际形势之局，举国家之前途视若儿戏，则无不招祸者”，“噫彼辈之肉，

其足食耶”?。故结论为：“借款造路可谓百害而无一利”，“铁路不办，

中国之害仅限止于交通不便，铁路借款而办，中国之害将至于危亡”?。

（三）“拒债救亡”思潮的出现与 “保路运动”的爆发

随着铁路外债弊端的不断涌现，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西方

列强的飞扬跋扈，各地绅商纷纷质疑清政府的 “借债救国”、“借债自

强”论，要求废约自办。

关于铁路利权，时人以为，“近年来，铁路之发达，各国胥视为利

薮，其富绅商贾，争投资本于铁路者以亿万计，诚视为最平稳最巩固

之生产也。若复以铁路之业，尽让外人，则我民利权日削，脂膏益竭，

后虽醒悟，而无铁路可筑，抑实可痛”?。有山西士绅也认为， “铁路

若自办，则以晋人之资本兴晋人之事业，事业日益扩张，资本亦日以

增加，而琥珀其芥，磁石引针，路之所至，辄有金钱满地之势，是不

惟富者日增倍入，而极贫者亦可以渐至小康也”，“不啻以各地为我之

销货场，而山西绾谷山河，直为天下金银奔赴之尾闾也”?。

正是基于以上关于铁路外债的认识，国人提出 “路亡国亡”的激

进口号，“拒债救亡”思潮日渐兴起并成星火燎原之势。１９０６年，张

之洞决定借外债修筑粤汉铁路，遭到湖南、湖北绅商的反对。１９１１年

５月９日，清政府宣布 “干路国有”。同年５月２０日，清政府批准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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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铁路外债思想的嬗变与 “借债筑路”国家政策的形成

部与德华、汇丰、东方汇理和花旗银行的德、英、法、美四国银行团

签订的 《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共借款６００万英镑，这是清政府所借的

最大一笔铁路借款。不久，四川人民在同盟会的支持下成立 “四川保

路同志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保路运动”，形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直接导

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孙继亮：中国财税博物馆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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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民租税负担的特征
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侯石安

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殖民者以维护鸦片贸易为借口发动的第一次鸦

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１８４２年 ８月，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迫签

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 《南京条约》，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社会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

位，领土主权的完整也遭到了破坏。受社会形态巨变的影响，晚清农

民负担的性质也由之前单一的封建性质逐渐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质。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时间大约经历了 １１０

年之久。由于近代中国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压迫，加之内战、外战绵延不断，因此，农民所承担的各种租税负担

一直是有增无减，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导致农民生活水平长期低

下，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渐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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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民租税负担的特征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近代农民租税负担的基本特征

近代农民租税负担主要为田赋和各种租税。就田赋而言，当权者

一般依据土地面积及其收获物征收，是封建社会田赋制的延续，是建

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由土地所有者缴纳的。但在封建租佃制

度下，“粮从租出，租由佃完”，其实际负税人仍是广大的佃农。从历

史上看，田赋作为封建王朝取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手段，总是随着封

建国家机构的庞大化和政治统治的腐朽化而日益强化的。因此，在每

一个封建王朝的后期，加重农民的赋税，便成了一种必然趋势。也正

因为如此，日益繁重的税赋成为加深封建势力与农民之间矛盾的重要

原因，继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和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一）在战乱、严重通胀或大灾时期，田赋更多采取实物征

收方式

农民赋税形式的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社会，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田赋的交纳形式上很早就出现了货币

化的趋势。自唐朝实行 “两税法”之后，便规定农民所交纳的田赋可

“以钱代输”，开启了货币赋税的先河。宋代神宗时期，货币化赋税形

式开始增多，如在宋代实行的 “两税法”中已明确规定 “夏税征钱，

秋税征粟米”。金、元时期，又以关物交纳。至明清时期则进一步发展

到明令规定以缴银为主。明神宗万历九年 （公元 １５８１年）田赋改为

“一条鞭”之后，田赋以货币形式交纳成为定制，清代实行地丁合一，

征收地丁银，仅除漕粮仍采用实物形式外，一切田赋及附加均用货币

形式交纳。到清光绪二十六年 （公元 １９００年），由于商运粮食日盛，

北方粮食已不缺乏，清政府遂下令停止征收漕粮， “一律改征折色”，

即改征银两。辛亥革命后，更将漕粮折征银元，并入田赋征收，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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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粮征收被彻底废除，田赋税收形态便彻底货币化了。田赋征收货币

形式，这是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

表现。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统区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民政府为敛聚更多财富，并借以取得必要的特

质保证，在农业赋税的征收方式上出现了倒退现象，即由赋税货币化

而退化为赋税实物化。如国民党统治区对田赋税制改为 “三征”，即田

赋征实、粮食征购和粮食征借政策。

近代田赋征收形式出现倒退现象，反映了中国近代乃是一个社会

经济极端畸形和动荡不定的时代。统治者可以凭借其政权统治力量，

任意规定赋税的征收方式，如果征收货币税有利，就强制征收货币；

如果征收实物有利，就强制征收实物。这充分表现了近代田赋制度不

顾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超经济强制性质。

（二）税目庞杂，附加重于正税，摊派重于附加，层层加派，

农民不堪重负

对于中国近代赋税的庞杂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 “中国在 １８４０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

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

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

又加上了新捐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当权者巧立名目，

任意摊派，农民所承受的各种赋税名目繁多。

近代田赋名目和税额，各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自清代雍正年间

（１７２３～１７３５）“摊丁入地”开始，至辛亥革命前，田赋主要指地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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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民租税负担的特征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粮 （地赋和摊入地亩的人丁税）和耗羡 （地丁附加税）。辛亥革命后，

又增漕粮、芦课和官租，统称田赋。所在 １９１６年预算册，田赋分地

丁、漕粮、租课、差徭、垦务、杂赋、地方附税、专揿附税和均赋收

入九项。

地丁征银，按水田、旱地等各分三等九则定科。
)

等赋额，各地

不同，大体上每亩课银自数厘至五、六分不等。鸦片战争前夕，全国

税额约征３３００万两。太平天国后，征册大多失毁，田亩、赋额已无凭

证，后由各地方粮胥进行估算交纳。民国初年，预算赋额八、九千万

元。糟粮征米豆，原额为５００余万石，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年减为 ４００余万石。

从道光咸丰年间，漕粮逐渐改为折价，漕项 （漕粮附加）并入地丁项

目下带征。１９０１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辛亥革命后，漕粮全部改为

折价，据１９１３年预算，田赋全部征银 １６９４万元。抗日战争前仅田赋

正税就增至 １２０００万元，其他摊派相当于正税的 ６倍多，合计征银

８４０００万元。田赋是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鸦片战争前占财政

收入的２／３至３／４。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由于增加了税收来源，如关

税、厘金、盐课的增加，田赋所占比重降至 １／３左右，民国初年仅当

年预算的１５％ ～２０％。

近代田赋的征收仍沿旧制，但却日益紊乱苛重。清代康熙时期且

有 “永不加赋”的 “圣训”，但到清末，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竟违背

“圣训”而不断加征田赋。鸦片战争前后，由于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引

起银价高涨，导致田赋征银折价上升，赋银 １两由原来征钱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文上升为２０００文左右。加上税吏浮收，豪绅转稼，农民负担日

益加重。以河北定县为例，正税 １９１５年比 １８９９年增加 ６３４２％。正税

之外，由于赔款、外债、军费、政费的大量增加，清政府命各省
)

年

摊交巨款。各省为此大肆加征田赋，巧立名目，进行额外摊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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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８年奉天的田赋
)

亩约合５分钱，到了１９２８年奉天田赋
)

亩增加到

现洋３元７角，４０年间增加了７４倍；１９０２年河南省的田赋为０３２元，

１９２８年
)

亩地增加到３元，在２６年间增加了将近９倍。

田赋附加税的实行，开始于咸丰同治年间四川省加征的 “按粮津

贴”和 “常捐输”，当时其附加数额并不高，仅相当于田赋正税的百分

之二三。光绪中期后，清政府支出逐渐庞大，时常入不敷出，中央财

政吃紧，许多本应由中央承担的事务逐渐下移至地方，由此放开地方

政府的征税行为，允许各省自由筹款，以充地方经费。各省征收的附

加税随之增多，以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国民党统治时期，田赋积弊日深，赋税种类丛杂，名目繁多，税

率奇重，加以官吏贪污中饱，粮胥勒索，附加税更是超过正税若干倍，

农民不堪重负。据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不完全统计，全国附加税的种类

高达６７３种，最多的江苏省达 １４７种，其次浙江省为 ７３种，湖北和江

西各有６１种。江苏省泰县的附加税就达 ２９种之多。附加税不仅名目

繁多，而且税目重复，加之各种摊派层出不穷，人们怨声载道，讥讽

为 “古令奇捐”、“国民万税”。

近代中国田赋制度中，正税、附加税之间根本没有确定的比例，

各地方可自行规定、任意征收。全国平均测算，正税、附加税、摊派

三者的比例大约为 １∶３∶６。在田赋征收总额中，正税只占 １／１０，附

加和摊派占９／１０。

（三）近代租税税制带有明显的不规范性、不确定性，远远

落后于历史上的 “两税法”、“一条鞭法”等税制

在近代１０９年的历史时期，依然实行按亩征收田赋的制度。这种

沿袭古代的田赋制度，虽然在期初有其合理一面，但到了末期便逐渐

成为盘剥农民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可随意加征各种税费，毫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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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农民租税负担的特征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约束，与历史上的 “两税法”、“一条鞭法”相比，显得既不规范又不

公平，是税收史上的严重倒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 “平均地权”，主张由人民自由申报

地价，然后按地价征税。国民政府曾制订 《土地法》，提出将田赋改为

土地税和土地增值税，并于１９３３年在江苏省江宁县进行试点，成效显

著，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规范了租税的征收，明确了征纳双方

的权利与义务。后由于军阀混战，这一改革未在全国广泛推行。

伴随着租税税制的规范性缺失，田赋正税及其附加的征收毫无节

制，税收负担逐年增加，农民苦不堪言。据计算，从康熙五十二年至

光绪二十年 （１７１３～１９０３年），漕粮的税负增加了 ２１０％，附加税税负

增加了１２８％；民国元年至１７年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年）间，田赋税负增加

了３９３％?。

中国近代田赋税负之重是当时世界罕见的。在近代，资本主义国

家的田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税呈逐步下降趋势，而中国近

代的田赋却出现有增无减势头。例如，１９２５年山东各地田赋
)

亩平均

合大洋１０７元，这一税负较 １９２２年的美国高出 ４倍，较 １９２４年的印

度高出１４倍。

（四）普遍实行预征制

田赋预征制始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 １９１８年。起初出现于财政空

虚、拮据的地方军阀割据地区，如四川省，之后就连中央政府能直接

控制的省市也普遍实行。这种田赋预征制度发展到后来，已不再是一

年征收一次或两次，而一年征收数次，甚至十数次；预征的年限逐渐

拉长，一般可达数年，严重的竟高达数十年。如四川梓桐县，在 １９２６

９９１

? 岳琛：《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年时，田赋已预征到１９５７年；温郸九县在１９３１年，已预征到１９６１年；

安县在１９２５年８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的九年半中，共征了３８年，已预征

到１９８３年；而在川陕 “防区 “内，甚至还有征到民国以后 １００年以上

的，即２１世纪的田赋也预征了若干年了，如表１所示。

表 １ １９２４年之后中国部分地区军阀实行田赋预征情况

地　方 开征年份 预征年份 预征年数

福建 漳州 １９２５年 １９３０年 ５

福建 汀州 １９２６年 １９３１年 ５

湖南 郴县 １９２４年 １９３０年 ６

福建 兴化 １９２６年 １９３３年 ７

四川 郫县 １９２７年 １９３９年 １２

四川 梓桐 １９２６年 １９５７年 ３１

四川 安县 １９２５年 １９８３年 ３８

资料来源：陈翰笙 《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上海平凡书局，１９２９年版。

预征制是中国税收史上最恶劣、最残酷的征税方式。农民倾其所

有，甚至透支未来收益来满足当权者财政需要，自身及家庭发展严重

受阻，大多数家庭完全丧失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一些家庭甚至

不得不卖儿卖女用以缴税和维持最简单的生活必须。

（五）征收管理制度杂乱且无章可循

民国后的田赋征收制度基本上沿袭清末的办法。近代田赋征收办

法有三种：一是委征。即县政府将征收事务委托给征收员或粮胥，不

限定数额，将田赋尽收尽缴；二是包征。由县政府预定田赋数额，然

后由粮胥认额承领征收，并承担短征垫缴责任；三是官征。由县政府

直接设柜征收，派员分赴各乡征收。这三种办法各地都有，但以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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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征为主要征收形式。三种征收方式中，以 “委征”方式弊端最多，

一方面，因年代久远，变乱相承，田赋册籍多已散失，征税多寡已无

凭证；另一方面，由于书吏职位多为世袭，他们把田册密葳在家，视

为 “奇货”，征收田赋的依据掌控在代征人之手。各地的书吏 （代征

人）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粮书、图书、柜书、社书、里书、粮差、

催征吏等等，他们不是正式的行政人员，没有固定的薪金，只有依靠

贪污中饱、敲诈勒索来赚取收入。这些人任意营私舞弊，如在随粮摊

派时暗中附加，计算税额时以少算多，“过拨土地”时额外索取等等，

花样繁多。有的地方书吏的职位竟能私下买卖，如江苏常熟县一个书

吏职位可卖到二、三百至千元不等。这种征收管理机构的腐败，导致

租税征收制度形同虚设。

（六）田赋负担极为不均，赋税转嫁严重

近代田赋名义上由土地所有者缴纳，但事实是 “粮从租出，租由佃

完”，最终税负转嫁于佃农和自耕农身上，形成 “有田无粮，有粮无田”

或 “田多粮少，粮多田少”的弊端。如山东省有税田与无税田的比例为

１∶６，湖北为１∶７。

田赋转嫁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１隐瞒田亩。土地是交纳田赋的对象，隐瞒田亩可逃脱土地赋税

负担。地主阶层通过隐瞒其实际田亩数量，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

中央和地方政府为满足其财政支出需要，不得不加重对田赋实际缴纳

人的负担，被隐瞒的土地应缴田赋最终转嫁到农民身上。例如，陕西

省规定名义田赋负担为
)

亩银一钱。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地主与富

农平均３～５亩只有银一钱，中农接近银一钱，而贫农则一亩负担银二

１０２



钱以上，“甚至有贫无立锥而尚负担数钱数两者”?。地主隐瞒田亩的

方法大致有挪移、诡寄、飞洒等等。

２增租。其是直接将田赋转嫁到佃农身上。１９３４年 《眉山县志》

中载：“今地方征榷日烦且苛，田主重取佃租以偿”?。正是这一转嫁

方式的典型写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增加田赋，曾公开鼓

励地主向农民加租，如 １９４２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各省： “耕地租凭

契约订定缴纳实物或收缴实物仍不敷完粮者，得请求增加地租”，如果

有 “争议或佃户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机关起诉”。

３佃完主赋。在租佃制盛行地方，往往由佃户缴纳全部或部分田

赋及附加。例如，在晚清时的甘肃省，佃户须缴田赋附加的 ６０％；在

四川省活陵一带，在缴纳捐税时，佃农均须分摊一份；在陕西咸阳，

出租田地者多为不在乡地主，一切田赋杂捐均由佃农负担?。

４利用权势，将应纳粮赋强行分摊给农民。１９３３年，青海省贵德

地区，“绅董之权威，非常宏大，除勾结役吏剥削农民外，并将本身应

纳之粮赋，亦悉数摊给贫苦农民，更且巧立名目，任意诈索，以饱私

囊，农民畏其威力，忍痛默受，莫之敢抗”?。又如，在四川军阀田颂

尧部下的军官家庭及有势力的豪绅，均可不完粮，其粮税则分摊到百

姓身上?。

此外，近代田赋收入的归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历代封建王朝，

因无明确的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划分，田赋收入统归国家 （即中央政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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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
同?。

同?。

同?。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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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清朝末期，虽因向地方摊派赔款和军饷，田赋的管理权限大多下

放给地方政府，但从管理体制上并未明确田赋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从

北洋政府开始，田赋明确规定为地方财政收入。抗战时期实行田赋征

实时，一度将田赋划为中央财政收入，但很快又改为地方财政收入。

二、近代农民租税负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代农民赋税负担过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

