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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科斯关于市场里的企业合约的理论,中心是把企业理解成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

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企业合约在事前没有或不能完全规定各参与要素及其所有

者的权利和义务,而总要把一部分留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再加规定。企业合约的这个特别之

处,来源于企业组织包含着对人力(工人、经理和企业家)资本的利用。与其他理解不同的地方

是,本文把/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0引入对企业合约及其特征的思考, 并认为这是科斯企业理论

里被忽略的一个关键。

一、/企业0合约本身的特征

科斯企业理论的重点是解释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 为什么还存在着企业。科斯

( 1937)的发现是,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而/企业0组织正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企业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是因为/在企业内, 市场交易被取消0, 组合在企

业内的各生产要素, 不必彼此签订一系列买卖合约,原来用于签订和执行这些市场合约的费

用,因此被节约了。所以,科斯说, /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0(科斯, 1937,

中译本第 4页)。不过,企业可不是以一个非市场的合约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 在科斯看来,企

业内部的/命令0和/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0)来支配资源0,无非是/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

契约替代了0的结果。/通过契约, 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

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利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

其他生产要素0(科斯, 1937: 6页)。这就是说,科斯并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非契约机构对市场

契约的替代。相反, 企业不过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一系列市场契约而已。这个契约,我在

下文将称之为市场的企业合约,由投入企业的各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同意0而订立,其本质正

在于界定企业家权威的由来和范围。换句话说,企业家在企业内的权威、命令和计划等等这一

切骤然看来/反自由市场交易0的东西, 本身就是由另一类市场合约 ) ) ) 市场的企业合约 ) ) )

授予并限定的。这是企业家权威不同于帝王权威、农奴主权威和中央计划当局权威的地方。

结论是,企业以一个市场的企业契约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

科斯没有侧重回答的问题是, 如果企业不过是以一类市场契约替代了另一类市场契约,那

么这两类市场契约有些什么不同呢? 张五常( Chueng, 1983)指出,企业/这个契约0, 发生在要

素市场上;而价格机制的/那一系列契约0,则是产品市场上的交易。因此, 企业无非是以要素

市场的交易合约替代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张五常的上述阐述, 被认为是对现代企业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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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贡献。¹ 不过,在我读来,关于企业是要素市场上一个(或一组)交易合约的思想,在

科斯 1937年的论文里就清楚地表达过了。在我们上面的引文中,科斯不是已经讲到, /生产要

素(或它的所有者)0之间的/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0吗? 这难道不是表明科斯已经把

企业看成是要素市场上的一个合约吗? 其实,在这一点上, 张五常与科斯毫无不同。

张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认为要素市场上的合约,即企业合约,与产品市场上

的合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市场交易的时间间隔性、交易费用不为零、以及交易过程中

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等, 在产品市场和在要素市场上都是一样的。因此,这两类合约在程度和

具体安排上的区别, 并不足以把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区分开来。张五常提出的问题实质是:如

果你不会因为到百货公司买了一双袜子,你就被看成你同这家百货公司同属一个企业,那么为

什么你聘用了一个工人或一个工程师, 你就与这个工人或工程师被看成构成了一个企业呢?

在他看来, 买袜子的合约,与企业家聘用工人或购买原料的合约都是市场合约,在本质上没有

什么两样。张五常由此得出结论是:由于企业的合约本质, 使我们/不知企业为何物0! º

科斯明确表达他不同意这个结论, 他认为企业除了是要素及其所有者间的合约之外,本身

还有其他特别之处。其实,在 1937年的论文里,科斯就已经写道: /由于预测的困难,有关物品

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而买方也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出要求对方干

些什么。0/契约中的所有陈述是要求供给者供给物品和劳务的范围, 而要求供给者所做的细节

在契约中没有阐述, 是以后由购买者决定的。当资源的流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变得以这

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我称之为-企业. 的那种关系就流行起来了0(科斯, 1937: 6 ) 7 页)。这

里,科斯论证,由于把要素组合起来投入企业契约的期限通常很长, 由于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和

不确定性,因此不便(或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所以,

对科斯而言,企业合约的特征, 是在合约中只陈述要素供给的范围, 而将如何完成这种供给的

细节作为购买者(企业家)可在签约/以后0行使的权利。换句话说, 企业合约是权利义务条款

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买方有权在合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合约。

