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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的总体观点，参见科斯（&EE&）、弗鲁伯藤和里查特（F4*4G2)0 605 H/=I)(*J &EE&）、霍姆斯

特罗姆和梯勒尔 （K2.D@)*2D 605 L/*2.(J &EME）、兰格罗易斯 （?60;.2/@J &EE$G），以及 《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EEN 年 N 月，

&EE$ 年 N 月，&EEO 年 N 月）。对于有关经验研究的综述，参见希兰斯基和克莱因（<I(.60@>/ 605 -.(/0J &EEO）。

经济学家们对教科书中的企业模型越来越感到失望。在中级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

生产函数，像一个神秘的“黑箱”，黑箱里的情况被正统经济理论排斥在外（而被认为是管理学、

组织理论、产业心理学等次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

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

向另一类文献，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这些新文献

是所谓的 “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其中的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

及其他组织的理解。

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和

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特别地，我认为米塞斯（P/@(@）的经济计算（(=202D/= =6.=4.6)/20）的概念

——— 企业家根据消费者需要去调整生产结构的手段——— 应置于关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

主义研究的中心（Q2*(Q*20)）。关于经济计划，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2=/6./@) =6.=4.6)/20 5(G6)(）的

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主义观点。

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

见解，但他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事实上，罗斯巴德（H2)IG6*5）在《人、经济与国

家》（&E%#）一书中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 &EN! 年提出的分析框架，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阐明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特殊贡献，这些贡献在奥地利主义文献的内部

和外部都被大大忽视了。米塞斯的经济计算的概念应该被置于组织性质及设计的奥地利主义研究的中

心。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以及对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困难有着独到见解，但他

们一直是含蓄地去理解组织经济学。罗斯巴德对企业规模的分析首次明确采纳了罗纳德·科斯 &EN! 年

提出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

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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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框架是大多数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基础。米塞斯在《人类行动》（"#$#）一书中针对金融市

场作用的讨论，预见了亨利·曼恩 （%&’() *+’’&）"#,- 年关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开创性论文，

以及学术界最近对金融学作为经济学基本组成部分的承认。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不仅预见了现代文献的部分内容，而且还有重大创新，尽管这还没有被

普遍认识到。他们的贡献虽然不属于完全清晰的企业理论，但仍然值得注意和发展，对研究这

些问题的奥地利主义学者来说更是如此!。这些贡献包括：罗斯巴德用计算问题去分析企业的

限度；米塞斯讨论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如何限制经理自由决断 （.+’+/&(0+1 2034(&506’），以

及如何完成最终的资源配置任务。

一、教科书中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企业之类的事物。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或生产可能性

集，即一种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手段。给定可得的技术、投入品价格向量和需求表，企业的生产

计划必须在技术上可行的约束下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关于企业的所有问题。企业被模

型化为一个行为人，面临一系列相当简单的决策：产出多少，每种要素的数量多少，等等。当然，

这些“决策”其实根本不是决策；它们是琐碎的数学计算，隐含于基本的事实资料中。从长远角

度来看，企业还可以选择最优规模和产出组合，但这也由生产函数的特性所决定（规模经济、范

围经济、关联经济）。简而言之：企业是一组成本曲线，“企业理论”是一个计算问题。

这些模型当然不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中的工商企业，要理解作为法律实体的企业的规模和

范围，我们就必须把视野拓宽到教科书以外。

二、科斯与交易成本

罗纳德·科斯在其 "#7! 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解释了组织的边界不仅依赖

于生产技术，而且依赖于交易活动的成本。科斯主义框架在威廉姆森（80110+.36’9 "#!-；"#:-；

"##,）、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奇安（;1&0’9 <(+=>6(2 +’2 ?14@0+’9 "#!:），以及格罗斯曼和哈特

