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经 济 法 的 社 会 性

谢增毅

内容提要 　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 ,并以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性体现在其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上。经济法的社会性是

通过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以及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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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及价值

何谓“经济法的社会性”,学者们并没有给出

具体的答案。笔者认为 ,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

特征 ,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依笔者理解 ,经济法

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 :经济法调整具有

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 ,并以维护社会公共

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 ,指的是一种普

遍性而非特殊性 ,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 ,一种大

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

性和干预性相联系。①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 ,既是

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 ,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

完善的结果。民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为己任 ,注重保护私人的利益 ,具有私

人性 ;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

为己任 ,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 ,具有营利性。显然

民法和商法囿于自身的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

益目标 ,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新的法域来满足相应的法律

调整需求。“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

关系 ,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互相平等为前提的

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 ,即在任何经济关

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 :公众。”②亚当·斯密

曾断言 ,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成功地引导着自私追

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③但“斯

密对此完全没有证明 ,自 1776 年以来 ,也没有任

何一位经济学家给予证明。”④事实上 ,实践却证

明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大多并不能自发地促进

社会公共利益 ;相反 ,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 ,诸

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

品、串通定价等等。“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宏

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

法还是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 ,都只能调整私

人之间的关系 ,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 ,

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 ,对经济生活加以

干预 ,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 ,致力于社会

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

的法域 ,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

根源。金泽良雄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协调

性要求认为 ,为了填补市民法所遗留下来的这方

面的法律空白状态 ,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协

调性的要求 ,并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通过‘国家

的手’,实际地去弥补空白状态。”⑤“经济法也就

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以‘国家的手’(代替‘无

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 ,即社会协调性要

求而制定之法。”⑥这些论述 ,精辟地指明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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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根源 ,并着力强调了经济法

的社会协调性。换言之 ,即使是“国家之手”的运

用 ,其着眼点仍是经济的社会协调性 ,而不是片面

强调国家的意志或者利益 ,当然更非民法或者商

法所竭力维护的个人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性或者

社会法的性质凸显。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 ,认识

“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并不亚于认识“宪法是

根本法”的意义。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的

所谓“经济法”在观念上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法 ,而

是公法性质十分浓厚的经济行政法或国家经济管

理法 ,由此带来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把计划

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使经济法应有的社会利

益本位异化成为“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

中国应当充分意识到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 ,这对

于转变经济法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⑦在此 ,笔者

无意争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异同 ,以及计划法作

为经济法的“龙头”是否合理。从作者强调经济法

是社会利益本位的法而不是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

位的法的角度来看 ,作者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

政府是仅仅把经济法作为其强化对经济的管理 ,

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 ,使其在“依法”的幌子下 ,

“合法”地对企业施加非理性的干预和控制 ,满足

自己的权力偏好 ;还是真正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客观要求出发 ,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又不

至于过分限制私人自由及窒息私人活力着眼来设

计经济法 ,显然是立法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

题 ,这也是经济法正当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只有

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 ,才能允许

对个人施以强制。此乃自由传统的一项基本原

则。”⑧经济法也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现实中 ,

经济法的立法确实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倾向 ,在强

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

法律措施 ,在设定市场主体义务的同时 ,忽视对其

权利的保护。因此 ,尽管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

府干预经济之法”⑨ ,“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权

力特别是政府权力来统制经济生活 ,具有权力干

预权利的公法特征”⑩ ,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性而不

是国家性 ,强调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管理法而不是

国家经济管理法仍然意义重大 ,这将决定经济法

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 ,并决定其命运和实施效

果。

经济法社会性的体现

首先 ,从调整对象看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

社会性。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存

在不同的学说 ,如国家协调说、国家调节说、需要

国家干预说、管理协作说和社会公共性说等。但

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 ,还是宏观调控关系 ,都具有

社会性。前者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

系 ,而主要着眼于构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

境 ,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 ,以法律的手段为市

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 ,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

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 ;后者则侧重于规范国家

的宏观调控关系 ,目的在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

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

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 ,保证国家宏观

经济政策的实现。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

控 ,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 ,它必须借助于

政府的力量 ;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

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以社会公共利益

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

行政权的作用 ,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

是一般的行政管理 ,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

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

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 ,

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 ;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

中 ,管理性是外观表现 ,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其次 ,从调整机制上看 ,经济法采用社会整体

调节机制 ,体现社会性。经济法既不表现为对某

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 ,也不表现为对某个

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 ,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

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 ,着眼于社会整体

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λϖ 经济法注重通过

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以体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

预并保证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的实施除了依靠

当事人自觉守法外 ,政府的监督和强制是经常的 ,

即通过行政权力监督市场主体遵守经济法的义

务 ,同时 ,在当事人出现违法行为时要求其纠正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包括行政责任) 。这在我国

的经济法中表现尤为突出。经济法中也不排除民

事责任 ,而这种民事责任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

以补偿性为基本特征的损害赔偿。“经济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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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性”赔偿冲破了私法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 ,

