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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我国民企原罪主要是指民企在初期经营阶段从事偷税漏税、

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

的行为。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的原罪,无论是“第一桶金”还

是“第N桶金”,都应当依法追究。追述民企原罪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追究民

企原罪打击的只是不守法损害社会利益的企业,保障了绝大多数合法企业的生

产经营,为企业长期稳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宽恕民企原罪会导致不

断的形成新的原罪。宽恕民企原罪还会促进破坏性分利集团成长,影响经济社

会长期发展。

  关键词 民营企业 原罪 原始积累

  随着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民营企业发

展初期的不规范行为和犯罪行为,即原罪成为困扰民营企业和国民经济的一

个重要问题。民营经济是否有原罪,对民营经济原罪应当怎样看待,应当采取

怎样的解决方式成为各界人士和学者争论的焦点。

一、原罪争论的源起

  关于民营经济原罪问题的争论始于2002年,到次年底河北省出台《关于

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使原罪问题的

争论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该决定规定对民营企业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
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要综合考虑犯罪性

质、情节、后果、悔改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

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此决定一出台,立刻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广泛关注。

  2006年年底,民企原罪大讨论更为激烈。200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
刊发了一篇文章《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该文指出,“对于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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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的说法,说得不好,这是在否定改革的巨大成绩”。民企真正的法

律地位在1988年才确立,“如果不考虑历史环境,一味用法律、宪法的大帽子

扣,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该文指出“很多企业确实是在艰苦的情况下发展

起来的,在它幼年时候,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应该像对待祖国

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2006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

会”上,该市主要领导也认为民营经济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创业初期的“不规

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各级党委、政府要

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然而,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民营富豪的落马速度似乎越来越惊人。赖昌星

涉嫌250亿元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上海首富”周正毅虚报资本并操纵证

券交易,国洪起涉嫌20亿元的金融诈骗,“中原首富”乔金岭自杀,新疆啤酒花

老板艾克拉木神秘“蒸发”,蜀中巨富刘汉刚上财富榜旋即上公堂,还有杨斌的

被判、李海仓的被杀,还有牟其中诈骗被判刑,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

报告罪、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的顾雏军,等等。

  不可否认,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生产力

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民营经济钻法律法规

的空子,打擦边球,甚至搞权钱交易,公然违法犯罪。我国经济体制民革的目

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法制经济。对民

营经济初期和当前的问题必须深入的研究。我国民营经济在短短的二十多年

的时间里,发展非常迅速,民营企业家群体也非常复杂,“第一桶金”的来源也

各不相同,不可能一概而论。不能认为民营经济存在集体性的原罪,也不能否

认部分民营经济存在原罪。如何看待民营经济的原罪,采取什么样解决方式,
如何才能既发展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又能规范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需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有益于我国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

二、民企原罪的主要观点

  对民企原罪,有一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功臣,并没有

原罪,而应当说有原功。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于原有计划经

济体制的突破,很多行为和突破都是后来追认的。是先有企业的实践、探索,
后有政府政策、法律的认定和支持(王德禄2006)。胡德平(2006)认为民营企

业家没有原罪,以前的不规范行为是迫不得已,迫于潜规则。与此针锋相对的

观点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经过短短二十年的发展,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如果

没有原罪不可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原罪在民营经济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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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无罪说

  胡德平(2006)认为“原罪”的罪名安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是错误的,明明是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怎么成了“原罪”分子? 这简直是大倒退。厉以宁认

为,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原罪,而应叫“原始创业积累”。由当初政

策不清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只要不是违法所得,就没有什么好负罪的。大多数

民营企业是守法的,不能以偏概全。张朝阳认为赎罪必须得先有罪才赎,大多

数民营企业家没有罪。民营企业家是国家税收的缴纳者,在新的时代这样的

企业家应该是社会进步巨大的推动者,而不是剥削者。

  2.制度原罪说(赦免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民企原罪有其特殊历史背景,应既往不咎,是中国

渐进式改革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制度”在促成“资本原罪”过程中的确发挥

了其作用。如果要指责的话只能是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了民企原罪的结果。

  张维迎(2002)认为,民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由于制度的不合理,所
以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行

为。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民营企业家闫纯德曾提案免除民企“原罪”。他认为,
应该在法律法规上让民营企业吃上定心丸,如果用现时法律追究民企原罪,容
易引起资本外逃,导致国内资本流失。① 赵晓(2003)认为,我国的民营企业是