科斯定义的这种企业合约,显然有别于一般产品市场上的合约。在产品市场上,顾客付钱

购买袜子后,交易就结束了。她不能再要求过问交易对方袜子生产的任何细节。她可以事后

退货,但那意味着退出交易,而不是表明可以控制细节;她也可以事先定做,但/定做权0只允许

顾客在事前给出各种要求的细节, 并以此为据在交货时查验、调试和修改。顾客的定做权不意

味干预生产过程细节的权利。只有当一位客人事先说不清楚她所要袜子的花色,又非要过把

瘾, /事先只说个大概,然后由她指挥袜子的生产,直到满意为止,0那她不但要大大破费一番,

而且必须在买袜子的同时,购买缝纫工人的劳动, 并且事先只与这位工人讲定工作条件和薪

酬,而保留对加工细节的控制和指挥。不过, 当她这样做的时候, 她已经在签一个科斯意义上

的企业合约了。现在我们要问,科斯抓住的企业合约的上述根本特征,因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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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张五常与科斯就这个问题的讨论,见张五常, 1991: 148。

参见张维迎, 1995,第 13页。



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

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交易的关键,首先是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劳务的利用。这一点,

科斯本人在他 1937年的论文里对此有过非常简洁的交待。他说,就企业合约的特点而言, /购

买劳务 ) ) ) 劳动 ) ) ) 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

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以后再决定的意义并不大0(科斯,第 7 页)。反过来讲, 恰恰

是由于企业必须购买劳务,而劳务买卖/事前只说明大概、以后决定细节0的意义特别重大,才

使企业合约区别于其他市场合约。

科斯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单单劳力的利用和买卖,需要如此特别的契约 。30 年代

科斯前后的经济学家,对此似乎也没有做过较为透彻的说明。这也难怪, 因为在本世纪 60年

代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兴起之前, 经济学对劳务要素的研究,好象从来要比对土地和非人力资

本的研究要薄弱。当代人力资本理论探究了经济增长中何以总产出的增长比要素投入的增长

更快的根源,发现健康、教育、培训和更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等要素,成为现代收入增长的日

益重要的源泉( Schultz, 1961)。不过,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文献, 也不过是将对(非人力)资本

理论的一些原理推广到对人力资源的分析上而已。当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把人的健康、生产技

能和生产知识看成是一种资本存量,即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和收入增长的源泉时,人力资本与

非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是从市场合约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不能不注意到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重要特点。

如罗森(Rosen, 1985)所说,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 的人0。在我看来, 这可是一种独

一无二的所有权。任何其它经济资源包括各种非人力资本和土地的所在权,既可以属于个人,

也可以属于家庭、社区、其他共同体或国家, 还可以不属于任何人或人的群体。但是,人的健

康、体力、经验、生产知识、技能和其他精神存量的所有权只能不可分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

不但必须是人, 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个人。¹ 罗森在解释人力资本只能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

时,用了一个限制条件 ) ) ) /在 自由社会里0。他的意思是, 只有在不允许将人为奴的法律条

件下,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才是真实的。但是读了巴泽尔(Barzel, 1977)关于奴隶经济的研究后,

我们可以认为, 即使撤去/自由社会0的局限条件, 人力资本只属于个人的命题仍然成立。奴隶

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 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

全部产出。但是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0( full- fledged property) º, 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

制着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要在强制条件下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 即使支付极其高

昂的/监控( supervision)和管制( policing)成本0, 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费用,一

部分奴隶主不但必须善待奴隶(如福格尔发现的那样, 见 Fogel, 1972) , 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

( quota) ,即允许奴隶在超额后拥有/自己的0私产, 以致一些能干的奴隶积累了财富,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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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张五常提到他对这个/ 主动资产0概念的贡献(张五常, 1984: 181)。

在古典经济学家里,注意到人的能力只属于个人的,正是马克思。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非人力资

本都已经归全社会公有,市场也已经消亡,但即使如此纯粹,还要/ 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

是天然特权0 ,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费资料的/ 资产阶级法权0。(见马克思/ 哥达纲

领批判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12页)。



买下了他(她)自己, 成为自由民。这是不是说,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 甚至奴隶

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做到无视其存在呢?