（A(633.+’ +’2 %+(59 "#:,）那里得到了发展，其认为在企业内组织交易或在公开市场上组织交

易的决策依赖于内部交易与外部交易的相对成本。市场机制必然产生某些成本：发现相关价

格、协商和执行合约，等等。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可以自己协调这些活动，减少了这些 “交易成

本”。但是内部组织带来了另一类交易成本，或者叫做信息流动、激励、监督和绩效评价的问

题。于是，企业的边界决定于外部交换与内部交换的相对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权衡。在这种意

义上，企业边界不仅依赖于技术，而且依赖于组织因素，即依赖于签约的成本和收益。

马克·瑞欧 （*+(B C6&9 "##$9 DE F00）出色地概括了最近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问题的思想转

变：以前，经济理论把企业看作机器、技术、存货、工人和资本的集合。把这些投入倒进一个黑箱

子，再搅拌一下，人们便可以得到产品和利润产出。现在，对企业的理论解释越来越多了，并且

大都把企业看作一种管理结构。如果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协调企业的活动，企业便会成功；如果

经营者不能有效地在人和投入品与当前技术和市场之间进行协调和匹配，企业便会失败。处于

企业最顶层的是企业的股东、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些关系失调了，企业

!我记得最近的研究者有鲍焦克斯和霍尔康伯 （G6H2(&+HI +’2 %6146.J&9 "#:#）、弗斯 （"##7+9 "##7J9 "##74）、兰格罗

易斯（"#::9 "##K+9 "##KJ）及敏科勒（*0’B1&(9 "##7+9 "##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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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可能跨掉!。

在这种新的导向下，经济理论在财务、会计、管理及其他领域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领

域以前被置于经济学视野之外。

三、经济计算与企业规模的限度

不幸的是，关于企业理论的经济文献尽管日益增加，但大多集中于市场交换的成本，而很

少注意内部交换的成本。然而，这种新研究必须对企业规模限度提供一个圆满的解释

（’())(*+,-./ &012/ 34*56 %）。用科斯的话说，“为什么企业家不多组织一项交易或少组织一项

交易？”或者，更一般地，“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生产都在一个大企业里进行？”（7-*,8/ &09!，

556 $"$9）。企业限度的理论也许是新的组织经济学中最困难和最欠发展的部分。通过应用米塞

斯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定理，奥地利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明显的贡

献。罗斯巴德已经阐明，根据实际价格进行经济计算的需要，不仅解释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

计划的失灵，而且给出了企业规模的上限。

（一）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一个短评

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论点不是专门（甚至不是

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前价格中

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

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

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

任何环境下——— 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 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

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

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

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根据标准的解释"，在 &0"# 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大都注意马克思提出的避免“乌托邦”

式推测的警告，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

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被翻译为 《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

（&0"#）#。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决策者

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指出，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

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 “归因于 （(+5:;8）”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后来的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

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对米塞斯观点作出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 （<=8> ?*@)-=/ &0"0）、A6 B6 狄根森 （A6

!奥地利主义学者还要加上一点，资本、土地和劳动——— 包括“管理劳动”——— 不是仅有的投入品或生产要素。企业家才

能或风险承担能力，以及罗斯巴德（&0%"/ 556 291—$&）所说的所有权或“决策要素”，也是生产要素。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后

文介绍的米塞斯（&0$0/ 556 "0&—2"/ *.> 556 %%—%1）的观点。

"关于计算辩论的“标准解释”，见熊彼特（C34:+58;8=/ &0$"/ 556 &!"—1%）和博格森（D8=E,-./ &0$1）。我对“修正主义观

点”的讨论参照了霍夫（A-FF/ &0$0）、萨勒诺（C*)8=.-/ &00#）和罗斯巴德（&00&）。

#提出类似于米塞斯观点的其他著述包括 G6 H6 皮尔逊（G6 H6 I(8=,-.）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价值问题》（&0#"）和马克思