在制度有问题、环境有问题、官员有问题、国企有问题这样一个充满了问题的

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民营企业不可能没有问题。

  3.清算说

  杨德明认为,如果资本积累是以非法手段获得,其实就是腐败,必须追究

到底。卢周来(2003)指出制度的确存在让富人不得不钻空子以及容易钻空子

的问题,也不否认将来可能发展起一种制度可以让富人再也不敢罔顾律法与

伦理。但并不能因此而可以洗清“富人原罪”与“资本原罪”。裴玉良(2006)认
为对“特权”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管是他们最初起家时靠暴力手段

获得的“第一桶金”,还是用“第一桶金”中的收入投放到权力市场中获得的更

多桶的黄金,都具有非正义性质,不会由于第二桶、第三桶及至第N桶金远离

了“第一桶金”而具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不光要清算第N桶金的罪恶,更要

清算“第一桶金”的罪恶;不光要惩罚其现罪行,更要追究其“原罪”。郎咸平

① 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闫纯德相继提出,对于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违规或违法“原罪”应该“赦免”,并尽快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审计条例》等一系列提案。2007
年8月17日,被告人闫纯德犯挪用资金罪,河北省冀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参见:马竞、曹
天健、王汉辉.极力主张赦免原罪 传奇企业家闫纯德的法律迷失[EB/OL].中国法院网,http://
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61754&k_title=%E9%99%88%E4%BB%93&k_
content=%E9%99%88%E4%BB%93&k_author=,200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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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民营企业效率高是事实,但是当前民营企业效

率高的伴生现象就是做其他事情也效率高,他们一旦作奸犯科,侵害中小股东

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手法同样效率很高。对于民营企业的杀伤力近期公众应该

有所察觉。”秋风(2004)指出尤其是发生在较为晚近的、某些人直接依靠权力

掠夺国有资产,或者某些企业家攀附权力,与政府官员合谋转移国有资产之类

的行为,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也显著地践踏了自然的正义原则,从而激起了

民众普遍的憎恨和愤怒。对于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应当轻轻予以放过的。

  4.依法追诉说

  程恩富和汪桂进(2003)指出“政府有关部门要尽量加快建立健全劳资关

系调整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依法监督私营企业的活动,从
根本上控制私营企业违反劳动法,严重侵犯雇工权益的各种非法剥削行为。
同时,还要加强市场的宏观管理,对私营企业的一些违法活动及其收入要依法

处理,如偷税漏税,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污染环境等等,
是私营企业真正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效管辖下合法经营,取得合法收入”。程

恩富和管文杰(2005)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指出“追诉时效

导致的刑罚确定性的降低会引起三方面的结果:犯罪人的犯罪可能性增加;社
会公众投入过多的成本用于预防可能遭到的犯罪损失;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

效率降低。这三种结果都意味着社会的净损失”。

  潘石(2006)认为,当代中国并不存在劳动者被剥夺或劳动者同其生产资

料所有权相分离的过程,但却存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与起点的资本

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有

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条件。潘石和孙世强(2006)进一步指出剥削并不等于

“原罪”,绝不能将私营资本,企业的一般剥削行为视做“原罪”。“原罪”作为一

个特定范畴,它不是指私营资本企业的一般剥削行为,而是指其生产经营活动

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凡是因违背旧法律法规背上“原罪”而蒙冤的,一定要

及早予以甄别、平反,鼓励其继续从事合法生产经营,扩大私营资本原始积

累;二是要坚决惩治那些利欲熏心、为获取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

的“硬性原罪”、现行“原罪”,预防“新原罪”产生。以往“原罪”若一概不究,
予以豁免,极易引发现行“原罪”及“新原罪”发生。

  易宪容(2006)认为,如果把制度的不完全、不完善说成是一种“原罪”,那
么按此推理,制度规则本身就是原罪,就是可以犯罪之理由。如果这样,其结

果正好与制度规则确立的本意背道而驰,制度规则的确立也无意义了。无论

是谁犯罪都得承担其行为责任。

  5.淡化说

  刘延东(2006)主张不争论,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2004)主张,要历史看待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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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使之成为发展的包袱。对部分有原罪的资本进行赦免,但不是全部赦

免,给予机会补缴税款,但不予惩罚。

  目前对于处置民企原罪除了坚决清算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思路:

  张维迎(2002)将资本原罪归结为“制度原罪”,因此,提出了后来被卢周来

成为的“零点方案”,认为富人应该被赦免,但自“零点”以后,在制度完善的前

提下,富人必须合法经营,违者重罚。“我们要设计一个税收体制必须兼顾效

率与公平,就是说富人要纳税,但要调动起生产的积极性。”,“如果一个税收体

制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在逃税就说明这个税收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如

果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按照单纯的税率缴税的话,没有几个企业可以生存下

来”。

  郎咸平(2003)教授主张“轻罪和解,重罪司法”,要清晰界定原罪内涵,给
予民营企业家赎罪机会,但证明是故意欺诈犯罪的不在其中。赎罪的方式是

实施BOT、征收累进遗产税。对民营企业家要保护,也要约束。如果过度追

究民企原罪,会造成资本外逃。

  赵晓(2003)指出,与原罪问题密切相关却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
旧有的体制其实是中国最大的罪。因为旧的体制阻碍发展、阻碍生产力的进

步,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的提高。在冲击这个旧体制的过程中,不可能存在理

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因此冲破旧体制的过程,按旧的体制看来,常常是犯罪的

过程。但相对于有罪的制度而言,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犯下的罪是第二位的。
所以他呼吁,不应该把矛头对准多数的民营企业家,而应该对准那些阻碍经济

发展的旧的、落后的制度,努力去缩短这一艰难而痛苦的转轨过程。

  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任何一方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制度原罪说

(赦免说)在理论上并不能成立,市场经济并不反对资本追求利润,反对的是采

用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获得利润。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由、
开放、平等,任何经济主体都可以追求自己正当的经济利益,然而通过与某些

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方式获得了原始

积累的“第一桶金”,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相冲突的。在任何国家,在任

何法律制度下,都是一种违法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然而,对于我国

民营经济存在特殊的制度背景,有些是在当时违反法律,而现在不违法了,“第
一桶金”违法,现在的经营不违法了。而且,民营企业违法的性质和情形也并

不相同,有些属于制度性违法,有些则是违反市场竞争原则,有些是主动违法,
有些是行势所迫。可以看出以上文献中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也就很难

得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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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企原罪的来源与构成

  马克思对资本原罪主要是借用宗教的语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

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揭露资本剥削的本性。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英国资

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当时工业正处于萌芽阶段,资本积累具有明显的反人性和

血腥的一面。可是我国目前发展市场经济,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现在论

述的原罪应当不是马克思层面上原罪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对民企原罪的来源

和构成做出区分,这样才能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界定民

营企业原罪是一个的法学和经济学相联系的范畴。本文界定如下:

  第一种原罪为制度性原罪,即因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一个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行为在初期被界定为违法行为,可是随着改革和市

场化向纵深推进,这些行为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当时看违反了法律,可是现

在受到法律保护,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仍有从事长途贩运谋取差价的温州商

人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商业行为。这也是很多认为

民营企业没有原罪的观点。实际上,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次

性完成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维系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建设也需要时间来逐渐完善。上面所说的制度性原

罪,目前在法律上已经不予追究,所以在理论上探讨已经没有意义。

  第二种原罪是指民营企业在初期经营阶段从事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

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的行为。这些

民营企业初期经营阶段明显违反了当时国家的法律法规,到目前为止这些行

为依然违反相应规定。更重要的是,这些民营企业的原罪不仅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环境下是违法的,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违法行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经济行为主体都具有平等性,任何经济主体的财

产都受到法律保护,经济主体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应当在平等自愿、诚实守信基

础之上,任何经济主体不能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公共财产。显然上述列举的民

营企业初创时期的行为违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这些行为与制

度性原罪具有根本性差别,无论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何种阶段,都是一种违法行

为,并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相对立的。

  第二种原罪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民企在初创时期存在着违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和基本法律的行为,随着企业发展企业的经营行为已经转

向正轨,不再从事违法行为,即所说的“漂白”。这就是当前争论较为激烈的应

当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第一桶金”,民营企业在初创时期所犯的错误是不是应

当赦免,或者“第一桶金”的问题本身就不应当提出。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第

一桶金存在原罪,而后来漂白,并且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当地经济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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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有些存在原罪的民企在当地经济发展已经处于较为