因。其影响后果表现在：

（一）大批农民为逃避沉重税赋而逃亡

在中国近代，农民因赋税而发生逃亡的现象屡见不鲜。早在清代

同治年间，就有因赋税负担过重而产生 “贫户十室而九逃”的情况。

至晚清，这一逃亡现象更为严重。如陕西石泉县，人口原有 １３万户，

经１９３２年春夏两季就减少了 ５０００户，逃亡应负税捐最终还是落在未

逃亡的农民头上，昔日 ３人担负的，现在变为 ２人的负担。因此，更

加剧了逃亡现象的发生。据统计，晚清全国各地农民的离村人口比率

为１４４％ ～８７２％，平均为 ４６１％?。大规模的农民逃亡，使农业生

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二）农村贫困现象普遍，贫困人口增多

近代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工业

仍处于萌芽状态，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产品生产企业经常处于

开工不足状态，农民就业渠道狭窄，失业人口逐年增加。例如，在四

川省三台地区，１９３４年在日本蚕丝倾销下，国内丝价大幅下跌，导致

川丝滞销，丝厂纷纷倒闭，造成数十万以蚕丝为业的农民失业。在广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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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因与江西的木材贸易，江西征收繁重的木材税，造成 ４０余万农民

失业?。严重的失业问题，加之繁重的苛捐杂税，导致民不聊生，贫困

人口激增，饥荒现象时常发生。

（三）农村高利贷盛行，加剧了各利益阶层对农民的盘剥

繁重的苛捐杂税逼使农民不得不向高利贷举债。当农民在农作物

刚收获时，往往急需资金不得不贱卖农产品，以应租税和偿还借款之

急。但到了冬寒春荒之时，粮食和钱都没有了，无奈只有向米商借粮，

向高利贷借款，其结果是剩余粮食越来越少，甚至连口粮都不够；高

利贷越滚越多，甚至一辈子都难以脱身。例如，江苏省江南一带，农

民种一亩田所获收入中，成本、利息等费用就占 ４５％，缴纳赋税高达

５０％，所剩仅５％。

（四）大量的自耕农沦为佃农，土地迅速向地主集中

近代史大量事实证明，繁重的赋税是自耕农走向破产的最主要原

因。中国近代国家政权掌握在封建买办地主阶级手中，他们利用自己

掌握的权力，往往少交或免交赋税，最终将其赋税负担转嫁给自耕农

和佃农身上。自耕农在赋税的重压下，纷纷陷于破产境地，从而使原

来占有的少量土地迅速被地主豪绅吞并。丧失土地的自耕农沦为佃农，

其赋税和生活压力必然加大，随时可能陷入贫困境地。

土地集中是中国近代史上阶级矛盾的核心，是社会分配不公甚至

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源。中国历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围绕土地制度而展

开的，让耕者有其田是每次改革的重心和出发点，收效也最大。反观

近代租税制度所导致的土地集中，不能不说是税收制度的倒退、土地

制度的倒退和社会发展的倒退。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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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引进印花税的背景分析

戴丽华　席卫群

一、印花税溯源及各国举办情形

任何一个税种的出台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密切相关，印花

税的产生也不例外，其最初在荷兰创办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基础。

公元１６世纪初，荷兰人民经过顽强的战斗终于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

治，建立了独立的荷兰共和国。建国后，荷兰的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特别是航运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荷兰造船业居世界首位，商船吨

位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 ３／４，船只遍布世界各地，有 “海上马车夫”

之称。荷兰凭借着庞大的船队和经济实力作后盾，一方面不断扩大对

殖民地的掠夺，另一反面还要继续与以前的统治者西班牙帝国进行斗

争。沉重的军费负担使得荷兰的财政支出猛增，国库极度空虚。当时

执政的统治者摩里斯 （Ｍａｕｒｓ）在 １６２４年提出用增加税收的办法来解

决财政困难。然而，当时荷兰人民的税收负担已经不轻，再增加税收

又怕人民起来反对。于是，摩里斯便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以重赏来

寻求新税设计方案，谋求敛财妙计，并最终确定实施一种以商事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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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为征收对象的印花税。最初，其征收的形式是由纳税人持应税凭

证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缴纳税金，政府机关在缴纳后的凭证上用刻花滚

筒推出 “印花”戳记，以示完税。印花税因此得名。

由于当时荷兰商业发达，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契约、簿据较多，

征收的手续简便，加之商民认为这些商业凭证由政府部门加盖公章在

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可以为政府裁判提供法律依据，也是对自己权益的

一种保障，因而也乐于接受这种新税种，收效甚佳。因此，印花税逐

步为其他国家效仿，成为风靡欧洲，被称为税负轻微、税源畅旺、成

本低廉的 “良税”（见表１）。

表 １ 各国开征印花税时间表

国别 时间 （年）

荷兰 １６２４

丹麦 １６６０

法国 １６６５

美国 １６７１

普鲁士 １６８２

奥国 （澳大利亚） １６８６

英国 １６９４

俄国 １６９９

以英国为例，英国１８７８年的财政收入为 ７９７６３２９８英镑，其主要

的收入项为：关税、酒税、印花税 （包括银票和遗产税等项）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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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税等。? 印花税在英国推行１００多年后，已从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税

种发展成为了当时英国的主要税收，可想而知其生命力之旺盛及发展

速度之迅猛，由此为各国仿行印花税提供了更有实力的佐证。１７６５年，

英国甚至因本国的财政困难还计划在北美殖民地发行印花税，但殖民

地居民认为他们没有纳税义务而群起反对，最终使得英政府不得不改

征茶税。?

二、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演变

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以手工作坊为主要形

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这股 “欧风美雨”的催化下遭到摧残，中国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下逐步瓦解。

一方面，洋布、洋纱、洋糖等外国产品的倾入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急

剧下降，小手工业者逐步破产，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

原来的单独的个体经营模式逐步被外国机器加中国人工的生产模式所

代替；另一方面，外国列强又进一步控制着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大量

掠夺茶叶、棉花、大豆、烟叶、丝绸等农产品，传统的农业家庭手工

业遭致破坏，农民不得不种植资本主义列强所青睐的农产品原料，农

业也逐步走向了商品化市场，破产的农民也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

市场的一部分 （见表２）。

８０２

?

?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郑乃辉：“茶叶在美国的传播与消费”，《茶叶科学技术》，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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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８７６～１９１１年部分年份外糖倾入中国的情况

年次 进口数量 （担） 进口价值 （两） 出口数量 （担） 出口价值 （两）

１８７６～１８８１（平均） １５４１４８ ５９６５７１ １００７５７２ ２６６２２３７

１８８２～１８９１（平均） １５５０２９ ７４８７１２ １０００６６７ ２６１７６４６

１８９２～１９０１（平均） １７０６９８１ ８３１２８３０ ７２２５６６ ２４０３０４２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平均） ４６５８１８５ ２２５３８５５４ ３０７２５６ １２００９２１

资料来源：根据孙翊刚、李渭清编：《中国财政史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５３４页数据整理。

从表 ２可知，以进口价值而论，第 ２个 １０年较第 １个 １０年仅增

１／５。第３个１０年增１４倍，第 ４个 １０年增 ３０余倍。而以出口价值而

言，前２０年相差不大，第３个 １０年减少 １０％，第 ４个 １０年减 １倍有

余。进口日增而出口日减，两者有背道而驰之势，进而导致了中国传

统手工业的破产，农业也进一步走向商品化生产。

获得了中国广阔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中国开

设厂房、矿山，大力兴办轻重工业。有资料显示，１８４３～１８９４年的 ５０

多年间，列强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就有 １９１个，工业资本将近 ２０００万

元。? 他们利用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对华资本输

出，有力地控制着中国经济。首先，通过开矿进行在华工业投资。至

１９１３年，较大规模的外国工厂就有 １６６家。其次，外资商业规模不断

扩大。据吴承明先生的统计，１８８２年在华外资企业为 ４４０家，１８９２年

为５７８家，１９１３年则发展为 ３８０５家。另外，他们还通过在华进行铁

路、矿山投资，设立银行等方式控制中国的财经命脉。１９０３年中国有

铁路４３６０公里，１９１３年则为９７４４公里，这些铁路基本上都受外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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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学檬等：《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本的控制；１８９４年前，仅英、德两国在华设有银行 ７家，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则达到９国１３行，全国８５个分行。?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加之太平天

国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着清政府的统治，内外矛盾的双重夹击下，清

政府认识到不能像以往那样统治下去了。这一时期的内外战争也使得

清政府内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僚对西方技术有了切身体会，他们认为传

统的措施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了，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

机器生产先进的军事器械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另一方面，

外国列强在华进行资本输出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

管理方法带到中国。在 “自强”的口号鼓动下，清政府中以李鸿章、

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相继创办军事工业。从 １８６１年曾国藩创办的

最早的中国近代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开始，至 １８９０年张之洞创办湖

北枪炮厂的近３０年时间里，洋务派共创办了 ２４家军用工厂，其中以

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最大，是洋务派设立的规

模最大的兵工厂，是中国近代工业中设备较为齐备的大型工厂。另外

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都是当时洋务派兴办

的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的军事工业。?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除了

继续兴办军事工业外，洋务派开始把重心转向举办民用企业，开始了

“求富”的近代工业道路的探索。这些民用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官督

商办，少数是官办或官商合办，因此在税收和垄断等方面享有特权，

生产和经营方面比民族资本企业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其间，创办

的民用企业有２０多个，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开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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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学、齐海鹏等编：《中国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龚书铎、方攸翰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近代中国引进印花税的背景分析

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起至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前，商办的民族企业有

百余家，但是其资本和规模都远远落后于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工业。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随着中外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实业救国成了

国人的共识，加之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合办企业的带动，商办的民族

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涌现。１８９５年全国新设立的工厂有 １５个，１９０４年

后每年建厂２０多个，发展到 １９０６年建厂 ５２个，资本额达到 ２２９０万

元。?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业有所发展，１８９７年中国通商银行建立，

至１９１１年全国共建立银行１７家。?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

到破坏，农业商品化生产加强，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国内市场逐渐扩

大，出现了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新式商业，且分工较细，字号专门

经营进口贸易，行栈则专门经营出口贸易，它们依附于洋行批发商，

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从资本的运作上已属资本主义商业。特别是 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由于铁路的修建和内河航线的发展 （其中，１８８５～

１９１１年间，中国共修建铁路 ９２５３８３公里，平均每年兴建 ５４４３４公

里；至１９００年中国已拥有各式轮船大约４８０艘）?，进出口贸易急剧增

长，国内市场也迅速扩大，一个从通商口岸到广大农村的巨大商业网

络逐渐形成。洋行把进口商品批发给字号，再由转运商销往各个城镇

和农村；同样地，农村小贩把出口商品集中起来，经转运商运至通商

口岸，再由行栈卖给洋行，再由洋行把中国的农产品运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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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书铎、方攸翰主编：《中国近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孙文学、齐海鹏等编：《中国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同?。



这样就把原来的传统商业中的地主商业、牙行以及行会商业等有效地

组织起来了，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巨大商业网络，

遍及百余个行业。

由此可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发生着前所未

有的变化。西方列强的侵入，打击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破坏了封建

制度，逐渐培养了买办阶级，使其成为了代替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

具，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共同统治着垂死挣扎的封建社会。由于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限，中国的经济也呈现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业产品依赖于帝国主义控

制的国际市场；外国资本主义占据着很大部分，并逐步控制着中国的

经济命脉；民族资本主义由于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

虽有所发展但力量非常薄弱，成长环境非常恶劣，常常面临亏损和破

产。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优势地位逐渐荡然无存，基本上都是处于

入超地位，任凭外国列强疯狂掠夺白银和原料 （见表３）。

表 ３　 １８７１～１９１１年部分年份中国进出口净值 单位：百万元

年份 出口 指数 进口 指数
出超 （＋）

或入超 （－）

１８７１～１８７３ １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６ １０００ ＋１

１８８１～１８８３ １０８ ９８２ １２６ １１８９ －１８

１８９１～１８９３ １６７ １５１８ ２１９ ２０６６ －５２

１９０１～１９０３ ３１１ ２８２７ ４７３ ４４６２ －１６２

１９０９～１９１１ ５７０ ５１８２ ７０２ ６６２３ －１３２

资料来源：根据孙翊刚、李渭清编：《中国财政史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５４０页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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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对于腐朽不堪的封建社会而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悄然在中国形

成了，贸易的政治环境正得以逐步完善，交通及航运得以发展，地区

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正逐步形成，商人集团和商人资本正逐步成长，

农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在逐步加速。? 加之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

的迅猛增长及新兴工业、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不断发

展创造了客观的物质基础，有利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的繁荣。此外，应

该指出的是，从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到清王朝的灭亡出现了一段相对稳定

的发展时期，也为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

条件。特别是在１９０１年清廷推行 “新政”后，设立了商务部，奖励商

人设立商会，商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

义经济的发展。

三、民主宪政与西方税制的传播

经历了义和团农民起义和甲午中日战争重创的清廷，开始被迫调

整政策以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缓和封建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

间的矛盾，决定实行所谓的维新变法，推行 “新政”，同时也可以通过

改变某些政治措施来恢复和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延缓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统治秩序。其中所谓的新政措施有：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

商部，奖励商人设商会；设学堂，废八股，奖励留学等。这些措施或

多或少地促进了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的传播。

清末 “新政”直接推动了晚清教育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在国内

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学生群体。１９０５年前，全国学生人数为 ２５８８７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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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１２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２９３３３８７人。? 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使得许多有志之士逐渐觉醒，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

民真理；加之交通的改善和中外交往的频繁，出国留学日益流行。除

了直接向先进的欧美国家学习外，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向欧

美国家学习所花费的成本较高，政府更倾向于向自己的邻国———日本

学习，因为日本经过 “明治维新”后，已然跻身世界列强行列，成为

了亚洲学习欧美先进技术和思想的先驱。受 “取径东瀛”思想的影响，

仅１８９６～１９０５年，中国以向西方学习为目的派遣的留日学生就达到了

１５０００人。? 大量国内、国外游学群体的存在产生了大量的学历证书和

出国护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印花税的开征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

这些学生群体的文化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留学生群体通过

在国外的学习，可以亲身学习体验到西方先进制度和经验并把这些先

进的制度和经验带回国内，掀起了学习、宣传西方文化的潮流，为国

内旧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注入新鲜思想，为新制度的引进创造了条件。

这些有过国外学习经历的人逐渐成为了传播西方财政思想的主导力量。

民国初年许多著名的财经学者都有国外留学背景且造诣深厚，如何廉

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博士，尹文敬是毕业于法国巴黎的博士，陈岱孙

和马寅初分别是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们都致力

于财政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关注到了当时中国财政状况的诸多问题，

并通过著作的形式把西方先进的财政学理论介绍到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１１

年间共出版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以日文经济学书籍的翻译

版居多，并涉及较多的西方财税理论。其中主要有：钱恂的 《财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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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 （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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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１９０１年版）、黄可权编 《财政学》（１９０７年版）及晏才杰等人根

据日本著名财政学家小林丑三郎的相关著作改编的 《比较财政学》

（１９０９年版）等，这些著作都对世界最新税种 （如印花税、登录税、

所得税及消费税等）进行了介绍。此外， 《东方杂志》、 《申报》等报

刊杂志也登载了不少介绍印花税、所得税、营业税等西洋工商新税的

文章。

同时，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国门洞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一大批

外国驻华官员、传教士及商人来到中国。他们给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同时他们也切身体验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

化特点，他们把这些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信件和报纸等形式带回了

本国国内，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出现的一些现实

问题，特别是当时中国的财政危机。如：早在 １８９４年，英国驻上海领

事查密森就曾著 《中国财政考》 （即 《中国度支考》，蔡尔康译），介

绍了前三年清朝户部收支情况，并把实际的收支数与其调查数作了相

应的比较研究。１８９８年，日本的东邦协会发表了 《中国财政》一文，

对清末日趋混乱的财政状况提出相应建议，是年，日本学者松岗忠美

发表了 《论清国财政改革之急务》一文，指出中国必须先改革官制以

塞其弊窦，然后再整理财政以图国家之健全发达，并建议中国的财政

改革可以仿效日本的邮政、关税等方面的经验。１９０７年清政府实行清

理财政政策后，西方学者尤其是财政金融界的专家对中国的财政问题

更加关注。英国人瓦伦丁·姬乐尔著 《中国：财政陷入困境》一书中

专门介绍了中国的财政状况，这在当时的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同

年，税务司荷兰籍官员阿拉巴德著 《理财便览》，系统地分析了当时中

国所面临的巨额债务问题，并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必须实行预算理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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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税制改革。?