违背市场自由交易法则的法权和其他制度安排, 当然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产权在德姆塞兹

意义上的/残缺0。象其他任何资产一样,在完整的人力资本的利用、合约选择、收益和转让等

等的权利束中, 有一部分权利可能被限制或删除。此时,即便人力资本在法权上明确归属于个

人,其产权强度也会遭到损害。就此而言,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景况相似,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但是,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 使之可以在产权残缺发生时, 以迥然不同于非人

力资本的方式, 来作回应。人力资本是巴赛尔所说的/主动资产0,它的所有者 ) ) ) 个人 ) ) ) 完

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 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

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0起来, 以致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

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同样的开发利用。一

块被没收的土地,可以立即转移到新主人手里而保持同样的面积和土壤肥力;但是一个被/没

收0的人, 即便交到奴隶主手里,他还可能不听使唤、/又懒又笨0/甚至宁死不从。简言之,人力

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

如果对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上述特点一无所知, 要理解现代经济学中非常热门的/激励0

理论就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

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 道理就在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一方面,人力

资产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

存。这两条相结合, 就是奴隶制下仅仅为了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务也不能只靠棍棒和鞭子,何况

自由市场合约条件下的种种复杂的劳务利用合约! 激励的对象是人, 更准确地说, 是个人,因

为个人才是人力资本的具有技术不可分性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激励(包括负激励)的内容,就

是把人力资本开发利用的市值信号(现时的或预期的) ,传导给有关的个人,由他或她决策在何

种范围内、以多大的强度来利用其人力资本的存量,进而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方向和强

度。激励机制的普遍性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利用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在现代经济中,人力

资本的开发利用日益居于中心地位。¹

三、企业里的人力资本

在一般的产品市场交易中,无论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就已经很重要了。即便是

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下,供求双方的产品和劳务交易中就已经包含了或多或少的人力资本。

价格机制不单单配置物质性的经济资源,它同时也激励着生产者消费者双方人力资本的利用。

买什么、买多少和卖什么、卖多少, 都离不开双方当事人的健康、体力、经验、知识和判断。这些

人力资本如何调用, 全凭市场信号的激励。所谓价格机制配置资源, 不能少了一个由当事人在

价格信号下作决策的关键环节。道理很简单,市场交易需要的人力资本只归属个人,除了相对

价格变动引起相对利益变化的激励, 当事人既不会/进入(买和卖)0, 也不会/退出(不买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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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0。用其他方法来/配置0, 千千万万当事人不配合, 当然麻烦一大堆。

但是, 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在企业合约的场合才得到突出的表现。企业合约把隐藏在一般

市场交易商品和劳务之中的人力资本分解了出来,并把人力资本本身当作可为企业购买的独

立要素。我们已经知道, 加入企业合约的至少有一方是人力要素及其所有权。最简单的如/古

典企业0, 就是企业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务要素的所有者 ) ) ) 工人 ) ) ) 达成的一个企业契

约。这里投入企业的劳务,还不就是工人人力资本(体力、基本技能和努力)的发挥和利用? 劳

务天然属于工人个人,这个铁则在古典企业里同样存在。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 ) ) ) 资本家

) ) ) 除了找寻激励之道, 别无良策可让工人尽心尽力。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2

setz, 1972)强调的企业内的/计量和监督(measuring and monitoring)0, 意义在于识别出个别工

人对企业生产的贡献,从而奠定/激励性报酬安排0的基础。/计量和监督0,可不是/压榨工人0

的意思。¹工人的劳动努力,象任何其他人力资本的利用一样, 可/激励0而不可/压榨0。资本

家滥用权力的事情虽然象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一样史不绝书,但资本权力的滥用,除了激起工

人的集体行动(罢工、游行和工人运动) , 从来达不到充分利用工人劳动能力的效果。另一方

面,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只以反制资本家滥用权力为限。在多数情况下, 工人接受劳务市场

上的交易,并对/激励性合约0能够作出积极回应。

计量和监督,就是另一类人力资本, 即通常被叫做经理的管理知识和才能在企业里的应

用。同样,所谓 /企业家才能0,即对付市场的不确定性,作出企业/做什么和怎么做0的经营决

策,不过就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在企业里的运用罢了。因此可以更完整一点说,任何企业合约都

离不开工人的劳动、经理的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这三种人力资本,象任何

其他经济资源一样, 在生产中的功用不同,也会因为相对稀缺性的不同而市价迥异。但是,这

些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 却共同地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不同: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只能属

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0而无法/挤榨0。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这样一个团队