重要的作用,是解决当地就业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提供者。有些学者认为如果

追究这些企业的原罪,或者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结果只能起到影响企业正常的

生产经营秩序,影响企业长期生产经营行为,不利于地方和国家长期经济发

展。目前,民企原罪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本文下面分析的原罪也主要

集中于此。

四、民企原罪是否要追究

  在创业初期存在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违反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的民营企业,即有原罪的民企,目前已经按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从事正当生产经营活动,“第一桶金”
的罪恶是否要追究,是当前各界争论的焦点。民企原罪,只要不是上文指出的

制度性原罪,都应当追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

义法制的健康发展,这样才能保证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

  1.民企原罪,无论是“第一桶金”还是“第N桶金”,只要是触犯相应的法

律法规,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都应当依法追究。目前,民企原

罪的辩论主要集中于有些民企在创业初期从事了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后期已经“漂白”,所以有些人认为应当原谅民企在初期犯下的错误。有的学

者组织一些民营企业家来坦白自己的原罪,采取基督教式的惭愧方式来开脱

罪责,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出台行政规定的方式来赦免民营企业的原罪。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为所有市场主体提供平等、自由、开放的发展

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合法经营来获得经济利益。
那些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或者违背基本法理的原罪,不能够通过某些

地方政府的行政措施和简单的忏悔方式来开脱。民营企业的原罪与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的行为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不能因为是民企或者是在当地经济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已经不从事违法行为就能得到免除。从公平性的角度

而言,也不能以民营企业经营是否成功或者规模的角度来确定惩罚的力度。
从法律的角度,各国法律普遍规定了追溯期,只要在追诉期的时间之内,原罪

的惩治不能以身份、地位、行业等因素而发生变化。

  2.追诉民企原罪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牛津法

律大辞典》中将法治作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定义的

概念”。法治的原则表述为“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

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
义的基础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

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还指出在任何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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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

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

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

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

身利益的法律。《布莱克法律辞典》认为法治是“由最高权威认可颁布的并且

通常以准则或逻辑命题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原则”。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加强宪法和法

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

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可见公认的法治原理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内
在的要求并没有本质差别,都要求触犯法律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

够保证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从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立的基

本要求出发,在民企原罪是否应当受到惩罚并已经有了明确答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些企业或

个人违法了法律法规而不受到应有的惩罚,本身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

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法是由

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法的公正性

最终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法制即代表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同
时也代表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从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出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然要代表某个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那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对某些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

贩私、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进行惩治,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3.依法追诉原罪符合市场制度运行要求。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约束人们

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有效制度安排来调节矛盾和冲突,减低

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制度一个突出的作用是规范各类主体的行为标准,明
确规定什么行为受到保护,什么行为要受到惩罚。透明公开的制度为行为主

体确定明确的竞争规范,减少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

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制度设置还可以起到协调主体的

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在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领域,可能出现

“公地悲剧”、机会主义、逆向选择行为。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减少此类行为的

发生。如果对民企原罪不予追究,就会破坏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制度无法发挥

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作用。赦免民企原罪的结果会增加市场主体预期的

不确定性,使市场主体无法确定是否应当采取遵守现有制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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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追诉原罪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将导致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增

多。绝大多数民企的原罪都是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行为,如果不进行惩处,就
会产生示范相应。与民企相关的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员工、消费者和公众。
民企通过非法的手段,如侵吞国有资产、“血汗工厂”侵犯职工的权益、通过制

假贩假侵害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如果不惩处,实际上是公众应当权利和财富

输送给了违法企业,违法企业获得了经济利益。对于守法的企业而言,在竞争

上就处于劣势地位,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任何

企业的最优选择都是采取违法行为,结果守法企业将很难生存,市场公平竞争

的原则会被破坏。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就是鲜明的例证,如环境

污染、职工权益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就拿环境污染为例,
一个行业中绝大多数企业都违反国家的环保规定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某
个企业遵守规定势必将增加生产成本,市场竞争就会将守法的企业淘汰。职

工权益保护也是如此,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不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定,守
法的企业就会处于竞争劣势。追述民企原罪就是要保障市场良好运行,给民