·韦伯（J*K ’8L8=）的《经济与社会》（&0"&）一书中的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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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兰格在几年后声称，甚至市场社会主义也会随着高速计算机的出现而过时，这种计算机能够为中央计划者迅

速地求解巨大的联立方程组系统。“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我的任务将更加简单。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

将是：有什么麻烦呢？让我们把联立方程组输入电子计算机，不用一秒钟便可以得到解。市场过程笨重迟钝（!"!#$$%&%$!’），

显得太老套了。事实上，市场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设备”（&’()*+ #$%,+ --. /0#—1）。显然，兰格并不是很了解

计算机。在 #$,0 年代任职波兰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兰格从来就没有把市场社会主义付诸实践（见 &’()*+ #$,2）。

"米塞斯在 #$10 年的论文中用了一个部分去论述 “公社事物中的责任和激励”，但他明确表示这对社会主义计划者来

说是一个次要问题，而不是主要问题。

3. 34564(78(+ #$""）、阿巴·雷勒（9::’ &*;(*;+ #$"/）和奥斯卡·兰格（<76’; &’()*+ #$"%—"!）

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

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该系统是

这样运行的：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以

该价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

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

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

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

克（=’>*6）和里昂·罗宾斯（&48(*? @8::4(7）所提出的“可行性（-;’5A45’?4A>）”观点。在哈耶克和

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

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

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 B 雷勒 B 泰勒方法

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 “正统脉络 （8;AC8D8E
?4(*）”。阿博拉姆·博格森（9:;’F G*;)78(）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2）和约瑟夫·熊

彼特（H87*-C I5CJF-*A*;）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 --. #!1—2%）对此作了完整的

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哈耶克

和罗斯巴德 “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

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

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

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

（二）计算与激励

随着激励和信息理论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正统脉络近几年来有所修正。现代激励

和信息理论的典型观点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两种系统中不同的激励特

征。中央指挥型系统被认为比市场系统具有更高的代理成本——— 经理自由决断、偷懒等（比如，

K4(4*564+ #$$0）。其实，兰格自己就警告过，“社会主义真正的危险是经济生活官僚化”（&’()*+
#$"%—"!+ -. #0$）。

然而，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并不在于众所周知的激励问题"。姑且假定，在中央指挥

下和在市场系统中，每个人都同样地努力工作。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中央计划委员会

将发布什么样的确切指令。委员会必须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和服务，每种产品和服务生产多

少，生产每种最终产品需要什么中间品投入，等等。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中，生产是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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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配置依赖于资本品货币价格的存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价格形成于企业家对生

产要素的动态竞价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用投入—产出分析、计算机模拟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人工

市场来加以复制。米塞斯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决策者必须知道所有这些

要素的有意义的价格，以便在许多可能的要素组合中作出选择。“如果不使用每时每刻在市场

上被决定的货币价格结构，以对生产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计算和比较，那么人脑只能考察、评价

和指挥像原始家庭经济那样小范围的生产过程”（’()*+,-. &//$. 01 2#）。

计算与激励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组织设计的现代经济学文献——— 从企业规模

的交易成本解释，到官僚科层的公共选择理论，再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 “软约束”（3-+,(4.
&/5%）的最近研究——— 主要集中于激励问题 （可能受到兰格关于官僚科层的著名警告的启

发）。激励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关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

然而，米塞斯的问题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诉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

动？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投资？哪条产品线应该扩张，哪条产品线应该收缩？计算辩论中产生的

思想意味着，当组织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动都在内部进行时——— 以至于没有外部市场作为参照

——— 将同时面临计算问题和激励问题。

有人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会像与企业

利益唇齿相关的私人企业经理一样地“玩市场游戏（0)(6 7(+8*9）”。这可能是米塞斯的观点。但

米塞斯主要关心的却是，企业家没有获准 “从事投机和投资”（:4;*;. &/"/. 01 !$2）。他坚持认

为，这不是下属经理 （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对他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的，而是投机者和

