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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理论批判

余 斌

  内容提要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和《企业的性质》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

产权思想、企业学说等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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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斯理论体系的基石由两大主要理论构成。这两大理论,分别源自他的

两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一篇是他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
其主要思想被归纳为所谓的科斯定理①:在当事人的偏好(效用函数)都为准

线性的条件下,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外部效应,则讨价还价过程会产生一个有效

的结果,而且该结果与所有权如何配置无关。另一篇是他于1937年发表的

《企业的性质》一文,其主要思想是认为,企业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存在

的;企业存在的理由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以及存在政府的监督和

管制等等。

  下面我们就科斯的原文来剖析所谓的科斯理论。首先,我们讨论《社会成

本问题》一文,然后,讨论《企业的性质》一文。

二、关于《社会成本问题》

  科斯为了说明他的思想,举了一个迷路的牛对邻近土地的庄稼破坏的例

子。

  他首先假定了基本的情况:农场主和养牛人的资产相邻;这些相邻的资产

之间没有篱笆,养牛人的牛群的规模增加会导致农场主谷物的总损失也增加;
种地得到的谷物的原价值是12美元,而种地的成本是10美元,即种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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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益是2美元;养2头牛造成的年谷物损失是3美元,而养牛数从2头增加

到3头时所增加的年谷物损失也是3美元等等。

  然后,他假定养牛者发现增加养牛数有利可图,即使养牛造成的谷物损害

的价值上升至3美元。于是,如果养牛者要对引起的损害负责,那么总的损害

赔偿是3美元,而农场主种地的净收入只有2美元。因此,如果农场主同意不

种地而接受少于3美元的赔偿,那么养牛者的境况就会变好。而农场主也会

同意不种地而得到超过2美元的赔偿。这里显然存在达成一个相互满意的放

弃种地的协议的空间。这就是科斯讨论的第一个结论:以明晰产权的办法来

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是能够达到社会最佳的目标的。

  接下来,科斯转入损害性经营行为不会对它所引起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的情形,相当于养牛者拥有损害的所有权。于是,农场主将忍受随着牛的数量

的增加而对他的谷物损害的增加。

  在这里,他假定养牛者的牛的数量是3头(这是没有考虑谷物损害所保有

的牛的数量)。然后,他声称,为了减少牛群对庄稼的损害,农场主将愿意支付

3美元给养牛者。科斯认为,无论这3美元是养牛者为增加第3头牛而不得

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他要对引起的谷物损害负责),还是他不养第3头牛所得

到的货币额(如果他无须对损害的谷物负责)都不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个

情形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部分成本,应当被包含在其他成本之中。
如果通过将养牛数从2头增至3头所导致的养牛产出的价值的增加大于不得

不承受的额外成本(包括损害谷物的3美元),则养牛的数量将增加。否则,就
不会增加养牛的规模。无论养牛者是否对损害的谷物负责,养牛的数量是同

样的。这就是科斯讨论的第二个结论。

  但是,且慢,在农场主的种地净收益只有2美元的情况下,他又怎么可能

向养牛者支付3美元来请求对方将养牛数从3头减少至2头呢? 而且,即使

他这样做了,养牛者剩下的2头牛还是会对其造成3美元的损害。

  为了貌似公允,科斯声称,农场主被迫放弃种地后,可以将投入土地上的

生产要素用于别处去获得同样的要素价值,从而社会产出的总价值并不减少。
但是,如果农场主可以到别处去种地,为什么养牛者不可以到别处去养牛,而
一定要逼走农场主呢? 再说,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土地具有要素价值,而
如果土地的要素价值只有在种地时才能发挥出来,就像劳动的要素价值只有

在生产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一样,那么,随着土地的被迫荒废,农场主又如何

获得同样的要素价值呢?

  此外,科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我
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①如果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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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者换成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要把有毒废水排放在农场主的土地上,并答

应给农场主40美元的补偿,用金融学的术语,这相当于按5%的年贴现率,每
年补偿农场主2美元直至永远的现值。也就是说,以这40美元做本钱,无需

种地,农场主每年可得2美元的利息直至永远。因此,按照科斯的观点,农场

主自然是愿意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但是,如果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100
年后,一块没有被有毒废水污染的土地价值100万美元,即按年利率5%来折

现的现值为7604美元。那么,以当前的土地和谷物价格来定价的现值40美

元的眼前利益毁掉了现值7604美元的生产要素,这种交易还会是所谓的有

效率的吗?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预见到100年后,农场主可能不会以40美元的低价