营企业和任何其他经济主体明确的预期,起到保障所有企业能够在同样平等

条件下开展竞争的作用。

五、追诉民企原罪是否影响经济发展

  反对追诉民企原罪和主张赦免民企原罪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如果追

诉民企原罪将会扰乱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会增加民营企业家预期的不

确定性,产生民企生产性投资不足和资本大量外逃。此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如

果追究民企原罪就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尤其是某些地区民营企业已经在当地

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民营企业和外商以及港、澳、台经济已经占据国

民经济大半个江山的情况下,非国有经济已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之一,也是解决城市和农村就业的最主要力量。不可否认,如果国内大面积开

始追究民企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原罪,会对某些企业的生产秩序有所影响,有
些企业有可能还会出现破产倒闭。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应当区分开来,追究

民企原罪短期内可能会对国民经济发展有所影响,从长期来看还是利大于弊,
最重要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在良好的运行环境,保证了国民经济

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1.反对追究民企原罪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追究民企原罪会影响到国民经济

发展,实际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大众。从局部和短期来看,追究民企原

罪会影响到一些地区的经济,尤其是某些民营企业占地方经济比重和财政收

入比例较高的地区。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不追究就会破坏原有的制度安排。
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规范主体的行为,使经济主体有明确的预期,降低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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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交易成本。在设立制度和执行制度过程中也会产生费用,即制度成本。
选择某种制度的衡量标准是制度制定和执行增加的成本是否低于制度降低的

交易费用,如果低于经济体选择这种制度是适合的,反之,就不应当选择这种

制度。

  制度运行成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污染和消费者欺诈。制定

和实施管理污染和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需要成本,包括政府方面的成本和企业

方面的成本,收益来自于环境保护和消费者福利水平提高,明确的规则使经济

主体形成较为确定的预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升。
最优的环境和消费者保护水平应当是制度导致的边际成本与带来福利和经济

效益的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

  追究民企原罪涉及的主要是执行成本,包括执法部门因为工作增加而增

加的成本,对有原罪的企业和企业家惩罚带来的成本。追究民企原罪带来的

收益主要有,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带来的收益,保证了相关主体

的利益带来的收益,保证了资源向符合社会要求的领域流动。追究民企原罪

的收益是长期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从外部性理论来看,触犯法律并没有得

到相应惩罚的经济行为,是将本来应当承担的成本转嫁到外部。当存在外部

性时,表明社会资源被过多地用于这个领域生产,由此带来的社会损失会随着

经济行为的持续而不断增大。追究民企原罪并不是要使所有有原罪的企业家

倾家荡产、企业倒闭,而是在法律范围内追究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对某些因为

制度性原因造成违反当时法律法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目前已经是

合法行为应当不予追究。

  2.追究民企原罪并不会增加民企的经营成本,长期来看还会提高民企经

营和投资的稳定性。反对追究民企原罪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追究民企原罪会影

响到民营企业家的预期,会使民营企业降低生产性投资,增加资本外逃。不可

否认,有些民营企业因为触犯法律法规,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会采取转移资本

的行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民营企业的经营行为会受到政府保护。保护民

企并不是要成为“保护伞”,不是要保护民企侵犯法律法规和社会利益的行为,
是要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不追究触犯法律损害国家和

公众利益的民营企业,就是侵害绝大多数守法企业的利益。

  任何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是否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考虑的外部环境主要

有,政治经济环境是否稳定,法律体系是否能够保障企业的正当利益,法律执

行过程中是否能够保证公平、公开和公正,政府运作效率如何,是否存在严重

的贪污腐败。如果宽恕民企原罪恰恰侵犯了法律的公正性,损害了法律的尊

严。宽恕民企原罪也会为腐败滋生提供温床。我国民企原罪一方面是民企不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很多民企的原罪是与部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
在执法和行政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利与民企一起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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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执法过程中为了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采取不作为行为相联系。追究民

企原罪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守法经营,采取市场手段发展壮大企业的利益,保
证社会资源更多地运用在增加国民财富和提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领域。追

究民企原罪打击的只是不守法损害社会利益的企业,保障了绝大多数合法企

业的生产经营,为企业长期稳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追究民企原罪

不会对企业长期投资行为产生不利影响,相反由于投资环境改善,会增强企业

长期投资的意愿。

  3.不追究民企原罪会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分配领域,而不是生产领

域。民企原罪中有很多行为并不具有生产性,更多的是分配行为,如民企偷税

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等,都是采取违法手段将不属于自己

的财富据为己有。民企偷税漏税是侵害了整个国民的利益,税收是公民向政

府购买公共产品支出的费用,民企偷漏应缴纳的税收,却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

共产品。民企侵吞国有资产也是通过非法的手段来占有本属于公众的财富。

  如果宽恕民企原罪,就会产生示范效应,不断产生新的原罪。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鼓励的是劳动致富,在当前阶段允许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重
要的前提是所有参与分配主体的行为都应当遵守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果违法