投资者（委托人）的激励问题，他们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兰格、雷勒和泰勒以严格静态的

新古典视角来看待市场，这时所有的系统参数都被给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实市场

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 利用经济计算——— 使产业

增长和萎缩，导致新的、不同的生产方法被尝试，另一些生产方法被放弃，不停地改变可获产品

的范围。在私人财产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损失掉的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而不是代

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

事实上，像前苏联经济那样的传统的指令型经济，看来只能模仿市场经济从前已经完成了

的那些任务；而不能确定和执行最初的任务。

当中央的优先任务涉及快速赶超时，（苏联）系统特别有效，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参照

工作模型（<-+84,= 7->*)）去解决知道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做、是否被正确地做了等问题，

可以利用杰钦科隆（?*+;@A*,8+-,）所说的⋯⋯“劣势（B(@8<(+>,*;;）的优势”⋯⋯伴随这些优势

的是系统内在的本质缺陷。当系统追求几个优先目标而不顾次要领域里的牺牲和损失时，最终

负责的那些人不能知道这种成功是否值得。中央当局缺乏信息和实物能力去监督所有的重要

成本——— 特别是机会成本——— 然而，给定该系统的逻辑，只有他们才真正有兴趣去了解这些成

本。（C+4@;-,. &//&. 01 #&）

不通过经济计算，便无法确定任务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没有实物和金融资本市

场——— 其决定将要完成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 经济系统便难以产生新事物，

从而必须依赖于外部参照去确定做什么。当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可以参照世界市场价格去确定

他们内部买卖商品的隐含价格（D-9AB(+>. &//&. 001 !E—!"）。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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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系统。它们运行于价格体系仍然有效运转的环境中。它们能够基于国

外价格进行经济计算。若没有这些价格的辅助，它们的行动将变得盲目和无计划。如果它们能

够计算、记帐以及准备它们常谈到的计划，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参照这些国外价格。（#$%&%’
()*)’ ++, -).—))）

如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企业的情况类似：需要外部市场价格去计划和评价它的行动。

（三）罗斯巴德与组织的限度

罗斯巴德对企业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分

析扩展到垂直一体化和组织规模的研究中。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达到某一点

时，企业规模决定于成本，如教科书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是，针对每

一种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这样企业才有可能计算其利润和损失”（/0123456’ ()-7’ +, "8-）。这

一观点的关键在于“隐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的市场价值——— 即罗斯巴德所说

的“隐含收入的估计”——— 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场时才能被确定（++, "*7—**）。例如，如

果企业家自己管理他的业务，那么企业的成本中就必须包括他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

家不能度量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将更加不精确。

在具有多阶段生产的企业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型的一体化企业被典型地组织成一

些半自主业务单位或 “利润中心”的集群，每一单位或部门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的最终产品或

中间产品。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利用各业务单位的隐含收入（在部门利润和损失的财务报表中反

映出来），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实物和金融资产。盈利多的部门被扩张，盈利少的部门被收缩。

像中央计划经济一样，企业需要市场信号来指导其行动；没有这些市场信号，企业便不能

生存。注意，一般来说，罗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业的最高边界，而不是扩大企业活动的附加成本

（当存在外部市场参照时）。然而，一旦企业的扩张取代了至少一个外部市场（指某一个中间品

外部市场——— 译者），经济计算问题便会出现。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市场消失时，这种计算困难变

得愈加严重，因为随着不可计算性的领域增加，非理性、不当配置、损失、贫困等问题将变得越

来越严重”（+, "*.）。换句话说，企业受到内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场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没有这

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企业就必须依靠相对成本较高且没有效率的方法去确定自己的会计价格，

以完成内部计算!。

重要的是，在 《人、经济与国家》中，罗斯巴德正是在上述观点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计算辩

论的讨论，明确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通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计算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