大量的中外财经著作的介绍使国人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财政理论和

税收政策，西方税制知识在近代中国得到了较充分的普及，特别是都

对中国岌岌可危的财政体制进行了关注并提出了相关建设性建议，这

些都为执政当局进行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有利地推动了清末财政体

制改革。印花税制的引进就是这种 “西学东渐”潮流下的产物。

四、清末清理财政与厘定税种

清末大量的对外赔款和支付外债使得清政府原来的财政管理体制

逐渐走向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运转。根据英国人赫德的相关调查数据，

１８９５～１９１０年的１５年间，清政府每年收入总额平均为８８００万两白银，

而平均支出则为１０１００多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的亏空总数就高达１３００

万两。? 中央财政亏空严重，不得不逐渐增加对地方的摊派，由此导致

了中央与地方财权矛盾日益尖锐，地方开始不得不通过擅自增加税赋

和向外举借外债才能维持正常开支。特别是经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

动后，厘金制度和 “就地筹饷”措施实行后，破坏了原有的财政奏销

制度，地方政府取得了财政收支权，且有逐步扩大之势，中央对地方

的调控能力日趋衰微，根本无法掌控地方的收支情况，全国的财政状

况异常混乱。

面对严峻的财政危机，加之西方现代财税思想的输入，清廷开始

了以开辟财源为目的的清理财政工作。１９０８年，福建监察御史赵炳麟

呈 《统一财权整理国政》折，对分税制和预算制提出建议。奏折中称：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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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华著：《民国财政研究———中国财政现代化的雏形》，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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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租税，分作两项，一国税，以备中央政府之用，二地方税，以备

地方行政之用。改布政使为度支，每省一员，统司全省财政出入。各

省地方进款若干，用款若干，责成度支使每年详细报部，其国税听部

指拨，地方税即留为各该省之用。租税界限分明，疆臣无拮据虑，出

纳造报确实，部臣有统核之权，如是则各省财政可一。每年责令各衙

门分造概算书及预定经费要求书，送度支部办理，如是则各部财政可

一。然后通盘算定，事先预筹海陆军经费应如何指定，京外薪俸如何

平均，振实业，广教育，应如何补助以收其效。”? 《清理财政章程》

就是在赵炳麟的建议基础上制定的。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度支部颁布 《清理

财政章程》，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地方上则设立清理财政局。清理财

政处的职责主要以划分国家和地方经费为清理要领，以编制预决算清

册为归宿；清理财政局的职责则主要是协助中央清理财政处开展全国

的财政清查工作。同时，度支部还制定了 《清理财政明定办法 ３２条》，

明确规定：严禁乱借外债；统一安排中央各部经费；不准自行收支；

严禁乱发纸币；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由此可见，清廷寄希望于对中

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进行改革，统筹规划全国财政，并制定相关的

规则使财权重新回归中央，这为今后的中央和地方两大税收体系的划

分奠定了组织基础。

根据度支部 《清理财政章程》的规定，各省的清理财政局开始逐

步对全国的财政状况展开调查，由此产生了全国各省岁入和岁出的数

额，在此数额的基础上，宣统二年 （即 １９１０年），清政府开始试办宣

统三年 （即１９１１年）的财政预算案，规定以当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至腊

月底为预算年度周期 （见表４）。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当年的财政总收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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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２９７亿余两白银，财政支出总数却是３３９亿余两，是典型的赤字

预算，赤字达４１６８７万两。如此巨大的赤字无疑提前给清廷传递了一

个信号，政府职能可以靠举借外债和对人民加税等手段来进行弥补。

外债是必须偿还的，甚至是加倍偿还的，而对人民的盘剥是无条件的，

所以最终受害者仍然是人民，他们只有默默承受着政府的捐上加捐、

厘外加厘和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另外，从表中的支出各项中可知，

军政的支出将近占了总支出的三成，说明此次的预算相当大的部分是

用于军事，维持岌岌可危的清廷统治，这正是清政府清理财政的首要

原因；其中交通费占 １６２％，而这项收入主要是用于修筑铁路，这绝

大部分操控在帝国主义手中，加之应解赔款和债息也达到预算支出的

１５３％，说明了预算带有非常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因此，此次预算

虽然是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财政预算，但是却是一个虚假

的赤字预算，无处不彰显出清政府想借此来苟延残喘，继续维持其行

将就木的封建统治之野心。然而，愿望非常之美好但好景不长，正当

清政府在筹划试办第二年 （即宣统四年，１９１２年）的预算时，终因清

廷的灭亡而未实行。

表 ４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预算收支一览表 单位：千两

岁　入 岁　出

岁入合计

占岁入

的比重

（％）

其中

经常 临时

岁出合计

占岁出

的比重

（％）

其中

经常 临时

岁入合计 ２９６９６３ １００ ２７８９６６ １７９７７ 岁出合计 ３３８６５０ １００ ３０７４１１ ３１２３９

田赋 ４８１０２ １６１ ４１１６５ １９３７ 行政 ２７３２８ ８１ ２６０７０ １２５８

盐茶税 ４６３１２ １５６ ４６３１２ 交涉 ４００１ １２ ３３７５ ６２６

洋关税 ３５１４０ １１８ ３５１４０ 民政 ５７４１ １７ ４４１６ １３２５

８１２



近代中国引进印花税的背景分析

续表

岁　入 岁　出

岁入合计

占岁入

的比重

（％）

其中

经常 临时

岁出合计

占岁出

的比重

（％）

其中

经常 临时

常关税 ７０００ ２４ ６９９１ ９ 财政 ２０７８２ ６２ １７９０４ ２８７８

正杂各税 ２６１６４ ８８１ ２６１６４ 洋关经费 ５７５７ １８ ５７４８ ９

厘捐 ４３１８８ １４５ ４３１８８ 常关经费 １４６３ ０５ １４６３

官业收入 ４６６０１ １５７ ４６６０１ 典礼 ８００ ０２ ７４６ ５４

杂收 ３５２４５ １１８ １９１９４ １６０５１ 教育 ３５９５ １１ ２５５３ １０４２

捐输 ５６５２ ２０ ５６５２ 司法 ６８３５ ２１ ６６１６ ２１９

公债 ３５６０ １２ ３５６０ 军政 ９７４９８ ２８８ ８３４９８ １４０００

实业支出 １６０４ ０３ １６０４

交通 ５５０２７ １６２ ４７２２２ ７８０５

工程 ４５１６ １３ ２４９３ ２０２３

官业支出 ５６００ １６ ５６００

各省应解 ３９１２１ １１６ ３９１２１
赔款与

洋债

洋关应解 １１２６３ ３３ １１２６３

常关应解 １２５６ ０４ １２５６

边防经费 １２４０ ０３ １２４０ １２４０

归还公债 ４７７３ １４ ４７７３ ４７７３

资料来源：根据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 《食货六》所载１９１１年预算整理，转引自孙文学、

齐海鹏等编：《中国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３页。

清理财政的最终目标是确立度支部为全国的财政中枢，划分国家

税和地方税，建立现代预决算制度，为即将进行的预备立宪做准备。

于是，宣统年间对国、地两税的划分原则和标准以及地方税能否再逐

９１２



级进行划分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然而，由于受不同西方财税理论的

影响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左右，虽然各个层面的官员都参与此问题的讨

论并进行了激烈的论证，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标准，但涉及中央与

地方不同的经济利益矛盾使得各地都没有对划分的标准达成一致建议，

更没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案，由此成为了我国划分国地两税之滥觞，但

却为民国初期国家税和地方税的划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另外，

清末清理财政最值得肯定的是中央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以山

西省为例，１９０８年，山西的税收总额为白银 ５８７１８０６两，支出为

６１４０２５２两；到１９１１年，税收总额为 ８１８８５６１两，支出为 ８９３８９４８

两。? 由于国家与地方财权不明的根本矛盾无法得到突破，虽然有建立

国家预决算制度的美好愿望，但也只是徒具形式，甚至是使得地方的

加收摊派更具合法化，中央财权更加涣散。然而，无可厚非的是，清

末理财是建立现代财税体系最初模型的有益探索，为后来的财税体制

改革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五、革除税弊与创办工商新税

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清末的税收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见表 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厘金制的创办及征收情况。晚清商品经济得到一定

程度的发展为厘金的开征创造了客观条件，加之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

起义，财政状况异常窘迫，厘金制的设置就是当时政府为了解决财政

异常困难情况的一种权宜之计。厘金创设于 １８５３年 （即咸丰三年），

属商业税收的一种，最初时税率为１％，因其税率较低被称为厘金，其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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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汝富：“近代中国国家税和地方税划分之检讨”，《当代财经》，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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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百货厘、洋药厘、土药厘及盐厘四项。厘金最初在扬州开办，

称为捐厘，是为了筹集军饷的一种变相的捐输。由于劝捐的方法和以

前不同，即预先请户部颁发部照，随捐随给执照，不像以前的迟报迟

征，所以取得的效果比较好，收入也比别的地方多。１８５４年，清廷的

副都御史雷以诚开始向朝廷报告，请求在江苏的各府、州、县仿照开

办，他在奏疏中称：“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 （林则徐在新疆办

理流屯时，创行 ‘一文愿’的集款办法，出于自愿，集少成多），劝谕

米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于民生毫

无关碍，而聚少则多。计自去年九月至今，只此数镇，米行几捐至二

万贯。”? 于是，雷以诚的抽厘助饷办法经清政府批准后得以推行，不

久后便由江苏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等地，旋即在全国进行

推广，成为了清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且深为依赖，在外国列强控制

中国的盐税、关税情况下，厘金无疑成了清廷弥补财政亏空的良方，

比重逐渐上升，成为了仅次于田赋、盐税、关税的第四大税种 （见表

５）。厘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主要税收，说明了当时的商品化程度使得

政府开征新税成为可能。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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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晚清税收结构变化表 单位：两

年份

田赋 盐税 关税 厘金

数额
比重

（％）
数额

比重

（％）
数额

比重

（％）
数额

比重

（％）

总额

１８１２ ２９５３００００ ７４ ５７９０００ １４ ４８１００００ １２ － － ４０１３００００

１８４１ ２９４３１７６５ ７６ ４９５８２９０ １３ ４２０７６９５ １１ － － ３８５９７７５０

１８４２ ２９５７５７２２ ７６ ４９８１８４５ １３ ４１３０４５５ １１ － － ３８６８８０２２

１８４５ ３０２１３８００ ７４ ５０７４１６４ １２ ５５１１４４５ １４ － － ４０７９９４０９

１８４９ ３２８１３３０４ ７７ ４９８５８７１ １２ ４７０４８１４ １１ － － ４２５０３９８９

１８８５ ３２３５６７６８ ４８ ７３９４２２８ １１ １４４７２７６６ ２２ １２８１１７０８ １９ ６７０３５４７０

１８８６ ３２８０５１３３ ４８ ６７３５３１５ １１ １５１４４６７８ ２２ １３２１８５０８ １９ ６７９０３６３４

１８８７ ３２７９２６２６ ４４ ６９９７７６０ ９ ２０５４１３９９ ２８ １４２７２３２９ １９ ７４６０４１１４

１８８８ ３３２２４３４７ ４２ ７５０７１２８ １０ ２３１６７８９２ ３０ １３６００７３３ １８ ７７５００１００

１８８９ ３２０８２８３３ ４３ ７７１６２７２ １０ ２１８２３７６２ ２９ １３７３９０９５ １８ ７５３６１９６２

１８９０ ３３７３６０２３ ４４ ７４２７６１５ ９ ２１９９６２２６ ２９ １３６４３１０７ １８ ７６８０２９７１

１８９１ ３３５８６５４４ ４３ ７１７２４３０ ９ ２３５１８０２１ ３０ １３５８１０４２ １８ ７７８５８０３７

１８９２ ３３２８０３４１ ４３ ７４０３３４０ ９ ２２６８９０５４ ３０ １３６４１６６５ １８ ７７０１４４００

１８９３ ３３２６７８５６ ４４ ７６７９８２８ １０ ２１９８９３００ ２１ １３２４４７２８ １７ ７６１８１７１２

１８９４ ３２６６９０８６ ４３ ６７３７４６９ ９ ２２５２３６０５ ３０ １３２８６８１６ １８ ７５２１６９７６

１９０３ ３７１８７７８８ ３８ １３０５００００ １３ ３０５３０６９９ ３２ １６２５２６９２ １７ ９７０２２１７８

１９１１ ４８１０１３４６ ２７ ４６３１２３５５ ２６ ４２１３９２８７ ２３ ４３１８７０９７ ２４ １７９７４００８５

资料来源：根据 《光绪会计表》、《清史稿·食货志六》、 《清朝续文献通考》、 《石渠余记》

等文献整理，转引自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９页。

然而，厘金开办后仅一年的时间就出现诸多的弊病。据 １８５４年 １２

月９日王茂荫奏称，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官私错杂，扬州以下沿江各

府州县设有十余局，苛敛行商过客，假公济私，包送违禁货物，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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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引进印花税的背景分析

聚众敛钱，以钱聚众，普安、薛家港等局竟至互图并
$

，大肆争斗，

商民无不受害。?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御史陈廷经奏称：“近闻各省厘局，

但有抽厘之名，实则抽分抽钱，有加无已，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

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

之，以货易钱之时，计其数抽之，以钱换银之时，又计其银数抽之；

甚至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缠，或女眷

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其弊不可胜言，一局之中，支应去其大

半，侵渔去其大半，不利于民，无益于国。”?至此，厘金已发展成了

官吏中饱私囊的工具，发展到害了百姓、坑了国家之地步。厘金的弊

端如此之多，为何清廷仍迟迟不愿废除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当

时许多苛捐杂税中一项重要税收，特别是当时长江流域军饷的重要来

源，是当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军费来源。当时仅江苏省的

厘金一年就达４００万两，浙江、湖北、江西、广东等省每年也都有数

百万两，加起来全国则有近２０００余万两，这项收入已经比地丁钱的收

入还要多。当时的曾国藩、骆秉璋、胡林翼等人几乎都依赖厘金的收

入才能维持湘军的军饷，应该说，没有厘金就不可能支持清军长期的

作战需要，也就不可能维持清廷的统治。

甲午战争后，庞大的外债都是以关税为担保，外商在华享受特权，

不需要缴纳内地税 （如厘金等），然而地方上却屡次发生因征收洋货厘

金而与洋商产生冲突的事件，于是清政府开始与列强在此问题上进行

协商，同意通过增加关税裁撤厘金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裁

厘的最初酝酿。但由于列强对于免除厘金是否能真正实行存有疑虑，

３２２

?

?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同?。



这项计划并未实行。? 然而，厘金引发的更为突出的矛盾是，政府的逐

年增税使得广大商民深受其苦，厘金被视为近代中国最大恶税，成为

了政府和人民尖锐矛盾所指，全国上下裁厘的呼声不断。一方面，清

政府必须缓和这一尖锐的社会矛盾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另一

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政府不得不需要增加税收来支付巨

额外债和维持日常开支，加之西方财税理论的传播早已使得许多清廷

中的维新派了解到西方新税收的益处，于是他们积极探索通过创办工

商新税来弥补裁厘所造成的损失。

戴丽华：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讲师 　　　　　

席卫群：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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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
滥觞之成因

黄天华　钟灵娜

一、引言

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素有 “民国万税”? 的说法，虽是夸张，但

其名目繁多、税负冗杂可见一斑。地方捐税的征敛最早可以追溯到晚

清时期，迫于时局压力，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以填充军政开支，到北

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甚剧，地方征收的杂税已有泛滥之势?，到南京国

民政府初期，连政府官方文书也以 “苛捐杂税”述之，一方面可见当

时政府废除捐杂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捐杂之重，荼毒百姓之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逐步建立以 “盐税、关税、统税”为主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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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怀仁先生的说法，即全国的苛捐杂税当在万余种以上，甚至会有数万种之多；在

赵一平的 《民国捐税小议》中也提到：“据史料记载：全国捐税名称当在万种以上”。

齐海鹏：“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整顿地方杂税措施评析”， 《地方财政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７
期。



家税收和以田赋、契税为主的地方税收的分税制税收体系?，杂捐杂税

只是地方所征税收之添附，意在地方财力不足时弥补财政短缺之用。

尽管中央政府明文限制附加税的比例，并着力取消不合理的地方捐杂，

但成效却不甚理想。已有的研究多只谈民国捐税之害，并未述及捐税

屡禁不止的原因。本研究主要从央地关系、战争动乱和基层治理的角

度出发，考察中央改革苛捐杂税失败的制度和历史原因。

目前，对民国捐税的研究，仍停留在对地方杂捐杂税的梳理上：

如王翔 （１９８８）对苏州等地的丝绸捐进行了考证，认为苏州丝绸业的

捐税负担，是导致苏州丝绸生产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吴家俊 （１９９８）

研究了鸦片特捐的征收情况及社会危害，认为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期，

国民政府以 “禁烟为名”开征 “鸦片特捐”，实际并非 “寓禁于征”，

而是旨在搜刮民脂民膏，流毒极广；赵磊 （２０１１）对广东省娱乐捐的

包税制设计进行了研究和批判，认为尽管在包税商协助下，娱乐捐得

以顺利征收，但该制度同时也导致了行业混乱，与文明法制相去甚远；

范习中、谈智 （２０１２）对民国时期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的城镇房捐进行了

考证，认为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严重，导致房捐在各地征收各异，制度

难以统一。尽管述及不同捐目，但学者对民国杂捐的态度较为一致，

即内容繁杂、各地不一、地方政府的自有裁量权较大，且囿于时局，

征纳严苛，对社会危害极大。

其他根据地方志或地方档案文献梳理的地区杂捐杂税资料也同样

说明了此种情况，如朱汉国、王印焕 （２００２）对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

捐税负担进行考证，认为捐税的沉重已严重超出普通农民的承受能力，

并导致了乡村工商业的萧条。黄正林 （２００９）对民国时期甘肃农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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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润禾：“浅谈民国时期分税制的构建”，《经营管理者》，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