行为能够被宽恕,就会使民企形成违反法律并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预期,改变

了民企违法的成本收益结构。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民企合理的选择是不遵

守当前的法律,违反法律只要目前不被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就会转变成原罪。
目前,民企经济领域违法的主要方面是侵害国家或者国有企业利益。民企违

法也需要成本投入,如编制虚假的企业信息,贿赂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
在原罪能够被宽恕的情况下,民企违法的收益率将远大于正常生产经营的回

报。民企包括其他经济主体明智的选择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违反现有法

律,投入此领域的资源并不具有生产性,是纯粹社会资源浪费。

  4.宽恕民企原罪会促进破坏性分利集团成长,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

化》对分利集团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分利集团“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则该

组织必然不肯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更为可能的是他将为其成

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尤其甚者,即使社会利益重分配所招致

的损失超过该集团由此种重分配的许多倍,仍会发生上述情况。”奥尔森进一

步指出分利集团的危害还在于,“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

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

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分利

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
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奥尔森观点是存在分利集团使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下

降,国民福利水平降低,但任何国家都会存在分利集团,要降低分利集团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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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某些占有重要资源能够影响政府行为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

影响。

  宽恕民企原罪,实际上就是相关部门和法律对有原罪的民企分利集团的

一种让步。有原罪民企在数量上只有较少的一部分,但其中一部分企业控制

着数量较多的经济资源。宽恕民企原罪实际上是促进了分利集团发展。这种

建立在违犯法律、侵害国家和公众利益分利集团很难形成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和社会福利提高的动力。如果说有原罪的民企现在守法经营,但如果对犯罪

行为不惩罚,也会形成不断产生新原罪的分利集团。随着分利集团成长,就会

对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分利集团也有动力将某些违法的行为通过政府的立

法过程合法化,维护该集团的长期利益。结果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会下降,
国民福利水平将会降低,社会不公正程度和贫富程度将上升。

六、简要结论

  对民企原罪的讨论首先要确定原罪的类型。一种原罪为制度性原罪,即
因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一个过程,有些行为在初期被界定为违

法行为,随着改革和市场化向纵深推进,这些行为不再违反法律法规。另一种

原罪是指民营企业在初期经营阶段从事偷税漏税、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侵吞

国有资产等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的行为。讨论的重点应当

是第二种原罪。

  制度性原罪不应当予以追究,而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基本原则

的原罪,无论是“第一桶金”还是“第N桶金”,都应当依法追究。这是社会主

义法制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为经济主体提供良好经济环境和形

成良好制度环境的要求。

  追诉民企原罪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追究民企原罪打击的只是不守法损

害社会利益的企业,保障了绝大多数合法企业的生产经营,为企业长期稳定生

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宽恕民企原罪会导致社会资源更多地用于分配领

域,而不是生产领域,并不断的形成新的原罪。宽恕民企原罪还会促进破坏性

分利集团成长,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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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originalsin”ofChinesePrivateEnterprise
intheCourseofPrimitiveAccumulationofCapital

SunQiu-peng

  Abstract TheoriginalsinofChineseprivateenterprisemeanstaxeva-
sion,counterfeitingfakers,smugglinganddevourthestate-ownedassets
andotherbehaviorswhichviolatethelegalprinciplesofsocialistmarkete-
conomy.Theoriginalsinofviolatingbasicprinciplesofsocialismmarkete-
conomyshouldbeinvestigatedaccordingtothelaw,regardlessofwhether
“firstbucketofgold”or“N-thbucketofgold”.
  Investigatingoriginalsinofprivateenterprisescannotaffecttheeco-
nomicdevelopment,butguaranteetheproductionofmostlegalenterprises,

andprovideagoodexternalenvironmentofstableproduction.Forgiveness
oforiginalsinwillleadtoformingnewsinsconstantlyandpromotethe
growthofdestructiveprofit-sharinggroupwhichaffectthelong-termdevel-
opmentsociety.
  KeyWords PrivateEnterprises OriginalSin PrimitiveAccumul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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