本身，而是因为一个代理人拥有和指挥着所有资源。在 ()!- 年的论文《路德韦格·冯·米塞斯

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中，罗斯巴德对此作了扩展，他解释道：

有一个至关重要却被忽视了的领域，在那一领域里，米塞斯关于经济计算的分析需要被扩

展。因为在深远意义上，这一理论根本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相反，它适用于任何这样的情形：

一个集团对生产工具的控制已遍及一个巨大的领域——— 或者，在严格意义上，遍及整个世界。

针对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义问题来说，这种统一控制是来自社会主义的专制剥夺，还是来自自由

市场的自愿过程，都无关紧要。米塞斯理论集中考虑的并不是政府相比于逐利的市场过程而存

!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外部价格对大企业的有效运转是必要的，所以在外部市场“浓厚的（12$9:）”或发展更好的行业里，

企业必然更大。相反，大企业往往出现在市场发展不好或受到政府干预的行业里；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家在内部协调活

动。然而，这些企业仍然受到需要某种（!"#$）外部市场参照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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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的非效率，而是资本品市场已经消失的事实。这意味着，正如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不能进

行经济计算一样，没有一个大企业能够拥有和控制整个经济。米塞斯的分析适用于任何这样的

情形：资本品市场在一个复杂的产业经济中已经消失，无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因为大型

兼并而成为单个大企业 （’() *+, -+./）或单个大卡特尔 （’() *+, 01.2)3）。（452671.89 &:!"9
;< !=）

米塞斯的分析因此适用于特定资本品市场缺失的任何情形，因为这时企业已变得非常大，

以至于成了该资本品的唯一生产者和使用者。如前所述，这种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令人吃惊的是，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扩展在奥地利主义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尽管

这种观点在《人、经济与国家》（;< =>"9 ;< =%>9 ;< =%!—%? 和 ;< =?=）中出现了四次，并且在 &:!"
年的论文中又出现了!。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精炼，这将是一项有益的研究，因为关于

企业规模的现代文献对组织的限度缺乏一个充分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分析还意味着商业战略

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况相同时，在长期来看，能够利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的

企业，将比利用行政的或内部协商的转移价格的企业，表现得更好"。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很

少，尽管可能出现一个“奥地利主义战略学派”（@1A57B5(9 &::#）。然而，已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相

关问题是，很难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一般管理费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种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见

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无法计算某一特定部门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机会成本（见罗杰

森 C45,).B5(D&::# 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此，一般管理费用高的企业相对于能够在各业务

单位间更精确地分配成本的企业，具有劣势。事实上，在成本会计文献中，已有人开始讨论“市

场模拟会计”（E21F7FB，&:?"），认为企业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信息，通过市场模

拟会计去确定某一价格，使其等同于资产在活跃的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企业规模限度问题上的

罗斯巴德主义观点意味着，市场模拟方法将会成为一种有用的会计技巧。

罗斯巴德在 &:!" 年的论文中讨论企业规模限度时，采纳了明显的科斯主义框架。罗斯巴

德说他自己的分析方法

可以扩展科斯教授对企业规模的市场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说，对企业使用内部计划

与使用交换和价格机制的相对程度的著名分析）。科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具有递减的收益和

递增的成本，用他的话说，这导致了自由市场系统中的一个“最优的计划数量”。我们要补充的

是，只要资本品市场开始消失，内部公司计划的成本就立即变得极高（;.56+7+2+G)），所以自由市

场最优永远不会是一个大企业取代全世界的市场，也不会是任何特定市场的消失从而那种产

品或资源的经济计算的消失。（452671.89 &:!"9 ;< !"）

这值得注意，因为甚至到了 &:!# 年，科斯仍然在说他 &:>! 年的论文 “引而不用”（051B)9
&:!#< ;<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 &:!# 年才发表，威廉