来容许有毒废水的污染。但是,经济学认为,理性的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期是

要花光用光全部财产的①。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在最后为了自己的私

利而损害后人的利益。而且,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废料也是当前

的事实。而科斯理论则不仅认为此行为没有任何不妥,反而主张发达国家不

必向发展中国家支付任何赔偿。

  显然,只要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加上自私的经济学理性,即使产权明确也

解决不了外部效应问题。

  实际上,科斯的本意不过是为强权势力掠夺弱势群体提供理论支持。他

强调,“在损害性事件中经济学的问题只是如何最大化产出的价值”。其实,他
非常清楚,“最初的合法权力的界定的确会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一种权力的安排会比别的安排带来更多的产出价值”,而不是所谓的与所有权

如何配置无关。他甚至要求,“法院应当明白他们的决定的经济后果,而且在

可能的范围内不要对合法位置本身制造太多的不确定性,要在做出决定时考

虑这些后果。即使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来改变合法的权利界定,也有必要减少

这类交易的需要,并因此减少执行它们所需的资源。”

  显然,如果农场主开价3美元,而养牛者支付得起,从而需要一场交易的

话,那么,科斯将会主张养牛者不必对其造成的损害负责。这是因为,如果养

牛者开价3美元的话,农场主支付不起,自然就会减少相应的交易。因此,科
斯的理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如马克思的一段评论: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

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

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

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

① 哈尔·瓦里安.周洪等译.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M].第三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p383-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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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

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

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

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

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①

三、关于《企业的性质》

  在科斯看来,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

来协调的。②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

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他认为,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
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

下进行。为此,他试图发现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他看来,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
价格机制能被替代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在一个百货商店中,各种柜台在大楼

里的空间配置既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也可以是为场地进行竞争性价格招标

的结果。在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能靠信用租到动力设备和店铺,获得织机

和棉纱。然而,生产的各种要素的组织协调通常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

况下进行的。显然,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在不同产业和

不同企业间差别悬殊。

  在这里,科斯实际上是混淆了商业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而且,不管价格机

制如何调节,它本身并不能替代生产。靠信用租到设备、店铺和原料的纺织

商,并不能靠直接把他租到的这些东西再租出去来获利。而且,他也不是靠自

己的劳动来把棉纱变成棉布的。这里的问题实质,根本不是价格机制是否被

替代或能以多大的程度被替代,而是纺织商为什么能够利用别人的生产劳动

来获利,为什么工人必须向纺织商出卖或出租劳动力?

  科斯进一步提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

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

本。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

除。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

  而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某一生产要素(或
它的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而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796.
Coase,R.H.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s,NewSeries,4(16),1937,p38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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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契约在这种合作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时,是必需的。
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

  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浮动

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

的权力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他生产要素。

  在他的想象中,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

现的。

  于是,他得到结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

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

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这是鉴于如下的事实:他可以以低于他所

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

再回到公开市场。

  但是,科斯没有注意到,长期包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与向车行租车并

雇一个司机是不同的。包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属价格机制下的市场交易

行为,其所花的费用,包括汽油费、车辆本身的租金、司机的工资、出租车公司

的利润和养路费之类的税费等。而自己租车并雇司机为自己服务则属于企业

行为,可以从上面的费用中节省出交付给出租车公司的利润。因此,我们常常

看到有钱有势的人有自己的专职司机,而很少看到他们长期包租出租车公司

的出租车。实际上,这两个做法所引起的契约数量及相关费用并不会有太大

的差别。

  科斯声称,一个企业家可以将他的劳务出售给另一个企业家以获得一定

的货币收入,而他支付给雇员的钱则主要或完全是其利润的一部分。但是,被
企业家拿来出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劳务,怎么能够将工资作为利润而不是成

本的一部分呢?

  除了市场运行成本外,科斯还引入政府或有管制力量的其他机构的存在

作为企业存在的理由。但是,这些机构的存在历史要远远长于企业存在的历

史。科斯的观点解释不了,为什么(现代)企业会出现得这么晚?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科斯是在刻意地拿一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

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①来迷惑人们,试图以此表明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源于

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来源于节约的所谓市场运行成本。

  诚如《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
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的惟一理由是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要想得到工人,其前

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被人为地分隔开来,而这与价格机制毫无关系。而且,在
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即使工人与生产资料被人为地分隔开来,资本家还是得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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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

惩罚。”①“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

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

并运用了国家权力。”②正是在恐怖的、血腥的、法律的帮助下,新兴的资产阶

级才通过鞭打、烙印、酷刑,强迫现代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

必需的纪律”。③ 而这一切都与价格机制和市场的运行成本毫无关系。

  此外,即使企业的存在能够节省一些交易费用,只要这种方式能够被所有

的企业所复制,比如美国福特公司的流水生产线,那么,这种节省的好处对资

本家来说,就从此荡然无存了。否则,庸俗经济学也不会认为,完全竞争的市

场中,“任一企业在长期中的利润必须为零”④。当然,只要剩余价值不为零,
资本家的利润就不会为零,即使这个利润并不为该企业的资本家最终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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