济情况的研究也说明，当时农村的贫困，除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外，主

要是地方政权与军阀的苛捐杂税导致，农家需要将所得的 ３０％ ～５０％

用以缴纳各种捐税。包银山 （２００９）考察了民国时期土默特旗的财政

收支状况，认为受上级政府的压迫和掠夺，该旗处于 “自收不自主”、

“自支无可支”的窘境。

一方面各地捐税名目繁多、征纳严苛，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中央改

革之艰难，制度推行之低效。１９３４年南京国民政府始提出整顿财政，

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 ６项原则为废除苛杂之依据。但经过此

次整顿，“旧的苛杂虽公开废除，新的苛捐杂税却又层出不穷，积弊益

深”?。尽管１９３４年的分税制改革加大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从

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基层地方政府更多的征税权。不仅如此，县以下的

基层政府 （乡镇组织）也滥用职权，甚至违背中央的行政规划，擅自

设立权力机构谋取私利。

本文在梳理民国时期各地苛捐杂税之征收情况的基础上，尝试厘

清地方苛杂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且互相牵引：

一是国税与地税的分制赋予地方政府以征税之权；二是战争与动乱的

时局导致军费负担严重；三是基层政府官员调整频繁致使官员的贴现

率畸高，加重官员贪腐。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地方势力的强大导致国

家能力衰弱是其时苛捐杂税横行的根本原因，在时局动乱的集权体制

下，一方面基层政府不易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控，另一方面也不受

民众的约束，从而造成权力真空，使得地方政府只顾中饱私囊，并进

一步与中央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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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一平：“民国捐税小议”，《税收与社会》，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二、民国时期苛捐杂税概述

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明确了国家与地方的收支划分，使中央财力得到

相对集中，地方财力则大为削弱。但这一时期虽明确了中央税收与省

级税收的划分，但对省级以下，即省与县的财政范围并未明确规定，

均由各省根据情况自定。因而县级财政并无独立税源，所需经费完全

仰仗省级支拨。而上级交办任务多是 “交差不交费”，县级政府不得不

依靠附加、摊派等各种苛杂筹措经费。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

济乃至风土人情各不相同，加之军阀割据，土豪劣绅，坐山为大，按

需聚敛，就地课征，章制不一，苛细繁琐，要详细罗列出各地杂税名

目和制度，实为难事。

根据 １９３３年 １２月，国民政府电令各省调查本地区苛捐杂税上报

的资料等，专家们汇总整理了各省市的杂税杂捐情况，并指出：“在已

上报的省和院辖市中，其填报有详有略，有仅报全年收数，不报具体

捐项：有的仅将主要项目填列，其他杂税杂捐亦不具体列明，而以

‘其他杂捐’或统称 ‘杂捐’含混掩饰。因此，所录情况仍欠完整。

苛捐杂税在当时亦属非法，有所隐瞒，势所难免，实则无地不有，比

比皆是”。从这份资料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主要有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名目繁多；二是类型多样；三是复征严重。

（一）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表１所列为各省捐税名目的数量概览。可以看出：（１）各省苛捐

杂税的数目极其繁多，浙江省竟多达两百五十多种，而在百种以上的

省份也为数不少。 （２）相对于人口密度小、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

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苛捐杂税的名目更多。（３）县级

的捐税名目数量普遍高于省级，尽管征税的数量上县级并不一定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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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

级更多，但县级开征的裁量权更大，税收设置更加随意。

此外，不同省对捐税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如河南省以各种牙税及

斗捐最为普及，陕西省的杂税以商税为大宗，其次是货物税，并且以

当地特产为征税对象的亦不在少数，如福建省开征的茉莉花捐、玉兰

花捐；宁夏、青海的羊只捐、车驼捐等。

表 １

序号 省 （市） 名目数量 备注

１ 北平市 １４

２ 上海市 １１

３ 南京市 １０

４ 青岛市 １０

５ 江苏省 １４５ 少量为分县开征

６ 浙江省 ２５５

７ 安徽 ６３

８ 江西 １３８

９ 湖北 １１１

１０ 湖南 ４９

１１ 福建 ８８

１２ 广东 １７８ 省：８７县：９１

１３ 贵州 ６６ 省：３　县：６３

１４ 河北 １０４ 省：２０县：８４

１５ 山东 ４１ 省：７　县：３４

１６ 山西 ２２ 省：１７县：５

１７ 河南 ４５ 县：４５

１８ 陕西 ６３ 省：５　县：５８

１９ 甘肃 ６ 省：４　县：２

２０ 宁夏 ２１ 省：８　县：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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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省 （市） 名目数量 备注

２１ 青海 ２９ 省：２３县：６

２２ 察哈尔 ３４ 省：１７县：１７

２３ 绥远 ４０ 省：１４县：２６

２４ 成都 ４０

数据来源：１～２３：《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表 ２～表 １８，第 ２５４～２６２页；２４：《中华民

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第４６５页。

（二）苛捐杂税涉及类型复杂多样

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杂捐；二是附加；三是

摊派。杂捐就是各地名目繁杂、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附加是正税之

外的额外加派，有田赋附加盐税附加、其他附加等；摊派是将应筹款

项按户按亩分摊给农民负担。一般情况下，杂捐和附加主要是应付县

级机关的日常开支，摊派则为应付临时差办所需的经费。仅从杂捐来

看，又可以分为四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商品税或货物税，即在商品贩

卖时对所卖之物征收的税，如米捐、甘蔗捐、青菜捐等；二是营业税，

即针对提供服务所征税收，娱乐捐、买卖佣金捐等；三是财产税，如

车捐、房捐等；四是职业税，如厨师捐、屠户捐、河工捐等。

国民政府时期，只要是税几乎都有附加，且以田赋和盐税附加最

为大宗，除此之外，其他苛捐杂税也有附加。并且，下级政府所征附

加数额，往往倍超上级规定所限，据载：“１９３３年，江西省屠宰税章程

规定，猪每头正税四角，县地方附加不得超过５％。实际上各县征收之

附加，最低的新建县，每头附加四分，超过规定的一倍；最高的南城，

每头附加六角八分，为正税之 １７倍。据陕西省 １９４２年地方税捐现况

调查，陕西省对契税、屠宰税、牙税等项附加，均规定按正税 ５０％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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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

收；有些县份还有按照正税 １００％征收的，多半县份超过正项 ５０％以

上”?。对已有的捐税，由于不断增加附加类目，以致总的附加税加起

来竟比正税还多，据载， “广东早在 １９１８年对花捐之外附加工艺费，

１９２０年又附加教育费、１９２８年又附加军费，广州市财政局于１９２９年公

布的 《本市省河水陆花筵捐章程》，即明确规定花捐要征收附加，因地

区不同，捐率及附加也不一样。如广州东分处，花捐每局 ０５元，附

加清濠费０１元，市政费０２元，新附加 （军费）０３元，附加为正捐

的１２倍”?。

与杂捐和附加相比，摊派时更具有随意性。通常情况下，苛捐杂

税，只要称得上 “捐”、 “税”，尚有名目，也有限度；摊派则师出无

名，更无限度。摊派的名目也更加五花八门，涉及军事供应的摊派，

主要有 “粮秣差额，柴草差额、军用牲畜差额、煤炭及其他燃料差额、

鞋袜差额、服装差额、炊事用具差额、军用差额、各种防御工事及军

用器材差额等项”?；涉及自治经费的摊派，据 《财政年鉴》第三编第

十二篇的记载，主要有自治户捐、积谷款、难民口粮、公教员警食谷、

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经费、补助办公费、师范学生膳食津贴费、自卫队

及义勇壮丁给养服装费、市县训练所学员粮食、警察给养费、乡镇保

甲人员生活津贴、修建公路费、地方建筑费、保安费、医药费、中心

小学及保国民小学基金、电杆费、草鞋费、征工费、兵役费等。此外，

摊派呈现逐级下压、不断放大的趋势，从省政府到县 （市）政府，再

到乡镇保甲，层层摊派、层层加码，甚至保安队与民团凭借武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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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擅自摊派，使底层民众不堪其苦。

（三）重复征税严重

如此繁杂的课税系统，自然会产生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以盐为

例，江西省除开征盐税及附加外，另有 “食盐捐、食盐火油捐、食盐

代替品公卖捐、地方善后盐捐、盐斤附捐、食盐救济捐、盐余捐、食

盐团队捐、食盐筑路捐、教育盐捐、食盐营业捐、食盐护运捐”等十

余种相关杂捐?。河北省与田房相关的捐税就有 “田房契捐、田房监证

人公益捐、田房成说捐、田房契税挂号费、田房监换谕捐、田房费用

附加”等?。各种附加更是叠加严重，如安徽省的牙税附加就有 “牙

税附加、牙税公安附加、牙税育婴附加、牙税建设附加”，契税附加有

“契税公安附加、契税财务附加、契税教育附加、契纸地方附加、契税

督教附加、契税公益附加、契税图书附加、契税自治附加、契纸慈善

附加”等?，使得一物之上，所附税收巨大，不仅使得商民不堪其扰，

而且增加了中央管理的难度。

四、民国时期地方苛捐杂税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央地分税沿革与中央权力的溃散

对中央与地方税收体系的分解，自清末即已提上议程，但直到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北洋政府才首次拟定 《国家税与地方税法草案》与

《国家费目地方费目标准案》，正式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体系。尽管明

文规定如此，但此次法案的颁布很快由于地方势力的极力反抗而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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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

形式，除关、盐两税因作为国债抵押，实际由外国人监管征收外，其

余税款均遭各省当局截留，盖国税地税虽有划分，但解缴税款仍需通

过省一级政府，因此，中央财政日益亏空，竟难以为继。而地方虽截

留税款，但 “所办自治、学堂、实业等，亦徒有虚名”?。事实上，北

洋政府时期，中央权威已消失殆尽：１９１３年各省应解之数为３２４１８５３０

元，但实解只有５６０００００元，仅为应解之数的 １７３％，而到 １９１９年、

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１年时，仅剩赣、浙、苏三省解款，总数只有 ４００万元左

右，１９２１年以后，各省解款则几濒消失矣?。即便中央应收之盐税，

后期也受到地方势力之侵蚀，如四川与中央商定四六分收，江苏与中

央商定五五分收，而河北省上解盐税以 ３０万军饷作为交换条件，无一

不体现出当时中央权力的溃散和地方势力的强盛?。

由于地方势力不断壮大，税权遂成为地方与中央争夺的重要项目。

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继续向中央施压，使得曹锟不得不将田赋划归

地方税收，后南京国民政府亦承袭此制。１９２７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

虽对中央与地方收支体系做了三次重大改革，但由于历时较短，且不

久即爆发抗战，收效并不明显。１９２７年 ６月，古应芬主持财政部时曾

召集苏浙等省财政官员商讨中央与各省的财政关系，后由贾士毅起草，

于７月１９日讨论通过了 《划分国家地方税收暂行标准》和 《划分国家

地方支出暂行标准》两份议案，规定国家税、国家将来税、地方税和

地方将来税四类，并划定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范围。１９２８年第一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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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 《财政》，江苏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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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财政会议上，宋子文支持对此两案进行修订，但总的精神与古氏方案

一致，只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前两次改革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只划分

了中央与省级财政，对省以下的县级财政没有涉及，这就导致县 “有

支无收”，财政愈窘。为弥补这一缺陷，１９３５年 ７月 ２４日，国民政府

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对原有标准做了较大的调整。除进一步划定中

央与地方收支外，将原有的中央、省两级财政系统扩展为中央、省和

县市三级，实际上缩小了省级财政?，但如此一来，省级政府又感到财

政困难了?。

事实上，民国政府的三次国地财政收支划分都只是 “纸面上之规

定”?，“议决议案与实行相差尚远”?，从结果来看一目了然，划定中

央与地方分税之后，中央财政并未好转，反而年年赤字，１９２９到 １９３７

年平均赤字占支出的比例达到 ２０６２％?，而各省市区的财政则略有结

余，１９３３到１９３６年四年间，除 １９３５年岁出大于岁入外，其余三年的

财政结余分别为２６６３万元、８３３５５万元和 １７１万元。尽管有学者认

为省区财政收入中包含债务和难以兑现的中央财政补助，但是综合而

言省财政赤字也应在 ２０％左右，因此，省政府同样有瞒报收入以骗取

中央财政补助的可能。由于当时各省地方政权多是军人当政，分税的

结果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将更多税收用于扩充军事力量，以进一步维护

辖区而非中央的利益，其结果又会导致在央地分税的过程中不断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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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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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苛捐杂税滥觞之成因

还价以获得更多的征税权。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政府一时难以撼动地方势力，地方政府

在不受中央控制的情况下获得征税权，其结果必然导致 “上取其一，

下取其二”? 的局面。以当时各省的情况也可看出，受中央控制的地

区，地方苛税更为收敛，在裁厘改统和废除苛捐杂税上更为有效，而

在中央控制力有未逮之地区则政令不行，表面上看国税与地税已有划

分，但实际上国税依然归省支配，财政仍各自独立?。

（二）战争动乱导致苛捐杂税对商民的双重掠夺

战争动乱对地方征收苛捐杂税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军费开

支在当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负担。据 １９４８年 １月财政部出版的

《财政年鉴》记载：“从历年调查所得，各省、县 （市）地方苛杂摊派

发生的原因，约有两端：一为军事供应，一为县 （市）乡镇自治经费

支出膨胀。”军事机关因战事需要物资补给时，常以低于市价向地方政

府购买军需，其差额只得以摊派的方式由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弥补。乡

镇的自治经费也往往采取此种方式取得，如前述 “自治户捐、补助办

公费”等。但事实上乡镇的自治情况堪忧，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当时

的部分乡镇政府并没有依规定设置 “乡镇民代表会”等自治机构，而

是由 “联保主任”来行使相关的警察、征税的职责?。如此一来，乡

镇自治经费支出膨胀就不难理解了，基层权力机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欺上瞒下，向上不受中央的约束，向下不受当地商民的约束，遂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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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无天。１９４１年湖北襄阳县的收支预算不过 ８３１３３０元，而为赔垫军

事征用之损失即达４０００多万元，为全部预算之五十倍；１９４７年江西各

县市的岁入中，捐献一项也达到总收入的２０７７％，名为捐赠，实为摊

派，无异于掠夺?。

另一方面，拥有自己的军队上可对抗中央，下可镇压百姓，在正

式制度难以通行的情况下，暴力执法就成为最有效率的手段。在中央

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开征税收尤为如此。民国初年，福建省王永泉

在其势力范围内，各县每年都要摊派３万元至８万元，名曰 “解饷”?。

１９４２年１月陕军王宗良坐镇渠县，派款 ２０万元，亦用武装押交办法，

由于无法缴款，致使投河、悬梁自尽者有之，成群外逃者无数?。

动乱的时局使得高层领导只顾囤积军力，维持地方势力，基层地

方领导只顾中饱私囊，趁火打劫，完全不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

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这一时期用于建设费支出从未超过实际支出的

４％?，使得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十分低下，从长远来看，限制了税

源的发展。并且，以附加、摊派等为代表的苛捐杂税 “无定章，无定

额，收取无定时，随意性强”?，严重妨碍了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使

商民无所适从。

（三）基层职官调整频繁与苛捐杂税的横行

如前所述，地方势力的壮大和中央权威的式微成为民国政府治理

的一大特点，除争夺征税权和拥有军队外，民国以来，各省军阀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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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自放县长，也成为地方势力膨胀的标志。民国以前，县官无论是

荐举任命，还是科举选拔，均是廷择外放，民国之后改为由各省任命，

造成的结果是县长唯省令是从，并且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县缺成了大

小军阀们用来奖赏下属或送人的礼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对县长

任命做了新的规定，无奈与中央地方分税一样，正式制度无法贯彻。

如中央规定县长的试署、实授必须由省呈中央任命，但实际上省呈报

中央的案例极少，以江西为例，直至 １９４１年 ３月，８３位在任县长中，

经中央审查具有铨叙资格者仅 １８人?。由于县长任命多任人唯亲，调

换也必频繁，新任省官上台，必赶走大批旧人，启用新人，时称 “更

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

自清末以来，基层地方官员的任期逐渐缩短，到民国时期更是每

况愈下，据统计，１９３１和 １９３２年，全国各省平均县长年更动率高达

５４８％和６３９％，县长的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多，三分之一的县长任期

在半年以下，三分之一为半年至一年?。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期，河南任

期最短的县长上任仅一天即卸任?，“十年九牧”成为当时各省各县的

普遍现象。县长 “轻进轻退”，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政令不行，县

政难以推动，即便积极有为的县长也不得不敷衍了事；二是贪污腐化

严重，由于县长随时面临解职，且无任何正向激励，因此，在任之时

无不趁此盘剥，小则收受贿赂，大则贪污公款。

由此观之，苛杂之横行，与地方官吏的任期不稳不无关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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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废除苛捐杂税的改革中也可看出，地方政府大多阳奉阴违，如

河北省已废之苛杂，在东光等县依然征收。四川裁废各县杂捐，从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共裁废 ３１２种，保留者 ４４种，但前者的年征额仅为

３５９６０３元，后者的年征额为１５１０４６９元，裁废的杂捐不到保留的杂捐

的１／４?。除了 “裁小留大”以外，地方政府的办法还有 “归并名目”、

“明裁暗兴”、“以新代旧”等。自１９４１年以来，虽年年整顿地方财政，

废除苛杂摊派，但实际上没有废除，反而愈演愈烈。各省借口物价高

涨，经费无着，默许、放任所属县 （市）照旧征收苛杂及摊派款项，

行政院虽三令五申加以严禁，但实际收效甚微?。

五、结语

民国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尽管只是税收中的一小部分，但由于税

无定制，实际税目与税负难以完全统计，从已有的一些调查文献和地

方档案来看，苛杂之害并不亚于传统的正税。从我们的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严重，地方势力不断挑战中央权威，才是造

成苛捐杂税泛滥成灾，难以祛除的根本原因。中央给予地方开征苛捐

杂税的权力，地方政府借军需之名，剥夺商民利益，就不足为奇了。

加之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基层政府难以管束，县级政府官员任职如走马

灯一般，不仅在地区经济发展上难以作为，而且加重了腐败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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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演变及改革建议

———基于纳税遵从视角?