! H1G5+) 在他的《竞争与中央计划》（&:?=9 ;< "#(）一书中简要解释了罗斯巴德的分析。在评论罗斯巴德 &:!" 年的论文

时，弗莱兹·马克卢普 （-.+2I J1A63F;）说自己被中央计划者的问题与企业的问题之间的类比 “深深吸引”，并称之为 “一个在

我的几部著作中都努力推销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总是不太成功”（J1A63F;9 &:!"9 ;< &&%）。在论述 “人工”转移价格问题

时，他引用了一本早期的书（J1A63F;9 &:>%9 )B;< ;;< #$:—&%）和一篇后来的论文（J1A63F;，&:!%9 )B;< ;;< %#—%= 1(8 =#—

=%），都是德文版。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79 ;< ">）一书中讨论垂直一体化时也预见了这种观点。

"这一思路对于研究创新具有有趣的含义。由于创新型企业更有可能使用独一无二的中间产品，所以创新在带来收益

的同时也会导致更严重的内部扭曲的成本。因而经济计算是创新型企业必须克服的另一道障碍。

#米塞斯 （&:%%9 ;< >#）认识到了分配一般管理费用的问题，认为这可能与部门会计成本可以反映 “真实”成本的观点不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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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基于克莱因（"#$%&’ ())*’ ++, -)!—).）。

"还存在其他机制可以限制经理的自由决断活动，如经理市场本身；关于这一点，参见法玛 （/010’ ().2）。威廉姆森

（()!3）认为，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外部控制设施，倾向于比“4 型”结构等内部设施的效率更低。法玛的、曼恩的以及其他几篇

重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都被收进普特曼（5677$810&’ ().9）编的论文集中。

#罗斯巴德 （()9:’ +, 3-.）作了类似的描述：“受雇经理可以成功地指挥生产或选择生产过程。但生产的最终责任和控

制必然取决于所有者，取决于其财产要等到产品出售之后才能实现的商人。正是所有者决定投入多少资本和投资于什么样

的具体生产过程。特别地，正是所有者才必须选择经理。因此，最终决定财产如何使用以及由谁来使用的人，也正是所有者，

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姆森的《市场与科层》一书在 ()!3 年才出版。因此，罗斯巴德也是扩展科斯主义观点的最早的

作者之一。

四、经理自由决断与金融市场!

如上所述，当前对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经理能够采

取自由决断的行为？可以设计什么规则或机制去结合经理与所有者的利益？若没有有效的规

则，经理将采取什么行动？早期的应用是所谓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伯利和米

恩斯 （;$8#$ 0&< 4$0&=’ ()-:）争辩道，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这样的所有者经营，而是由拿薪水

的经理经营，经理的利益包括执行官额外津贴、声望之类的报酬，这与股东的利益不同。如果公

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单个股东便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耗费成本地）监督经营决策，因此自

由决断得以盛行，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损失。

亨利·曼恩在 《吞并与公司控制权市场》一文中的回答是，只要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

权市场，经理的自由决断就会受到限制。当经理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时，企业的股价将下降，导

致接管及随后对在职经理的替换。因此，尽管经理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拥有巨大的自主权，但股

票市场对他们的行为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在米塞斯的 《人类行动》（()*)）中区分所谓 “利润管理”与 “官僚管理”的那一节 （4%=$=’
()*)’ ++, -2.—((），也可见到曼恩论文的主要见解。米塞斯的确承认，公司的工薪经理在企业

日常工作中有非常大的自主权。但是对企业的资源配置作出最终决策的还是股东，因为他们可

以买卖股票：

（伯利和米恩斯）教义完全忽视了资本和货币市场，即股票和债券交易（其最贴切的称呼就

是 “市场”），在引导公司业务时的作用⋯⋯资本家可以利用普通股、优先股以及公司债券的价

格变化，最终控制资本的流动。资本和货币市场上的投机以及针对大额商品交换的投机所决定

的价格结构，不仅决定了每种公司业务的经营能够得到多少资本；而且创造了某种关系状态，

经理必须根据这种关系来仔细调整其经营行为。（+, -2-）

米塞斯并没有明确地把接管机制本身当作资本家实施控制的手段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清晰