生产里,不可没有对所有个别成员劳动贡献的计量、监督和管理。º 阿 ) 德主张/以剩余索取

权来激励企业监管者0,仅仅是因为/监管监管者0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奈特(Knight, 1921)强

调以/利润0回报企业家才能的合理性,道理也在于企业家面对的是无概率可寻的市场不确定

性,根本无人可知企业家是否尽心尽力在做经营决策。

企业,无非是上述各种人力资本与其他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市场合约 。市场的企业合

约 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在企业合约中包含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使直接利用这

些经济资源时无法采用/事前全部讲清楚0的合约模式。在利用工人劳动的场合,即使是那种

简单到可以把全部细节在事前就交待清楚的劳动, 劳务合同执行起来还是可能出问题。因为

单个工人在团队生产中提供的劳动努力,要受到其他成员劳动努力的影响。要维护并激发全

体成员的劳动努力, 离开/计量、监督和其他激励0就无计可施。在利用经理劳动的场合, 要事

前讲清楚企业管理的全部细节即使在技术上可能,也会因为信息成本太高而在经济上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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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团队生产中/ 计量和监督0职能的必要,与这种职能在团队生产成员之间如何分布,是两个问题。本文没有篇幅不

讨论后一个问题。

科斯注意到,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将把国家变成一个大工厂时,多次强调要有/ 严格的计量和监督0 (科斯, 1988)。



聘任企业经理的合同在事前真正可以写入的,实际上要经理相机处理事前不可完全预测的事

务的责任,以及经理的努力所应该达到的目标。经理努力的供给,是由激励机制的安排和执行

决定的。/激励0不足,你到处看到/管理不善0迹象就不必奇怪了。至于要利用企业家才能,事

前恐怕连/大概0的内容也写不出来。因为/发现市场0和/在一切方向上的创新0这样的事,毕

竟谁也不能在事前加以/规划0或/计划0。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

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 sharecropping contract)这样的制度安排, 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

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企业家才能是无法被/激励0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属于个人,如果

/激励0不足,这种才能就好象/天生匮乏0一样供给不足。经营败笔随处可见, /企业0就不如拆

成多个小个体户到市场上分头练还更划算些。总之, 当不同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可以独立买

卖的生产要素进入企业时,有一些共同的产权特征。企业合约作为一个特别的市场合约,其特

别之处 ) ) ) 合约里多少保留一些事前说不清楚的内容而由激励机制来调度 ) ) ) 可以由人力资

本的产权特征得到说明。

四、企业合约和企业所有权

上文达到的理解,即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特别市场契约,还牵连到一些有关

企业产权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 企业作为一个市场契约已经包括着多个要素及其所有者,那

么企业本身还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所有权即企业的所有权? 第二, /资本雇佣劳动0是不是市场

的企业合约的永恒内容? 第三,所谓的/经理革命0真的弱化了所有权吗? 本节简要讨论这些

互相有些连带的问题。

企业是一个市场契约的思想,应该已经明明白白地包括了/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所有权0

的意思。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源所有权,何来/市场合约0?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如

何通过产权的交易来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这就是一个契约的内容了。因此,一个契约一定包

括多个所有权, 应当是清楚明了的事情, 在经验里, 一份契约总有多个同样的文本。每个契约

文本除了其作为法律依据的功能之外,本身也可以有独立的市值, 如作为抵押的凭据。但是,

同一个契约各个文本的市值, 可能极其不同,取决于各持有方在契约中的产权 地位。比如一

份租地合约,租佃双方在理论上都可以将其/上市抵押0,只是在出租方能够押出 100 元的地

方,佃入方可能只能押出 10元。这清楚地表明每个市场契约都会有多个所有权。市场契约是

多个所有权之间为让渡各自产权而彼此作出的保证兑现的承诺。没有人会问, /这个契约属于

谁0, 因为契约既不属于任何单方的所有权,也不是由各参与方/共同拥有0。

但是在企业合约的场合,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去想/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哪一方0这样的悖论

性问题。一般说来, 普遍的结论是/企业由其资本所有者拥有0。但是,企业里难道只有一个资

本(及其所有权)吗? 在古典企业里,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

家。这种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合为一身的现象, 造成了经济学上一个笼 统的/资

本0概念。资本家,即是这种笼统的古典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一身多任,

他并不需要作为财务资本家的自己与作为经理和企业家的自己签订契约。这就足以构成/资

本家拥有古典企业0命题的认识论起源。人们常讲的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本的相对稀缺0,现在