王金兰

早在１９９６年 “九五”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就提

出了 “建立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十五”计划纲要再次提出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提出 “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

税制度”。“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提出 “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的改革目标。

还没有一种税如个人所得税一样，在政府工作会议中连续多次提到，

这不仅体现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构建

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个人所得税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历经

近２０年的改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下文简称 “混合模式”）的个

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尚未真正建立，这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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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纳税人众多、纳税遵从度不高密切有关。因此，通过个人所得税

课税模式的改革，最大限度促进纳税遵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纳税遵从的相关理论

自从有了税收，就产生了纳税遵从问题，它是衡量一国税制、征

管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依法履

行纳税义务，包括及时申报、准确申报、按时缴纳三个基本要求。如

果纳税人不能如实准确、及时地申报或不申报，就是纳税不遵从。西

方理论界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始于 １９６８年加利·贝克尔 （ＧＡＲＹＳ

ＢＥＣＫＥＲ）基于犯罪理论而构建的逃税模型，该模型的建立为纳税遵

从的研究奠定了开创性基础。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起步相对晚

一些。纵观纳税遵从的研究，学者们交叉多学科理论，诸如运用经济

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等，分析了影响纳税遵从的因

素，为促进纳税遵从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一）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纳税遵从研究

Ａ—Ｓ模型堪称纳税遵从研究的经典。根据贝克尔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８）的犯罪经济学及阿罗 （Ａｒｒｏｗ，１９７０）的风险及不确定性经济学

理论，阿林厄姆和桑德姆 （Ａｌｌｉｎｇｈａｍ和 Ｓａｎｄｍｏ，１９７２）发表论文 《所

得税偷逃税：一种理论分析》（Ｉｎｃｏｍｅ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分析了逃税者的最优决策以及影响逃税决策的主要因素，建立

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 Ａ—Ｓ模型。根据该模型，纳税审计的概率

越高，纳税人逃税被罚款的比例就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就越高。

作为理性的纳税人，遵从度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对纳税检查、法律制裁

的认识，以及他们的预期收入。纳税审计概率的增加和惩处力度的加

大能够提高纳税遵从度。纳税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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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演变及改革建议

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由于 Ａ—Ｓ模型的假设前提非常严格，与一些

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一些学者 （如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１９７４）在此基础上放宽

假设或引入更多的变量，完善了预期效用理论。

（二）前景理论与纳税遵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卡尼曼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和特沃斯基 （Ｔｖｅｒｓｋｙ）创

立了前景理论 （也称展望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中纳税

人的决策。前景理论假设每个人基于初始状况 （参考点位置）的不同，

对风险会有不同的态度。通常，人们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考点决定，

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而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

是风险喜好者，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根据前景理论，纳税遵

从行为被看作是纳税人在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完全理性的现实

决策，当纳税人将税款的支付视为一种损失而不是收益的减少时，其

更趋向于冒险偷税、逃税而不是纳税遵从。因此，前景理论能够解释

在税收征管中纳税人的非理性行为，当税率增加时，纳税遵从度降低，

偷税额会增加。尽管前景理论能够解释税收征管中的某些行为，但却

回避了纳税人是社会人的现实，将征纳双方视为利益和风险的博弈，

也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

（三）新公共管理主义与纳税遵从

新公共管理主义 （Ｎｅｗ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ＰＭ）是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

以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为中心是其显著特征。按照新公共

管理主义的思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虽存在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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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程序上应按照服务员与消费者的关系来处

理。? 税收被看成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

税人必然会考虑所纳税收与所获得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否等价，

即 “交换公平”。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能让纳税人感到

“交换公平”，那纳税人就愿意支付税款，提高纳税遵从度。纳税人是

否依法纳税还会受到诸如政府的信任感、征收程序、纳税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

可见，纳税遵从受到诸如纳税遵从成本、纳税人对风险的偏好以

及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感、纳税是否感受公平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

因素又与一个国家的课税模式密切相关。建立混合模式是我国个人所

得税改革的目标方向，这实际上是围绕提高纳税遵从度的个人所得税

的课税模式的演变。

二、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演变

自１８世纪末英国首创所得税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相

继实行，在２０世纪风靡全球，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过程来看，其课税模

式存在分类 （１８０３年）、综合 （１８９１年）和混合 （１９１７年）三种模式

的依次产生与并存。

（一）分类课税模式

分类课税模式是将个人所得按来源和性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适

用不同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分类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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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演变及改革建议

税制源于英国。１７９９年，英国在对拿破仑战争中，为应战争军费之需，

首创所得税，１８０２年因战争停止而停征。１８０３年又随战争恢复征收，

按所得来源不同分为 Ａ、Ｂ、Ｃ、Ｄ、Ｅ五类，采取源泉课征，实行分类

征收。其主要优点是按源泉课征，征收简便，有利于控制税源，降低

征收成本。但分类征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相同收入因来源不同，纳

税人的税负就不同，而相同来源的收入由于收入来源次数不同，高收

入者反而少纳税，最终会导致税负不公平。因此，分类征税模式不利

于体现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

差距。目前，只有包括中国、苏丹、也门、约旦等级少数国家采用该

模式，英国也于１９０９年将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所得税制。

（二）综合课税模式

综合所得税制是将个人一定时期内不同来源的所得汇总形成纳税

总额，扣除规定项目金额后得到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根据适

用税率计算课征。综合所得税制源于德国。１８９１年，德国颁布所得税

法，采用综合课征所得税模式。采用综合课税模式税基广泛，有利于

增加财政收入，也能充分体现量能课税原则和税负公平的原则。但是，

采用该模式要求税务机关能较好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要求纳税

人的纳税意识较强，纳税遵从度较高。否则，由于计税依据的确定较

为困难和复杂，征税成本较高，不便于对所得实行源泉扣缴，纳税不

遵从现象较为严重。目前，采用综合所得税制的国家有美国、法国、

印度、巴西等。

（三）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是由分类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优点合并而成，实行分项课

征和综合课征相结合的课税模式。这种模式按具体操作的不同可分为

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交叉型模式是先分类计征后综合计征，即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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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的各项所得按照规定税率分别计征进行源泉扣缴后，再汇总纳税

人纳税期间的全部所得，当应税所得额超过规定标准，则按累进税率

计征，并对已纳税款准予扣除。这种模式只要求高收入者年终进行纳

税申报和汇算清缴，而低收入者不要求。混合模式是在分类模式基础

上进行综合课征，与分类模式相比，对全部所得加征了一道累进税。

并立型模式是将各项所得分为经营所得和非经营所得，对经营所得实

行综合征收，非经营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属于综合征收范围的，应该

按照规定的纳税期限预缴税款，在年度终了时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对于分类征收项目，所征收的税款为最终税款，不再列入综合计征范

围。采用这种模式，一项所得要么是综合征收，要么是分类征收，两

者是并立的，不存在交叉。该模式更趋向于分类征管模式。混合征管

模式既体现了负担能力原则，对不同来源的个人所得综合计征，又坚

持了差别征税，对不同性质的所得予以区别对待。目前，采用这种模

式的国家有日本、英国等。

纵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的演变，有的国家经历了综合

所得税制到分类所得税制，最终为综合所得税制的演变，如法国；也

有的国家从个人所得税产生时，就采用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总地

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分类所得税制到混合所得税制再到综合所得税制

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

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征税模式，只有少数国家采用分类征收的征税

模式。可见，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的演变趋势是综合所得税制。这种

演变既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纳

税人感受到纳税公平、量能负担，从而提高纳税遵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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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纳税遵从，推动混合模式实施的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充分发挥个人所

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成为社会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实行

混合模式个人所得税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到诸如纳税人

纳税意识不强、代扣代缴单位责任心不强 （边境等，２００４）、纳税人收

入难确定、难以保证纳税人自身申报信息的准确性、没有跳出代扣代

缴的框架、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极性不高 （高培勇，２００８）、征管手段

落后 （边境等，２００４）、税收征管能力 （刘佐，２０１１；李华，２０１４）等

因素的制约，推动混合模式改革进程还有一定难度。那是不是要等到

所有的条件具备，才实施混合模式的个人税制？为缓解当前中国收入

分配领域的矛盾，改革需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原中国社科院财贸所

副所长高培勇曾指出，个税矛盾须在综合与分类框架内解决，财贸所

提出个税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渐进式方案。前国税总局税收科

研所所长刘佐则以越南、印度以及埃及、几内亚、墨西哥、秘鲁等亚

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例指出，一些比我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都实行

了综合税制，我国也可以向他们学习，实施混合模式的改革。中国政

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施正文教授指出，“必须先破题启动，再逐步去

完善”，这是一个渐进的逐渐形成完善的过程，在改革推行中才能更好

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可见，混合模式的实施已迫

在眉睫。

（一）完善代扣代缴制度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

混合模式是在分类所得税制的基础上 “嫁接”综合申报，是支付

单位的代扣代缴义务加上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为防止代扣代缴人不认

真履行义务或与纳税人合谋等问题，应该加强对代扣代缴人的规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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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税务部门应该定期对扣缴义务人进行培训，明确其法律责任，

规范扣缴税款和申报的程序。同时，税务部门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

或网络等渠道及时向扣缴责任人传递最新的政策信息及解答各种疑问，

以帮助扣缴义务人提高扣缴质量。

自行纳税申报的目的是培养和提高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意识和能力，

收集个税纳税信息，为实行混合所得税制创造条件。一方面，要扩大

自行申报的范围。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在收入、财产和

消费三个方面得到体现。鉴于财产税的缺失以及流转税的累退性，调

节贫富差距的任务就落在个人所得税身上。因此，在现行年所得 １２万

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基础上，将需要履行申报义务的范围扩大，如

拥有别墅、高档小轿车和游艇以及购买贵重首饰和高档手表等。逐步

扩大自行申报的范围使自行申报逐渐成为我国征收高收入阶层个人所

得税的主要方式。扩大自行申报的范围既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又能使社会公众感受到税负公平，从而促

进其纳税遵从。另一方面，可以将按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改为按年征

收，分月预征，年终汇算清缴。按年征收既可以调节纳税人各月的税

收负担，也能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管理制度。当纳税人将预缴的税款看成

是收益的减少时，纳税人更趋向于依法纳税，有利于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优化纳税服务

为纳税人服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对税务部门的基本要求，也是提

高纳税遵从度的一大需求。纳税服务应当以纳税人的需求为导向，以

纳税人的满意为宗旨，加强与自然人纳税人的沟通，及时了解纳税人

诉求，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优化纳税服务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建

立税收法律公告制度，税务部门应通过电视、网络及现场培训等渠道

让纳税人及时、准确地了解税法信息。二是优化办税流程，在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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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演变及改革建议

县城以及纳税人较为集中的地方建立办税服务厅，缩减办税环节及办

税时限，降低纳税遵从成本。三是鉴于部分纳税人受到时间、地点等

因素的局限或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税务机关应当鼓励和提倡其依照税

收法规，寻求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税务代理。发展税务代理服务的

重点，应当是广大的中小企业和个人。

（三）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自行申报的纳税人众多，税务部门很难做到一一稽查，只能选择

一部分纳税人进行审核。同时，在缺乏第三方信息的情况下，税务部

门采取一定激励约束措施就是最好选择。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可以

防止纳税人抱着侥幸心理不如实申报，又能提高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积

极性。税务部门可以根据自行申报的纳税人的收入来源不同、证明材

料是否完备、能否进行正确申报、是否存在虚假情况等依据，将纳税

人划分不同的级次，对于能够正确申报且经检查无虚假申报的纳税人，

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基础比较差，不能进行正确申报的纳税人，可

进行相应的培训，帮助其逐渐熟悉申报的程序及流程；有虚假申报的

则是关注的重点，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同时以公开纳税信用记录作为

辅助手段，通过提高纳税人违法的预期成本，建立纳税人自愿遵从的

激励约束机制。

（四）建立多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共享

建立与纳税相关的多种信息系统能解决信息分布于各个部门、相

互割裂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能降低纳税遵从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

提高纳税遵从度。首先，应建立个人财产、收入登记信息系统，以便

于税务部门全面、真实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拥有财产信息。其

次，建立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将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与其信用联系在一

些，凡是有偷、漏税行为的纳税人在信用信息系统就有不良记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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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直接影响其向银行贷款，也会影响其参与一些商业活动 （特别是个

体工商户）以及承包、承租行为。第三，建立各部门信息联网系统，

实现信息共享。通过建立银行、海关、保险、审计、工商部门的信息

联网，既能实现税源监控，也便于纳税人获取自行申报的各种信息，

确保纳税人如实申报，又便于通过这些信息 （特别是审计信息）实现

重点稽查，提高纳税遵从度，降低征管成本。建立信息系统需要各种

投入，会增加征管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各种信息能得到充分利用，

既能降低税务部门的征管成本，又能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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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文化原因

赵　瑞

一、“纳税人意识”的定义

研究纳税人意识，首先要明确的便是 “纳税人意识”一词的准确

定义。为了更好地分析纳税人意识，笔者认为需要先界定 “纳税人”

的范围，然后结合学术界的名家解读，给 “纳税人意识”下一个完整

的定义。

（一）“纳税人”概念的定义

学术界对 “纳税人”这一概念一直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

义的解释认为，纳税人就是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自然人和

法人。广义的解释认为，除去前者，纳税人的范围还应当包括作为税

款最终来源的负税人。由于笔者主要在宏观的文化层面进行探讨，故

本文所称的 “纳税人”皆指广义上的纳税人，即经济生活中的广大涉

税市场主体。这一点有必要在全文开篇交代清楚。

（二）学术界对 “纳税人意识”的定义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辨析 “纳税意识”和 “纳税人意识”，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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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尤其是财经学术界）出现了数种对 “纳税人意识”的定义，主要

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条件下，纳税人基于对自身主体地位、存

在价值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税法的理性认知、认同

和自觉奉行精神?”； “纳税人对自身利益、地位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

知和内心要求?”； “纳税人通过向政府让渡部分财富，要求国家根据

社会意愿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利实现和权力服务的思想体系?”； “公民

的纳税人意识与公务人员的纳税人意识。所谓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就

是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所谓公务人员的纳税人意识，就是政府公务人

员的公仆意识?”；“一是从纳税人角度，即公民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对其纳税人身份的感知、

体味或反映；二是对以财政拨款为资金来源或主要资金来源的单位和

个人，纳税人意识是其在执法过程或日常行为中，对纳税人的感知、

体味或反映?”。以上种种诠释，可以说基本囊括了 “纳税人意识”在

理论上所能涉及的各个领域，对我们全面把握 “纳税人意识”的精髓

大有裨益。

（三）“纳税人意识”的完整定义

在笔者看来，不妨将 “纳税人意识”这一概念分解为两对意识进

行解读，其一为纳税人自身的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其二为税收征纳

关系中，纳税人的主体意识与政府及其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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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文化原因

１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

（１）权利意识

税收价格论认为，公民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产

品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两者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

公民是需求方，政府是供给方，税收是公民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安

全保障所付出的代价。公民既然出了钱，就应顺理成章地享受来自政

府的公共服务，并且该公共服务的质量应当与公民所付之税款数目成

正比———这是他们作为交易中的买方应当享有的权利。如果政府不能

足额足量地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利益，公民便有权寻找新的供给

者，在政治生活中即表现为政府改选。简而言之，“权利意识”强调的

是公民作为纳税人、作为 “政府的奶娘”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权利指纳税人在税收宪法性法律关