的：市场系统真正的基础不在于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或经理市场，而在于资本市场，企业家判断

和决策只有在资本市场上才能得以实现#。

如上所述，米塞斯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分析，也是他在 《人类行动》中最后反驳兰格、雷勒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对其计算观点的批评的关键之处（4%=$=’ ()*)’ ++, 9)*—!((）。他争辩道，市

场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市场系统所执行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消费品定价，而在于资本在各行各

业的配置。社会主义者的分析焦点在于给定资本结构中的生产和定价决策，从而忽视了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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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主义》的第一章“关于利润管理和企业家利润的来源”中，米塞斯非常清楚地阐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

算，以及这种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不可能性。“生产要素通过其价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家发出警告：别碰我，

我要去满足另一个更紧迫的需要。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哑巴了”（()*+*, ’-%%, ./ #-）。米塞斯还对自制—或—

购买决策作出了与科斯非常类似的讨论，尽管他没有引用科斯的论文（./ 00）。

场的关键作用。罗斯巴德（’--0）年认为，可以对教科书进行同样的批评，在企业的生产函数模

型中，资本是给定的。“新古典微观理论谈论‘经理’把生产推至 (1 2 (3 的那一点，而从来不

谈是谁或什么把资本配置给他们（指经理——— 译者）。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隐含地假定，一个

固定的资本量配置给了经理⋯⋯经理只是用这些资本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其他地方。因

此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每个企业的经理将努力攫取最后一份利润，把生产推至 (1 2 (3 的那

一点。”幸运的是，关于合约关系的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的新文献，已经开始把资本带回到公认

的微观理论中。

最后，针对伯利 4 米恩斯教义，米塞斯在 《人类行动》中解释道，“全能的 （567).58+78）经理

阶层的出现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现象，”而是政府政策的结果（()*+*, ’-%-, ./ 0$!）。在该书中，

米塞斯扩展了他早期在《官僚主义》（’-%%）一书中的分析，在早期的那本书中，他批评了企业增

大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观点。米塞斯把官僚主义想象为与逐利（.95:)8 4 *++;)7<）相对的规则遵

循（9=>+ 4 :5>>5?)7<）行为。他用“官僚主义管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没有市场现金价值的活动的

治理（<5@+97）。只要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被买卖，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就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中的信

息，评价企业内各分部和部门的效率。于是，企业就可以让下属经理对日常经营决策拥有广泛

的自由决断权!。如果组织生产一种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 比如，政府机构的产出—

—— 那么下属经理必须得到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指示。

米塞斯争辩道，私人企业中的经理可以自由地作出日常决策，并不会使企业变得 “官僚主

义”。“如果其管理层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任何一个逐利的企业，无论它有多大，都不会倾向

于变成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僵化的趋势并不是商业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是政府介入商业的结

果”（()*+*, ’-%%, ./ ’#）。在这里，米塞斯的意思是，政府干预妨碍了企业家的经济计算以及企

业家利用价格去约束经理的企图。米塞斯给出了三个例子（../ &%—!0）：税收和价格管制，它们

影响了公司利润（扭曲了一个重要的经营业绩信号）；法律，它们影响了雇佣和提升（比如，需要

雇佣公关、法律和会计人员去应付政府报告要求）；以及专断的反托拉斯或管制活动的普遍威

胁，它们导致企业家必须变得精于“外交和行贿”（./ !#）。

五、结 论

本文目的在于，凸显奥地利主义对企业理论的一些贡献，并提出其未来研究方向。特别

地，罗斯巴德所提出的对中间产品市场的需要，以及这种需要如何限制组织规模和范围的观

点，值得进一步发展。这也许会比其他奥地利主义传统中的研究更富有成效。

（责任编辑：周红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