看来,那不过是对企业财务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其实,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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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史学家布劳代尔指出的那样, 在以往任何一个经济时代都有/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的

场所0(Bruadel, 1977: 35页)。换言之, 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财

务资本。不过, 在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身二任0的时代,看到这一

点实属不易。

企业家稀缺的结果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结构单一。在这样的经济里,就业的容纳

能力不可能强,所以看上去人力资源/过剩0,工人的体力和技能一钱不值。在古典时代, /资

本0的相对稀缺和人力的相对过剩, 使/资本0不但/雇佣0劳动(马克思) , 而且/ 支配0劳动(奈

特)。如果财务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和管理职能这些人力资本永远合为一体,那么/资本雇佣劳

动0如同/企业属于资本家0一样,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了。人们有理由不去思考, 究竟是

什么在/雇佣0劳动。人们也有理由想当然,似乎纯粹的物质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就有

权力/支配0劳动 ) ) ) 工人人力资本的应用。这使我们看到,所谓/资本雇佣劳动0, 不过是/企

业属于(财务)资本家所有0命题的一个翻版而已。

但是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一体的/资本0里

分立了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张、交易从内容到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 使企业家和企业

管理的人力资本的独立不但势在必行, 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无非是分工法则在经济组

织变化中的体现。古典/资本家0逐渐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

面是企业家(管理者)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这个过程里, 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日益显示出它们

/消极货币0的本性。其实,早在古典企业里, 非人力资本就是一堆消极货币了。只不过那时这

些消极货币的所有者本身又是/积极货币0的握有者,人们难以觉察而已。例如,即使在卓别林

传神地表演过的/机器流水线支配工人0的场合, 机器和设备也并不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

少0,那是由企业家才能, 即冒险地/预测市场0来决定的。经营决策错了, 工厂要关门, 多少机

器流水线也只好停摆,上哪儿去/支配工人0? 因此即便是在古典企业里,与其说是物质资本家

在/雇佣0劳动, 不如说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家(奈特讲过的/能对付市场不确定性的

冒险家0)在非人力资本的影子里扮演关键角色罢了。这说明, /资本雇佣劳动0的命题是由含

糊的资本概念支持着的。¹

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发展,不但使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从企业资本的影子里走了出

来,而且径直走向大企业的舞台中心。1930年代中, 伯勒和米斯观测到在 200家美国最大的

非金融公司里,经理已经在公司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这些企业资产的大部分(Berle

and Means, 1933)。他们称此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0(managerial revolution) ,

这场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权势0, /那些提供资财的人被赋予-所有者. 的地

位,从而使新王子们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势0。伯勒和米斯的观察堪称一流, 但他们的概括和理

解却是错的。他们的鼻子已经碰到企业家(管理)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却无以名之,不但模模

糊糊称其为/经济权势0或/新王子们0, 而且把走到大企业舞台中心的经理们, 看成是其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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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科斯 1988年回顾他 50年前关于企业的论文时,自认为/ 文章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使用雇佣 ) 雇员关系作为企业的

原型0 , / 由于强调雇佣关系,结果没有考察契约能使企业组织者以获得、租赁或借入资本来指挥资本(设备和现金)的使用0

( Coase, 1988: 288- 89)。



(即/提供资财的人0)权力的僭越者。他们把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与企业资财资本所有权的

分离, 理解成/控制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0。本世纪 60年代以后, /伯勒 ) 米斯假设0大

行其道,许多人甚至把股权分散的大公司看成/所有权已经淡化0的经济组织。¹

/伯勒 ) 米斯假设0在理论上的误差直到 1983年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的论文发表才得到

纠正。斯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指出, 大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

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

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0, 而是财务

资本和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 ( Stigle and Friedman,

1983)。这在理论上第一次把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引进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

推广运用这个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的变化,是

人力资本在现代企业里的相对地位急剧上升,以及纯粹的财务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一方

面,在当代企业最展开的形式上,人力资本的专门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力资本的各种发

挥和利用 ) ) ) 一般劳务、专业技能、管理(计量和监督)、各种企业家才能 ) ) ) 都变成独立可交

易的要素进入企业合约。由此而来的,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企业契约变得极为精

巧和复杂。另一方面,各种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契约里的竞争与合作,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超