系中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主立法权和民主监督权。民主立法权

指广大纳税人有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参与税法的制定；民主监督权指

纳税人有权关注税收的用途并积极地对立法、执法及司法活动提出意

见和建议。微观层面的权利指纳税人在涉税经济活动中可以向税务机

关依法具体主张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有权要求税务机关

对其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密；有依法申请减税、免税和退税的权利；

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有陈述权、申辩权以及申请行政复议、提

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对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

纪行为有权控告或检举等?。对于纳税人而言，权利意识是保证自己所

纳税款购买到称心如意的政府服务的有力武器，也是他们维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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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义务意识

正如马克思所言，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纳税人享有上述权利的前提是必

须履行纳税义务，即对政府服务 “先付款，再享受”，所以我们也可以

把纳税人的 “义务意识”称作 “纳税意识”。义务意识主要表现为对

政府税收法令和税收政策的遵从，体现在按时足额纳税、主动了解税

收法律法规、积极配合税务执法人员工作等方面。长期以来，义务意

识一直是我国纳税宣传的重点 （如各类法律文本中 “纳税义务人”这

一表述），学术界也有许多现成论著可供参考，故本文不再赘述。

２主体意识与服务意识

（１）主体意识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详细分析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既然纳税人

是政府服务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方的去

留，那么其理所当然应居于公共产品消费市场的主体地位，从中也必

然衍生出纳税人的主体意识，或者说 “主人翁意识”。

我们知道，在现代民主社会，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民选政府尊重

多数选民的意愿，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因此，一个真正民选的

政府并不与人民相互敌视，恰恰相反，它应当也必须站在人民一边。

此时，政府并非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是服务于人民的决策

者；税收也并非是政府压迫人民的手段，而是服务于所有公民的经济

工具?。作为主人，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税法的制定、监督税款的使用、

关注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是现代 “公民”概念的应有之义，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成为该国是否 “文明”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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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文化原因

征。树立了主体意识的纳税人绝非被迫纳税的臣民，而是有发言权并

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公民，他们会站在主人翁的角度去约束政府行为，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清楚地了解自己与政府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他们会主动遵从政府的合

理合法要求，按时足额地向政府偿付用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 （税

款）。数百年来，民主国家的民众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纳税是

自身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和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合作

关系的润滑剂，一旦缺乏便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概括地说，主

体意识是纳税人作为国家主人应当具备的一种独立精神。

（２）服务意识

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是纳税人主体意识的对称，主要针对政府及

其税务机关而言，为叙述方便，文中一律将其简称为 “服务意识”。作

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政府接受纳税人的税款，负有向纳税人提供优

质公共服务的义务。在工作中，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将自身定位成

纳税人的服务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统治者” （或高高在上的 “官

老爷”），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呼吁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初衷。需要

指出的是，树立服务意识并不是要刻意削弱政府的威信，相反地，它

不失为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的一条好途径。当纳税人

未能遵照规定履行纳税义务时，政府必须依法从严处理，这一点在前

文的 “义务意识”中已有提及。正因为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政府的权威，

所以笔者才要在这里重申树立服务意识的重要性。政府只有真正认识

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资金来自人民，站在公仆的角度充分尊重每一位

纳税人，才可能建立健康的、和谐的、长久的税收征纳关系与官民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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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五大文化原因

税收在中国古已有之，然而现代财税制度却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

为什么西方高涨的纳税人意识在我国的土地上不能开花结果？笔者认

为，应当从中国独特的文化中寻找原因。

（一）集体主义传统

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传统和东方世界

的集体主义传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西方文明的摇篮是支离破

碎的巴尔干半岛，中华文明的源头则是沃野千里的黄河中下游平原。

笔者认为，大相径庭的地理环境对东西方文明的文明性格有着决定性

影响。由于地形的阻隔，古希腊人很难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他们的文明被紧紧地局限在星罗棋布的城市国家即城邦中。斯巴达据

说只有９０００户，而雅典的人口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没有超过 ４５万。如

此之小的国家规模为城邦实行原始民主制创造了条件。以雅典为例，

每一位成年男性雅典人 （即雅典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决

策，都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从而令他们变得异常关心自身事务，

关注个人生活对城邦政治的影响，由此成为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滥觞。

与此相反，孕育在大河平原之上的中华文明在一开始就不得不偏重集

体需要———宽广的地形不利割据，为人们提供文化上的普遍认同；破

坏力巨大的黄河水患则使得部落首领们必须集中人力办大事，所以也

有人说中华文明是在与黄河的无数次搏斗中形成的，它天然要求强有

力的领导，要求将集体的生存需要置于每个人的政治参与之前。时至

今日，我们还能在许多水利工程现场见到 “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

标语，足见集体主义传统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个人主义传统在财税领域的表现就是私人财产权优先于国家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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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无不将百姓的私有财产视为立国之本，将私

人产权置于宪法的神圣保护之下。美国 《宪法》第 １条第 ７款规定：

“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在众议院提出，但参议院得以处理其他议案的方

式，提出修正案或表示赞同”；法国 《宪法》第３４条规定：“各种性质

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 《宪法》

第８４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的

条件为依据”；马来西亚、埃及、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在宪法

中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既然私人财产权高于国家征税权，政府便

不能不尊重纳税人的主体地位，也必须为纳税人做好公共服务。相应

地，集体主义传统在税收上的表现就是国家征税权在私人财产权之上，

个人权益要让步于国家需要，纳税义务优先于纳税人权利。现实中，

我们总是强调纳税光荣，但对纳税究竟能获得什么光荣、为什么光荣

却语焉不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４部 《宪法》中，竟然只字未提国

家税收权力的归属，既没有规定纳税人权利，也没有明确说明征税是

否需要代议制机关的 （人民代表大会）同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至于对公民私有产权的保护，也是直到 ２００４年才明确载入宪法。长期

以来，学界对我国税收法律层次过低的现象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都

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一百年前，当有人宣扬 “牺牲你们个人的自

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时，胡适先生大声疾呼：“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如果个人的权益都无法保证，集体的利益便无从

谈起。正因为对千千万万的纳税人个体重视不够，我国的法律体系中

才会至今依然欠缺一部介于宪法和各税收具体法之间的税收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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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流于空谈集体主义和国家需要，我们的宪法才会始终欠纳税人

一个说法，我们的纳税人意识才会如此低下。然而，集体主义传统是

牢牢根植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面对现代财税制度这个西洋

来客，我们要走的路还会很长。

（二）专制人治传统

上文已经提到，西方文明之源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明之源注

重集体意识，呼唤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西方天

然有利于民主，而东方注定要产生专制———史实早已证实了这一论断：

西方的民主法治传统源远流长，东方的专制人治传统则根深蒂固。民

主法治国家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由民众

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为规范政府的行为，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组

成代议制机关，用宪法和法律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用司法机关保证国

家权力和人民意志的执行，所以民主与法治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

专制国家则是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人民仅享有很少的政治权利或完

全不享有政治权利 （极端独裁），一切由统治者决定，惟统治者一人之

见是从，所以专制只能产生人治，也不得不依赖人治，在专制土地上

播种的植物必然见不得民主与法治的阳光。在民主国家，事事以法律

为准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由法律协调，政府来自人民，政府官员由

人民选举产生，两者很少存在对立关系；在专制国家，统治者一言九

鼎，法律沦为政治的婢女和遮羞布，政府和人民几乎时刻处于紧张的

对立状态。因此，民主国家可以依靠自上而下的改良来自我完善，而

专制国家只能被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从外部推翻。

在西方国家，虽然历史上有过不算短的专制时期，但专制始终不

是政治生活的唯一元素，代表民众的的力量一直相当强大。西欧独特

的封建制度造就了国王与贵族共议国政的传统，国王代表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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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代表封地人民，税收既是联系两者的纽带，也是两者矛盾的集中

爆发点。在贵族与国王的长期斗争中，围绕税收问题逐渐形成了 “王

在法下”的传统，这一点在中世纪以来的英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英国

的民主进程始于 《大宪章》 （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１２１５年，著名的 “失地

王”约翰为筹集军费向世俗贵族和城市市民征收重税，引起社会强烈

不满，被迫与以罗伯特·菲茨为首的 ２５名贵族代表签订 《大宪章》，

承诺 “为了对某一捐助或兵役免除税的额度进行讨论并取得全国的同

意，国王应发起召集大主教、主教、寺院长老、伯爵、大男爵等开会，

讨论研究征款事宜”?，开创了后世 “无代表则无税” （Ｎｏ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传统，王权从此被置于法律与民众的监督之

下。１２９７年，因对外战争急需增税，爱德华一世被迫签署 《无承诺不

课税法》，再次确认了大宪章的法律效力。光荣革命后， 《权利法案》

规定：“凡未经议会允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

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允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从而彻底确

立了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民主宪政制度。西方主要国

家大都经历过英国式的转变，不得不说的是，这些转变几乎都始于政

府与人民在税收上的矛盾，如法国大革命源于路易十六为征税而恢复

的三级会议，北美独立战争肇因于 《印花税法》和 《汤森法案》。民

主国家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主要体现为国家预算制度。由人民代表组成

的国家权力机关 （议会或国会）负责审批政府提交的年度财政预算，

政府的 “钱袋子”完全掌控在纳税人手里。既然每一笔钱都来自人民，

自然也应当用于人民。民主法治传统保证了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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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人的纳税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政府的服务意识才那么强烈，

美国人视纳税义务为生命、心甘情愿去交税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嬴政到溥仪，专制制度在我国有两千一百余年的历史，其影响

不可谓不深远。专制中国的两大特点是皇权至上和家国一体。皇权至

上意味着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可以对人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虽然

皇权自古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但这些约束绝大多数停留在统

治者的良心自律和圣人贤哲的道德说教，是不具有法律式的强制约束

力的 （更何况我们的法律从来不会对君权做任何限定，君王的旨意反

而能够直接成为律法），法永远在王之下，所以历史上的昏君、暴君才

会层出不穷。唯一可能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是相权，不幸的是它一直在

被削弱。皇权的无边际必然导致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的简单混同，也

就是家国一体，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

四姓之家谱而已”。家国一体的财政体制造成了政府与民众在税收征纳

关系上的直接对立。以明代万历年间为例，税监、矿吏在皇帝的授意

下为害一方，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各种 “加派”、“加征”几乎成了压

迫的代名词，其中 “三饷” （剿饷、辽饷、练饷）更是直接导致了明

朝的灭亡。专制人治传统下的人民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要么忍受政

府的胡作非为，要么不堪压迫奋起抗争。专制制度下的纳税人从来就

不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无法享受政治权利，自然不会有任何主体意

识和权利意识。同时，纳税人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出于对国家暴力机

器的恐惧而履行纳税义务，遑论有什么义务意识。政府的服务意识就

更不必说了。这种专制人治传统颠倒了纳税人与政府的位置，使得中

国人在心理上天然带有令纳税人意识缺位的基因。与专制制度相比，

民主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时间还非常短，如何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人治传

统对纳税人意识的不良影响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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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俗权力高于宗教权力

西方学者在论及中国时，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

度。这一论断显然有失公允，但足以提醒我们重视中西方宗教的巨大

文化差异。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由耶稣基督创立，一度被视为异端

而受到罗马帝国官方的排斥，后因信徒日众，逐渐取代原有的希腊—

罗马的多神信仰，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西罗

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依然保持着基督教信仰，而入侵西欧的日

耳曼蛮族诸部亦广泛接受了基督教，从此基督教成为整个西方体系的

普遍信仰，一直持续到今天。

基督教的重要支柱是教会。在税收文化研究中，笔者认为教会对

西方现代税制形成的作用有二：一是帮助确立了 “王在法下”的宪政

精神，维护了民众的权利；二是培养了公民的义务意识。先说前者。

我们知道，教权与王权之争是贯穿整个西欧中世纪的核心主题。

在教俗之争中，虽然王权曾取得过几次胜利 （如著名的 “阿维农之

囚”），但教权始终是悬在各国君主宝座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新君

登基必须在罗马由教皇加冕，而教皇可以对其不满意的君主施行 “绝

罚”（即剥夺君王教籍，在中世纪是比死刑还要严重得多的处罚）。教

权虽然严重阻碍了西方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但它至少让百姓明白

世界上还有能够约束王权的东西。由于教皇和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

表，而上帝之法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因此，当来自英伦的 “王在法

下”的宪政之风吹至欧洲大陆时，人们很自然地会用资产阶级宪法来

比附至高无上的教权。换句话说，教权在人们心里营造了一个王权之

上的位置，当教权衰落时，接替这个位置的就是宪法和法律，从而确

立了 “王在法下”的宪政精神。

另一方面，下至平民百姓，上至王公巨卿，凡是信仰基督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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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按时向教会交纳捐税 （如大名鼎鼎的 “什一税”）。虽然现在看来

这是一种沉重的压迫，但当时的穷人并不这样觉得，大多数穷人反而

是心甘情愿去交纳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获得上帝的庇佑，死后

能上天堂。富人更是如此，因为耶稣曾说过 “富人要进入上帝的国，

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所以他们对教会的建设更是不遗余力 （在今

天欧美富人频频举办的慈善活动中仍可以见到这句话的影响）。在基督

教信仰下，西方人从给教会的捐税中形成了纳税光荣的传统并持续

至今。

在中国这片和整个欧洲差不多大的土地上，宗教信仰不仅从未统

一过，反而常常要受制于王权。宗教在中国从来就是政治的附庸。南

北朝和唐末时期，佛教曾大有控制政治、经济以至政教合一之势，然

而终究在 “三武一宗”的灭佛活动中灰飞烟灭。其余各种宗教的影响

力远远小于佛教，所以更没有什么与政府抗争的资本。宗教权力在我

国的缺失使得专制皇权缺少欧洲式的强有力的制约，既令政府无服务

意识，也令民众无义务意识，从而大大增加了树立纳税人意识的难度，

对纳税人意识的缺位难辞其咎。

（四）官本位与臣民意识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政府多为 “小政府”，极力将政府职能最简

化，凡是社会和民间力量能够代替政府完成的事情都尽量放手。在专

制国家，由于和人民处于对立状态，政府不得不缔造庞大的官僚集团

以强化其专制统治。我国的 “官本位”传统正是在长期的专制统治历

史中逐渐形成的。如果说民主国家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纳税人

服务的，那么专制国家的官员就是君主用来管理人民的工具，他们和

专制君主一样由纳税人的税款供养，却对君主而不是对纳税人负责。

专制政府的官员往往以 “民之父母”自命，而民众则必须自贬为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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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贱民”或 “小民”，一切由 “父母官”和君主作主，无任何实

际权利，只负有纳税义务。受 “官本位”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官民矛

盾长期难以调和，官欺民、民畏官成为常态，在税收方面常表现为官

员权力对正常税收征纳关系的干扰和扭曲，以及官员服务意识淡薄。

办税实践中，总有一些税务机关爱搞所谓的 “关系税”和 “人情税”，

对纳税人不能一视同仁，许多地方的税务局依然是 “门难进、脸难看、

话难听、事难办”，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是官本位意识在作怪。官本位传

统的伴生物是 “臣民意识”，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政府视 “公民”

为 “臣民”，无视其合法权利；一是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合法权

利，由 “公民”降格为 “臣民”。前者如清廷 １９０８年颁布的 《钦定宪

法大纲》，共有 ２３条，包括 １４条 “君上大权”和 ９条 “臣民权利义

务”，其中 “君上大权”几乎不受限制，“臣民权利”却微不足道并难

以得到保障?；后者如有的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存在畏惧心理，面对税务

机关的错误处理时唯唯诺诺，怯于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树立

良好的纳税人意识，既需要政府官员端正态度，摆脱官本位传统的影

响，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也需要纳税人认清自身地位，告别臣民

意识带来的消极心理，抬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

（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全面推行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不高，绝大多数纳税人赖以

为生的工资收入处于相对低位，使得我国的税收收入无法像西方国家

一样以直接税为主，只能转而依靠各种流转税，有些人从来没交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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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税，从而直接淡化了纳税人的主体意识?。根据 “简

化税制”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几次税制改革将税种越改越少、

税制越改越简，大大减少了纳税人接触税收、了解税收的机会。众所

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是 “铁饭碗”、 “金饭碗”，一切由政府

主导、归政府包办，纳税人没有过问税款流向的可能和必要。另一方

面，在 “以利代税”的思想指导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收入几乎

全部表现为公有制企业向国家上交的利润，税款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

比不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也远没有今天庞大，

税收的重要性无从体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逐步完成了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计划经济体制对纳税人 （尤其是上了年纪

的纳税人）的影响依旧相当强烈。笔者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

展，新世纪的纳税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征纳关系一定会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其纳税人意识也会相应有所提高。