越/古典企业0时代的新组合和新形式。如何充分动员企业里各种人力资本,即发展/激励性契

约0( incent ive contracts) ,成为有效利用企业财务资本的前提, 也因此日益成为当代保持企业

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中心问题。现在才看得清楚, 不是/消极货币0即纯粹的企业财务资本的存

在,才使个人、经理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碗饭吃0,而是/积极货币0的握有者 ) ) ) 企

业的人力资本 ) ) ) 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这个局面底下,企业的人力

资本市值上升, 非人力资本的市值下降, 何怪之有? º 问题是, 企业里人力资本市值的相对上

升,可不是通过/剥夺0企业财务资本的产权而实现的;而财务资本的相对市值下降, 也不是什

么/所有权弱化0的结果。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市价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

的市场竞争来决定的。没有发达的劳务市场、经理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财务资本市场, 没有这

一系列市场的通畅和联成一体,哪里可以/创新0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来? 市场的企业合约只

有在市场(即产权交易)中才能找到其经济有效性的边界,这在现代和/古代0并没有什么两样。

现代企业,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过是一组更为复杂的/市场的企业契约0罢了。其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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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崔之元( 1996)最近援引美国自 1980年代以来共有 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的事实, 说明美国的公司法已经发生了

/与- 私有化. 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0据崔之元介绍,这一波美国公司法的改变,要求经理们要为公司的/ 相关利益者0服务,

而不仅为股东服务。不过这里/ 相关利益者( stakeholders) 0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似乎既包括/ 股东0 , 也包括/ 劳动者、债权人

和企业所在地的社区共同体。0从这个变化的背景来看,高级经理、工人和企业所在地社区,反对只给股东带来好处的/ 恶意

收购0行动,是提出这些法例的主要起因。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美国公司法的上述变化,看成是美国企业里人力资本

的产权地位上升的一种表达呢? 崔之元引用的资料似乎正好支持了本文的论点。例如,依斯特布鲁克法官在 1989年关于

威斯康星州新公司法的判决中,所以支持/ 利益相关者0的原理,是因为认定/ 恶意收购0虽然有利于股东,但剥夺了债权人、

经理和工人的人力资本 (见崔文,第 38 页)。这位法官讲到的人力资本, 难道不就是早在企业合约里到位的一部分所有权

吗? 如果人力资本象本文达到的理解一样, 即使在一切物质资本都归了公的条件下还只能是属于个人私产的一种特别资

本,我们怎么能够从美国 29个州的公司法的上述变化里,看到/ 超越私有制的逻辑0 ?

见张军, 1994:第 8章。



业合约的特性更加显著了,因为具有独特产权形式的人力资本, 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的

组织中,占据着在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重要地位。

结  论

本文达到的理解,是把市场里的企业看成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企

业契约的特别之处, 在于不能事前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总要有一部

分留在契约执行中再规定。这个特性, 是因为企业合约包括了人力资本(工人的、经理的和企

业家的)的参与。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 非/激励0难以调度。正是人力资

本的产权特点, 使市场的企业合约不可能在事先规定一切, 而必须保留一些事前说不清楚的内

容而由激励机制来调节。/激励性契约0 ) ) ) 企业制度的关键 ) ) ) 不但要考虑各要素的市场定

价机制,而且要考虑各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中的互相作用, 以及企业组织与不确定的市场需求

的关联。/激励0得当,企业契约才能节约一般(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并使这种节约多于企业

本身的组织成本,即达到企业的/组织盈利0。

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加上产权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 可以提供一种对市场里企业组织的

新理解。但是, 要把这个新理解直接用于分析非市场条件下的/ 企业组织0, 却是困难的。比

如, /转型中的社会主义企业0是在对市场交易加以限制、甚至取消的条件下形成的。当这种并

不包含/节约市场交易费用0形成机制的/企业0,在改革中被推向/市场0后,其困难自成一家,

需要另作专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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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天津人民出版社今年 9月隆重
推出5薛暮桥回忆录6

  本书记录了薛暮桥同志 90年走过的路程: 1927

年参加工人运动;三年监狱大学;随陈翰笙从事中国

农村经济研究;参加新四军;在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实

践;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计委、统计局、全国物

价委员会等经济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

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政策探讨以及对决

策的重要影响。

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 通过薛暮桥的经历再

现了中华民族一代精英在经济实践、经济理论研究上

走过的曲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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