三、纳税人意识缺位的危害

健全的纳税人意识是现代国家及政府良好运行的基础，纳税人意

识的缺位则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危害。纳税人意识缺位的危害在义务意

识、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和服务意识四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一）西方国家高涨的纳税人意识

美国伟大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在西方流

传甚广：“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一件是死亡，另一件是纳

税。”? 这句话或许能令我们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审视西方国家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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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那就是 “税收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人的纳税自觉度是世界闻

名的，其完善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也是举世公认的。每年的１月 １日至 ４

月１５日是美国的报税季，美国人不论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赶在报税截止

日前自行报税?。过了４月１５日，拖欠税款者就要被处以２５％的罚款。

一旦被查实有任何偷漏税行为，税务局和法院将罚得你倾家荡产，此

后还会年年上门盘查。正因如此，尽管很多美国人习惯于拖到最后一

刻才去报税，但每年的个税申报率仍高达 ９０％以上。个人所得税等直

接税是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体，因此可以说，是完善的税收制度撑

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国家和现代西方文明。那么，西方国家

的纳税人意识究竟有多强呢？我们不妨来看下面两个例子。有一位美

国老太太，每年都要去白宫走一走、看一看，目的是监督总统有没有

随意添置家具，有没有乱花纳税人的钱。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６日，２０名欧盟

委员会委员由于恣意挥霍财政资金受到纳税人指控，被迫集体辞职。

在西方民众看来，政府为纳税人办事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政府花的是

纳税人的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方国家的纳税人意识，我想应当

是 “高水平履行义务，高水平行使权利”。

（二）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危害

１义务意识缺位的危害

若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如今的纳税人义务意识，我想最合适的答

案莫过于 “不容乐观”四字。据测算，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６年我国地下经济

导致的税收流失率一直高于 ２０％，平均约为 ２３％。在公开经济方面，

１９９７年至 ２００６年我国流失的增值税占应交增值税的比重一直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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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平均在４３％左右，在 １９９８年更是一度接近 ５０％。以 ２００６年为

例，增值税流失额高达１４１３８亿元，占应交增值税的 ４４３％。至于关

税，数据更是高到不可思议。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关税流失额占应交关

税的比率一直高于 ６０％，某些年份甚至超过 ８０％?。在财政收入连续

多年保持高增长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之巨的逃漏税数目，不能不说令

人震惊。

除了上文中列举的大量数据资料，生活中的偷税、逃税、漏税甚

至抗税现象也是随处可见。以笔者为例，近一年来笔者的邮箱平均每

天都会收到一至两封代开发票、偷开税票的垃圾邮件。在笔者的大学

所在地武汉，许多商业区的街头常年充斥着兜售假发票的人群。在顾

客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餐馆不会自觉为其开具发票，不

少餐馆还会以打折为诱饵诱使顾客不开发票。许多企业深信 “要致富，

吃税务”，以做假账、偷漏税和骗取国家税款为能事，且不以为耻、反

以为荣并乐此不疲，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可以看出，义务意识缺位的危害主要体现在税收收入方面，即当

期税款不能按时足额入库，从而影响整个财政收入体系的正常运转，

进而影响公共支出的规模与力度，最终结果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广大

民众的公共需要受到损害。因此，提高纳税人义务意识，从某种层面

来说即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２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位的危害

完善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在我国纳税人群体中极为罕见。２００６

年４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一期以 “近几年来，您作为纳税

人的感觉”为主题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 ８３４％的民众感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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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只履行了义务，没有享受到任何权利；３９％的人表示不知道如何行

使纳税人权利；１１５％的人认为税款多交少交都一样；还有 ０３％的人

觉得自己不是纳税人，无权对政府的征税行为发表见解?。可以看出，

大部分纳税人的主体意识正处于觉醒阶段，他们期望像西方人那样对

等地享受自己应享受的权利，但几乎不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及该如何

行使自己的权利。出于无知，仍有不少纳税人对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合

法权益漠不关心，甚至错误地认为自己根本游离于纳税人群体之外。

以上种种，无一不说明我国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亟待提高。

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缺位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纳税人对自身合法权

益的无知与忽视。受五大文化原因的影响，多数纳税人眼中的税务机

关和过去的衙门没有太大区别，税务局都是来 “管”自己的而不是来

为纳税人服务的。当税务机关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政时，他们往

往会采取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的态度，害怕向法院起诉，甚至怯于进

行税务行政复议。这种心态只能导致税收征纳关系的扭曲。

３服务意识缺位的危害

另一方面，政府和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也不足。据 《中国税务报》

报道，无论刮风下雨，河北省涉县的一位村民每月都要步行 ３０里山路

去交纳５元增值税税款。因此，被评为 “模范纳税个体户”。实际上该

村民开设的小卖部月销售额不足 １００元，未达增值税起征点，依法根

本不应纳税，所以当地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是违法的?。在著名的村主

任诉财政局违法购车案中，当地财政局局长竟然质疑原告蒋石林的纳

税人身份，认为其根本没有资格向法院起诉?。时至今日，税法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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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已经持续了２２个年头，就笔者亲身经历过的来看，大多流于自说

自唱的形式主义，不少税务机关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的老大难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长期为社会各界诟病的 “三公开支”

实际上也是服务意识淡薄的表现，因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纳税人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推而广之，形形色色的贪污、腐败、浪费同样根

源于政府缺乏对纳税人的责任感，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就曾惊呼 “公

务员一天的耗电量，普通百姓用１９天”?。

服务意识缺位的危害主要体现为政府及其税务机关缺乏为人民服

务的诚意，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提供不了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长

此以往，广大纳税人必定会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大为失望，最终引发政

府公信力的缺失。

一言以蔽之，我国纳税人意识的缺位是多方面的，是权利意识、

义务意识、主体意识和服务意识的集体缺位。

四、对改善纳税人意识现状的建议

在上文中，笔者详细分析了我国纳税人意识缺位的文化原因。那

么，我们该如何着手改善现有的纳税人意识呢？笔者给出了以下五个

方面的建议。

（一）在现行教育体系中普及税收知识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现行课本中很少出现有关经济学的内容。

以笔者原籍安徽省为例，涉及经济学的课本大约只有高中政治的一本

必修 （《经济生活》）、一本选修 （《经济学常识》）以及小学 《社会》

课本的部分内容。这种状况使得国民自幼缺乏经济学知识，从而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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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对同属经济学范畴的税收知识的无知。如果向一名大学新生询

问政府和税收的关系，他至多只能答出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笔者

认为，应当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开设一门包含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基础知识的通识性课程，而且要独辟一章细说税收以增进国民

对税收的了解。从校园里走出来的，不仅有各行各业的纳税人，还有

为数不少的政府工作人员。只有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税收知识教育，

健全的纳税人意识才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

今年的 “两会”再一次发出了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

府”的声音，比如广东省政府就提出了 “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

的全新目标。前文提到，服务意识是纳税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在税收领域就是要将政府从税款的征收者重新定位

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 “取”者转变为 “予”者；建设服务型政

府，在税收领域就是要将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放在一切税收工作的首

位，在实际操作中处处为纳税人着想、维护纳税人利益、为纳税人行

方便，而不是官僚主义或者玩忽职守。在可预见的时光里，我国必将

持续深化政府改革、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相信那时的纳税人意识必

会产生一次质的飞跃。

（三）对税收的性质进行全新阐述

在现行教科书和宣传实践中，学者们常把税收的三个性质表述为

“强制性”、“无偿性”和 “固定性”，受众群体也往往习惯于这种表

述。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表述片面强调了纳税义务而忽视了纳税人权

利，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已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

笔者建议将 “强制性”改称为 “义务性”，用于提醒纳税人注意权利

与义务的对等性，及时、足额地完成纳税义务；将 “无偿性”改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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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接偿还性”，意在提醒政府要取税于民、用税于民，同时，帮助

纳税人树立纳税光荣、逃税可耻的观念；将 “固定性”改称为 “规范

性”，意在说明征税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依

法征税。笔者相信，在这种对税收性质的全新阐述全面推广之后，学

生们对税收本质的认识会焕然一新，他们的纳税人意识亦会得到相应

提高。

（四）逐步推广价税分列政策

一名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朋友曾经告诉笔者，其对澳洲的最深印象

就是所有物价都与税金清楚分列。其实，除澳大利亚之外的许多西方

国家都早已实行价税分列政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目前的税收收入

依然以税负隐蔽性极大的间接税为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发达国

家都经历过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变，笔者相信我国也

不会例外。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笔者认为可以适时推出价税分

离政策，让纳税人知道自己每次消费为国家贡献的税款数目，从而明

明白白消费、清清楚楚交税，也可以更好地约束政府的行为。只要纳

税人不再糊涂消费、糊涂交税，建立服务型政府、培养新一代纳税人

的任务就成功了一半。

（五）建立新型税款缴纳机制

近十年来，网购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一条举世瞩

目的发展道路，以阿里巴巴和支付宝为代表的电商模式也一度引发全

社会的深入思考。笔者大胆假设，可以在税款征纳中建立一种类似于

淘宝的第三方托管模式。纳税人缴纳了第一期税款后，有权全程监督

政府对税款的使用情况并作出评价，若政府的服务未能令他们满意，

他们可以选择拒绝向政府缴纳第二期税款。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拒缴”并不是不履行纳税义务，而是纳税人向中立的第三方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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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税款托管，一旦政府完成了民众要求的目标，第三方托管机构可

以不经民众同意直接将税款递解政府。这一机制将政府与民众比作淘

宝交易中的买卖双方，需要一个强大的、中立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的

第三方社会机构。尽管这一设想相当大胆也相当任重道远，但笔者认

为不失为对税收征纳实践的一种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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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国的税收与议会发展

施　诚

中世纪英国是西欧税收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现代

西方议会制度也起源于中世纪英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中世纪英国

政治 （宪政）和经济史的主线。

一、中世纪英国税收种类

由于受到封君封臣制等因素的制约，中世纪英国的税收呈现临时

性、紧急性的特点。除了关税以外，国王几乎没有可以连年征收的常

规税种。有的税种征收一段时间后被放弃，国王不断开辟新的税种。

１丹麦金

中世纪英国第一种面向全国征收的税种是丹麦金。丹麦金 （Ｇｅｌｄ）

本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丹麦人向英国不定期勒索的一种贡金。据英

国的编年史记载，９９１年英国开始交纳丹麦金，为此，国王向全国臣民

按照２先令／海德征收。１０５１年，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可能中止了

征收丹麦金。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丹麦金征收情况可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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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征收时间 （年） 数量 （英镑）

９９１ １万

９９４ １６万

１００２ ２４万

１００７ ３万

１００９ ３０００（肯特郡）

１０１４ ２１万

１０１８ ８３万

１０４０ ３２１４７

１０６６年 “诺曼征服”后，威廉一世恢复了丹麦金的征收，但税款

不再交纳给丹麦人，而是为己所用。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则把丹麦金

变成了连年征收的税收。英国史家斯坦吞认为，丹麦金是封建西欧的

第一种全国性税收。亨利二世只征收过 ２次丹麦金，１１６２年后，丹麦

金被停止征收。

２卡鲁卡奇

１１９２年，英王理查一世从十字军战场的中东返回，被奥地利公爵

俘虏并转卖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后者要求英国支付 １５万马

克的赎金中的 ２／３才释放理查。１１９４年，为了筹集理查一世的赎金，

英国以 “卡鲁卡奇”的名义恢复征收土地税，税率仍为 ２先令／卡鲁卡

特。此后还征收过几次，具体情况见表２。

５７２



表 ２

征收时间 原因 税率 （先令／海德） 税量 （英镑） 占国王年收入比

１１９４ 理查一世的赎金 ２

１１９８ 对法战争 ５ ４０００ １８％

１２００ 法国领地继承金 ３ ７５００ １７％

１２１７ 对法战争

１２２０ 对法战争 ３ ５４８３ １５％

１２２４ 对法战争 ２ 教士２３７６ ６％

丹麦金和卡鲁卡奇的短暂征收历史表明，随着封土制的不断流行，

土地税在中世纪英国难以征收。

３盾牌钱

顾名思义，“盾牌钱”是国王向不服军役的贵族征收的免役钱，税

率一般是 １英镑／骑士领地，系一种地道的封建税收。根据封君封臣

制，为了从封君获得封地，每个封臣每年应该为封君义务服骑兵军役

４０天。如果封臣不愿或不能履行军役义务，就纳钱代役。盾牌钱可能

起源较早，到亨利二世时，已经成为惯例。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盾牌

钱是１３２２年爱德华二世向没有服军役的教士征收，历代国王征收的盾

牌钱见表３。从此，盾牌钱在英国税收史上消失了。

表 ３

国王 征收次数 平均税量 （英镑）

亨利二世 ８ １３２７

理查一世 ３ １６６６

约翰王 １１ ４５００

亨利三世 １０ １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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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王 征收次数 平均税量 （英镑）

爱德华一世 ３ —

爱德华二世 １ —

４任意税

任意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封建领主在紧急需要时对其领地上的农

奴 （维兰）征收的 “协助金”，这种任意税连年征收，一般是在米迦

勒节 （９月２９日），数量由维兰与领主协商，而不对维兰的财产进行

评估。由于普通任意税限于维兰交纳，所以交纳任意税成为维兰身份

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种是国王的任意税，通常是对王领上的城市和

庄园中的自由民征收，偶然也对维兰征收，数量由国王的官员与城市

或王领的庄园协商，如果国王的官员对数量不满，就要对居民的财产

进行估税。普通任意税与国王任意税的明显差别在于前者每年征收，

后者偶然征收；前者主要由维兰交纳，后者主要由自由民交纳。这里

只探讨国王征收的任意税。

国王的任意税起源于１２世纪初征收的两种全国性封建捐税：协助

金和捐纳，前者一般由城市交纳，后者一般由乡村交纳。在 １２世纪的

《收支卷档》中，任意税被称为 “协助金”、 “捐纳”，到 １３世纪初，

“任意税”一词终于取代了 “协助金”、 “礼物”等名称。亨利二世统

治后期，任意税已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税收，它向王领居民征收，王

领就是国王直接占有的城市和庄园，以及临时掌握在国王手中的土地，

如没收、转让给国王的土地、空缺教职的土地上的居民。但王领城市

和王领庄园交纳任意税的人有所不同，在王领城市里，只有自由人才

交纳，而在王领庄园里，自由民和维兰都必须交纳。任意税被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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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领内征收的原因是：１２世纪，国王更愿意利用封建权利取得收入，

而不愿向强大的贵族征税；王领上的市民、自由民和维兰无力像贵族

那般反抗国王的征税权利。任意税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６８年以前，征收任意税逐渐变成习惯；１１６８～１２７２年是频繁征收时

期；１２７２～１３３２年，任意税逐渐与动产税融合。

任意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由国王个人与小会议决定征

收，无须征得大会议的同意，正因如此，它被称为 “任意税”。１２１５

年约翰王签署的 《大宪章》中没有限制国王对王领征收任意税的条款。

第二，任意税的征收一般与国王的紧急财政需要、特别是战争有关，

从亨利三世历次征收任意税可以看出来，见表４。

表 ４

征收时间 （年） 征收原因

１１６８ 国王的长女出嫁

１１７１ 对爱尔兰战争

１１７７ 国王的次女出嫁

１１８７ 对苏格兰战争

１１９４ 国王的赎金

１１９６ 对法国的战争

１１９７ 对法国的战争

１１９８ 对法国的战争

１１９９～１２０６（５次） ５次对法战争

１２０９ 对法战争

１２１０ 对爱尔兰战争

１２１１ 对法战争

１２１４ 对法战争

１２１７ 支付法王圣路易１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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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征收时间 （年） 征收原因

１２２３ 对威尔士战争

１２２６～１２２７ 对法战争

１２３０ 对法战争 （布列塔尼）

１２３４ 对威尔士战争

１２３５ 国王的妹妹出嫁

１２３７ 国王的债务

１２４１～１２４２ 对威尔士战争、对法战争 （加斯科涅）

１２４６ 国王的长女出嫁

１２４９ 国王的债务

１２５１ 国王的次女出嫁

１２５５ 国王的债务

１２６０ 国王的开支 （没有特别指明）

１２６８ 国王的开支 （没有特别指明）

第三，封建习惯规定，国王每 ３年可以征收一次任意税，但实际

上历代国王都难以遵循这个习惯。历代国王征收任意税的次数和总税

量见表５。

表 ５

国王及其在位时间 征收次数 总税量 （英镑）

亨利二世 （３５年） ９ ２２０３０

理查一世 （１０年） ４

约翰王 （１６年） ７ ２５５２０

亨利三世 （５６年） １４ ７９８００

爱德华一世 （３５年） １

爱德华二世 （２０年） １

爱德华一世即位以后，由于能得到大会议 （后来议会）的批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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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动产税和羊毛关税，因此，３０多年没有征收过任意税，即使在１２９４～

１２９７年其财政极端紧张时期，他也没有征收任意税。１２９７年的 《宪章

确认书》没有涉及任意税的内容，所以说，亨利三世统治的结束标志

着任意税的历史实际上也已结束了。

５动产税

英国的动产税起源于１１６６年。当时教皇号召西欧各国发动第二次

十字军，为了筹措军费，亨利二世下令对臣民的收入或动产征收 ２便

士／英镑 （即１／２０），此后连续４年对臣民的动产或收入征收 １／４０，所

以动产税是国王对全国俗人征收的一种直接税，最初以动产和收入作

为估税基础。１２０７年以后，只以动产作为估税基础，故又被称为 “个

人财产税”；１３３４年，税率被固定为城市和古代王领 １／１０、乡村 １／１５，

所以也被称为 “１／１０和１／１５税”；１４世纪中期以后，动产税必须经过

议会的批准才能征收，故又被称为 “议会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ａｘ）。尽

管动产税不能连年征收，但由于征收基础广泛，所以税量比较大，成

为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一个重要财源。具体征收情况见表６。

表 ６

国　王 征收次数 平均税额 （英镑）

亨利二世 ２ —

理查一世 １ —

约翰王 ２ ３２４９７

亨利三世 ４ ３２０８５

爱德华一世 ９ ４５０００

爱德华二世 ６ ３８７０８

爱德华三世 ２５ ３５２１６

理查二世 １３ ４５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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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关税

中世纪英国正式的关税制度创立于 １２７５年。此后随着英国进出口

贸易商品的变化，关税的种类逐渐增加，最终中世纪英国关税包括羊

毛出口关税和羊毛补助金、吨税和镑税、呢绒出口关税三类，是中世

纪后期国王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中世纪英国是欧洲最重要的羊毛产地之一，意大利大部分毛纺织

业和佛兰德地区所有毛纺织业都依赖英国出口的羊毛。像其他贸易一

样，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羊毛出口主要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最初是弗

莱芒商人，１３世纪是意大利商人，从１４世纪中期起，英国商人才逐渐

在羊毛出口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１２７５年，爱德华一世经过议会批准，

对英国和外国商人出口的羊毛征收关税，称为 “大关税”。１３０３年，

爱德华一世颁布 《商业宪章》，在 １２７５年确立的关税率基础上向外国

商人增加羊毛出口关税：每袋羊毛增加３先令４便士，每３００条羊皮增

加３先令４便士，每块羊皮增加 ６先令 ８便士。这些新增关税被称为

“小关税”。从此，“大关税”和 “小关税”一直征收到 １６世纪。羊毛

补助金是１２９４年开始征收的出口羊毛附加关税。羊毛出口关税和补助

金大大地增加了国王的收入，从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时期的关税

数额可以看出见表７。

表 ７

国　王 征收时间 （年） 年均数量 （英镑）

爱德华一世

１２７５～１２７８ １０９５０

１２７８～１２８７ ８８００

１２９０～１２９４ １１５６４

１２９４～１２９７ ２９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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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王 征收时间 （年） 年均数量 （英镑）

爱德华一世
１２９７～１３０３ ８８３３

１３０３～１３０７ １８０００

爱德华三世 １３２７～１３７７ ４２７３０

吨税始于１３０３年，是对法国进口的葡萄酒征收的关税，税率一般

为２先令／桶。镑税始于 １３４７年，是对羊毛、葡萄酒之外的进出口商

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为６便士／英镑。

１４世纪中期起，英国的呢绒出口迅速增长。１３４７年，爱德华三世

和贵族大会议决定对出口呢绒征收关税，随着呢绒出口上升，羊毛出

口下降，国王的关税收入受到损失。呢绒出口关税的税率因呢绒的染

色程度、国内外商人而不同，见表８。

表 ８

呢绒染色程度 英国商人税率 （便士） 外国商人税率 （便士）

不染 １４ ２１

半染 ２１ ３１

全染 ２８ ４２

尽管呢绒出口数量急剧增加，价值也远比羊毛高，但是为了保护

呢绒制造和出口，呢绒出口关税的税率低，只相当于呢绒价值的 ２％ ～

３％，而且长期不变，所以国王的关税随之下降。如 １３５２～１３６２年间，

爱德华三世每年的呢绒出口关税只有 ５００英镑左右。１４世纪后半期，

关税占国王年收入的１／３到一半。历代国王平均关税收入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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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国王 年均关税收入 （英镑）

爱德华一世 １５８７０

爱德华二世 １２６５０

爱德华三世 ７８４５６

理查二世 ４７７３４

亨利四世 ３００００

亨利五世 ３００００

亨利六世 ２５０００

爱德华四世 ３００００

７人头税

人头税在中世纪英国征收的时间较短、次数较少，但是人头税的

征收引发了瓦特·泰勒起义。中世纪英国第一次人头税也与十字军有

关。１２２２年，为了援助十字军建立的 “耶路撒冷王国”，贵族大会议

批准亨利三世按照社会地位征收人头税，见表１０。

表 １０

社会等级 交纳数量

伯爵 ３马克 （１英镑）

男爵 ２马克 （１３先令４便士）

骑士 １先令

自由佃农 １便士

无地但财产价值半马克以上者 １便士

这次人头税的征收很不成功，直到 １２３０年，财政署还在力图征收

其拖欠的余额。这是此后 １５０多年里国王都不征收人头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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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直到１３７７年，为了解决百年战争的巨额开支，议会批准爱德华三

世征收人头税，“王国境内 １４周岁以上人，无论男女，除真正的乞丐

外，每人交纳４便士”。作为补充，每个占有封地的教士需多交纳 １先

令，其他神职人员 （除托钵僧外）每人多交纳 ４便士。除了柴郡和杜

哈姆两郡外，共有１３７６４４２个教士和俗人交纳了人头税，收到 ２２６０７

英镑２先令８便士。

１３７９年，议会再次批准国王理查二世征收人头税。不过这次人头

税是以收入为估税基础，所有１６周岁以上的人，如果收入低于纳税标

准，那么他们就按照 １３７７年的税率交纳 ４便士／人，达到和超过纳税

标准的人，则按照其收入交纳。１３７９年人头税估税情况见表１１。

表 １１

社会等级或职业 估税数量

兰开斯特公爵和布列塔尼公爵 ６英镑１３先令４便士

伯爵 ４英镑

男爵、男爵遗孀、富有骑士 ２英镑

骑士和地产较多的候补骑士 １英镑

地产较少的候补骑士 ６先令８便士

服役而无产的候补骑士 ３先令４便士

国王法庭的大法官 ５英镑

警卫官和大手工业主 ２英镑

富有的手工业者 １英镑

普通手工业学徒 ６先令８便士

伦敦市长 ４英镑

大城市的市长 ２英镑

小城市的市长 １英镑、１０先令或６先令８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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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等级或职业 估税数量

大商人 １英镑

富裕商人 １３先令４便士

小商人 半马克、１／４马克、１先令或６便士

地方警官、小地主 ６先令８便士或４０便士

庄园农民、牲口贩子 ６先令８便士、４０便士、２先令或１２便士

已婚律师、公证人、代诉人 ２英镑、１英镑或６先令８便士

没有列入商人等级的所有旅馆老板 ４０便士、２先令或１２便士

神职人员也按照他们的等级交纳人头税，具体交纳情况见表１２。

表 １２

等级 人头税

坎特伯雷大主教 ６英镑１３先令４便士

主教和大修道院院长 ４英镑

封地年价值４００马克以上的教士 ３英镑

封地年价值４００～２００马克 ２英镑

封地年价值２００～１００马克 １英镑１０先令

封地２０～１０英镑 ５先令

其他封地较少的教士 ２先令

修士和修女 ３先令４便士、１先令８便士、１先令、４便士

没有封地的教士 ４便士

理查二世预期这次人头税能够获得５万英镑，但最后只收到１９３０４

英镑。

１３８０年，议会再次批准理查二世征收人头税：除乞丐外，年满 １５

周岁的男女都交纳１２便士，但任何人的人头税都不必超过 １英镑。结

果国王只获得了４４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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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会批税权

现代英国税收的基本原则是 “不经议会的同意就没有税收”，它起

源于中世纪。中世纪英国国王具有封君和国君的双重身份：在封君封

臣制度下，国王是全国的最高封君，拥有王室领地 （ＣｒｏｗｎＬａｎｄｓ，下

文简称 “王领”）。在正常情况下，国王应该依靠这些 “正常收入”来

维持王室生活和日常行政开支，即所谓国王应该 “靠自己过活”。但是

随着各种开支的增长，特别是战争开支的急剧增加，国王的 “正常收

入”难以支撑。国王不得不以国君的身份对臣民征税，依靠 “特别收

入”（税收）来满足需要。

１国王无法 “靠自己过活”

国王 “靠自己过活”的最大财源是王领收入。王领的面积大约占

全国１／５，分布于全国各郡。但是王领面积不稳定，因为国王随时可能

通过行使封建特权增加王领面积，也会赏赐王领土地给贵族。王领的

收入主要包括每年的包租，这是各郡郡守每年米迦勒节 （９月 ２４日）

上交给国王的各地王领租税。国王从王领中获得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

任意税。到１４世纪前半期，王领任意税与动产税融合起来。中世纪历

代国王的王领收入见表１３。

表 １３

国王 年均总收入 （英镑） 王领年收入 （英镑） 王领收入的比例 （％）

亨利一世 ２６６７０ ２４０７０ ９０

亨利二世 ２４７４０ １９７２０ ７９

约翰王 ４４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５５

亨利三世 ３４４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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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王 年均总收入 （英镑） 王领年收入 （英镑） 王领收入的比例 （％）

爱德华一世 ５７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３０

爱德华二世 ５５６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０

爱德华三世 ５８０００ ８３００ １４

理查二世 １４００００ ３１１５０ ２２

国王能否靠自己过活，关键就是看王领的收入能否满足其正常开

支，而王廷开支 （主要包括王室生活费用、官吏俸禄）是正常开支的

大宗。中世纪王廷开支情况见表１４。

表 １４

国王 时间 王领每年收入 （英镑） 王廷每年开支 （英镑）

亨利一世 １１００～１１３５ ２４０７０

亨利二世 １１５４～１１８９ １９７２０

约翰王 １１９９～１２１６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６０

亨利三世 １２１６～１２７２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爱德华一世 １２７２～１３０７ １７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爱德华二世 １３０７～１３２７ １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爱德华三世

１３２７～１３３９ ８３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３４０～１３５９ ２１５３０

１３６０～１３６３ ３０４００

１３６４～１３６７ ３９８００

１３６８～１３７７ ２６２００

理查二世

１３７７～１３８６ ３１１５０ ２０７００

１３８７～１３８９ ２０７００

１３９０～１３９２ ２５１００

１３９３～１３９５ ３３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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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王 时间 王领每年收入 （英镑） 王廷每年开支 （英镑）

理查二世 １３９６～１３９９ ５３２００

亨利六世
１４３３ ２５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４４９ ２４０００

从表１３、表１４可以看出，国王的王领收入不稳定，而正常开支逐

步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官吏人数增加、行政事务增多、物价等因素造

成的。虽然有些国王的王领年均收入与年均正常开支出入不大，但实

际上国王常常入不敷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王领的收入只够国王开

支的１／４。

２“共同利益”和 “共同需要”

中世纪国王作为国君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内秩序和防御外敌入侵。

当国王履行 “国君”职能时，他们才能向臣民征税。具体说来，只有

“共同利益”引发 “共同需要”时，国王才能以国君身份征税。与中

世纪西欧其他国家相比，通过征服而建立的英国诺曼王朝的王权相对

强大得多，这是国王征税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１２世纪，随着罗马法

的复兴，国王代表公共权威的概念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王个人的

利益和权威正在与王国的需要统一起来，统治者为了保卫王国而取得

臣民支持和臣民提供财政帮助的相互义务的观念逐渐传播开来。１３世

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共同利益”是决定政治共同体合

法性的首要标准。他对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卫共同利益，国王的臣民

纳税的义务做了明确的阐述：“当君主没有足够的资源反对敌人的攻击

时……公民为了促进共同利益而作出必要的贡献是公平的。因此，一

个为了王国利益而战斗的国王能够通过正常的税收形式调集全国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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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当这样还不够时，国王可以对臣民加以特别的负担。”国王常常把

战争等同于维护 “共同利益”，作为 “共同需要”的理由。到了百年

战争时期，爱德华三世通过一系列战争宣传，“共同利益”和 “共同需

要”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防御还是进攻，战争就足以成为国王征税

的理由。笔者根据现代史学家的论著统计，１２０７～１４８５年，历代国王

共征收过９６次动产税，仅 １２９４～１４５３年，动产税和关税累计达 １１００

万英镑。

３“共同同意”与议会的批税权

“共同同意”指全体臣民对国王征税的同意。税收的同意概念应该

起源于封建法。根据封建法，在紧急需要时，封君可以在自己的法庭

上经过附庸的同意，向附庸征收特别协助金。作为全国最高封君的国

王当然也受这种习惯法的约束。１２世纪，罗马法 “涉及众人之事须经

众人同意”原则影响了 “共同同意”的发展。

１２世纪英国法学家格兰维尔认为，对封建协助金给予同意的最佳

地点是领主的法庭，因为这样给予的同意能够对所有的人产生约束力。

这种观点对后来给予国王税收 “共同同意”的机构———议会的演变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１３世纪初，国王只能从尽可能广泛的总佃户那里取得

税收的同意。《大宪章》第１４条规定，王国的共同协商就是国王召集所

有的总佃户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商议。

但是动产税是国王强加于那些不直接从他那里占有土地的全体自

由民身上的税收，国王的总佃户大贵族为什么可以代表王国对国王的

征税要求给予同意呢？作为一个整体，大贵族自称是国王的当然顾问，

可以为国王处理国家重大事务。１３世纪，贵族大会议为王国给予同意

的说法已被广泛地接受了。１２５４年，亨利三世首次召集各郡 ２名骑士

共同协商征税事宜。爱德华一世时期，贵族大会议仍然批准动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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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各郡的骑士和市民代表也被召集作补充性同意。１２９７年以后，骑士

和市民代表一直被要求一起给予动产税的同意，虽然不一定每次都在

议会中进行。爱德华三世时期，为了进行百年战争，经常召集骑士和

市民代表参加议会，讨论税收问题。１３３９年，骑士和市民代表在议会

中一致认为爱德华三世的税收过于频繁和沉重，他们不能给予同意，

而必须与所在选区协商后才能答复。从此，这些骑士和市民代表被称

为下院议员，英国议会的上、下两院制开始形成，上院 （也称为 “贵

族院”）主要掌握司法权。１３４０年，爱德华三世颁布了一个法令：“不

经过全国的教士、伯爵、男爵和其他贵族、下议员在议会给予的一致

同意，国王不能征收任何直接税”。从此，这个原则没有被动摇过，下

议员取得了动产税的批准权。

但我们应该看到，１４世纪议会对国家税收的控制权力的局限性。

首先，虽然议会强调税收 （动产税、羊毛补助金）的偶然性、紧急性

和临时性，但在紧急情况下，国王是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裁决者，

他能够以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名义要求征税，议会并不能阻止国王

征税。１３３６～１４８５年议会批准国王征收动产税的次数见表１５。

表 １５

国王 批准征收时间 （年） 批准征收次数

爱

德

华

三

世

１３３６ ２

１３３７ ３

１３４０ ２

１３４４ ２

１３４６ ２

１３４８ ３

１３５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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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王 批准征收时间 （年） 批准征收次数

爱
德
华
三
世

１３５７ １

１３６０ １

１３７２ １

１３７３ ２

理

查

二

世

１３７７ ２

１３８０ １５

１３８２ １

１３８３ ０５

１３８４ １５

１３８５ １５

１３８６ ０５

１３８８ １５

１３９１ ０５

１３９３ １

１３９８ １５

亨

利

四

世

１４０１ １

１４０４ ２

１４０６ １

１４０７ １５

１４１０ １５

亨

利

五

世

１４１３ １

１４１４ ２

１４１５ １

１４１６ ２

１４１７ ２

１４１９ １又１／３

１４２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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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王 批准征收时间 （年） 批准征收次数

亨

利

六

世

１４２９ １

１４３１ １又１／３

１４３２ ０５

１４３３ １

１４３５ １

１４３７ １

１４４０ １５

１４４２ １

１４４５ ０５

１４４６ １５

１４４９ １

１４５３ １５

爱

德

华

四

世

１４６３ １

１４６８ ２

１４７３ １

１４７５ １７５

１４８３ １

其次，税收一旦被批准，它的使用就完全由国王决定，即使在停

战时期，国王也征收和使用税收。再次，议会是由国王召集的，贵族

议员在议会中的势力仍很强大，他们与国王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所

以贵族和国王常常压迫下议院批准税收，使下议院成为国王和贵族谋

取自己的利益的工具。最后，在批税与纠正民间怨情的关系上，批税

是议会的权力和义务，只要国王的税收要求理由正当而充足，议会就

不能任意拒绝，而纠正怨情是国王的一种恩赐表现。

施　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２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