强调惩罚、教育、安抚等社会功能 ,显示了强烈的

社会性色彩。在经济法的实施中 ,越来越多的学

者主张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认为经济

法作为调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经济关系的实体

法 ,需要有与自己精神完全一致的审判程序。�λω笔

者对此表示赞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国家机

关作为代表 ,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违法行为侵害时 ,向法院提出诉讼 ,使国家或者受

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 ,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

无疑 ,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 ,与

民商法主要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设立民商事法

律行为 ,依靠当事人发动争议、法院“不告不理”的

纠纷解决方式等调整机制相比 ,更为丰富和灵活 ,

也是其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重要表现。

最后 ,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看 ,经济法的法益

结构也凸现了其社会性。经济法承认社会公共利

益的独立性并将其作为自身保护的首要利益 ,具

有进步性。“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

领域 ,一方面 ,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 ,

另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 ,生活的再生产

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成为

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λξ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

作为自己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利益 ,适应了通过保

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自然人、法

人利益的需要。经济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的

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

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法对权利义

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平衡 ,

而是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

“无疑 ,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可以建立一种

秩序 ,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

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 ,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

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λψ如果说 ,民法中的“帝王

条款”或者“帝王原则”是诚实信用 ,则经济法的

“帝王原则”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经济法社会性的制度保障

(一)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 ,

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 ,保证市场机制

作用的发挥。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价值规律和竞争

规律。前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 ,价格围

绕价值波动 ,从而实现交易的公正。价值规律主

要涉及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 ;后者表现为卖方

之间的充分竞争 ,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 ,

“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 ,

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 ,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λζ只

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价值和价格的基本一致 ,

竞争规律主要涉及卖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规

律和竞争规律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 ,法律

也致力于保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不受抑制或者

破坏。对于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之前提的竞争规律

而言 ,法律的作用在于提供自由、公平的竞争规

则 ,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作为价值规律自身 ,其

涉及交易主体 (经营者和消费者) 、交易客体 (产品

或者服务) 、交易媒介 (价格) 等诸多交易要素 ,法

律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制交易主体的行为 ,规范交

易要素 ,使交易符合价值规律本身的要求 ,从而实

现交易公正的法律目标。因此 ,法律的作用表现

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规制或者保护 ,并通过对

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实现对作为交易要素的产品
(或者服务) 以及价格的规制。具体而言 ,为了确

认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证公正的交易 ,保证

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经济法必须确立以下的制

度或者规则 :

通过对限制竞争 (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在市

场结构上的垄断状态) 的禁止、限制或认可 ,为所

有的商事主体自由地进入市场并公平开展竞争创

造一般性条件 ,进而保护和促进竞争。

通过划清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的界限 ,揭

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制止不正当竞争

行为 ,维护竞争秩序 ,保护消费者和商事主体的合

法权益。

规定产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国家对产

品的监督权力 ,以及经营者产品质量的义务和责

任 ,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并保证交易客体的真实

性和适用性。

规定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 ,以及政府对

价格总水平调控的具体措施 ,保证经营者之间的

公平竞争和交易的公正并且规范政府对价格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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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调控行为。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重要的构成

部分 ,市场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

的。价格法的作用即在于保障价格机制的实现。

规定消费者的权利 ,并规定相应的措施确保

消费者权益的实现。无论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

竞争法还是产品质量法、价格法 ,都主要规范经营

者的行为 ,为经营者设定义务 ,其对消费者利益的

保护是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从消费者的

角度 ,具体明确消费者的权利 ,这对于消费者知晓

并主张自己的权利 ,保障交易对方即经营者知晓

并且不侵犯消费者的权利 ,无疑是有益的。将消

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用经济

法的理念来构造其内容和体系更能适应保护消费

者利益的需要 ,例如 ,日本的消费者政策法�λ{以及

英国保护消费者的法规�λ|都被视为经济法的组成

部分。
(二)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 ,构造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国家宏观调控和

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过程。”�λ}宏观调控法或宏

观经济管理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确宏观经济管理

或者宏观调控的主体以及具体政府部门的分工 ,

明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和工具 ,以及

企业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义务和权利 ,以实现宏

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具体言之 ,宏观经济管理规

则应包括以下主要制度 :

通过确认预算和税收的法律规则 ,建立良好

的总收入和总分配的秩序 ,为实现总收入和总分

配的平衡、调控国民经济创造良好的法律条件。

确认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规定货币政策制

定和实施的规则 ,以及金融当局对金融业的监管

职责 ,为实现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及金

融业的稳健运行创造法律条件。

通过确认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则和振兴特殊产

业的特别规则 ,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秩序 ,为产

业结构的优化创造法律条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

则 ,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 ,例如产业政策

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产业政策的类型、产业政

策的实施及其监督、产业政策的调整程序以及具

体的产业促进或者产业振兴的规则。

确认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规则 ,建立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 ,

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都是资源配置、经济调

节的手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就成为现代市场

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共性。�λ∼计划的法律保障主

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计划的制定程序、计划的主要

内容、计划的效力、计划的实施、计划实施的监督、

计划的调整和变更程序与违反计划的法律责任 ,

以保证计划制定的科学、民主 ,并保证计划的有效

实施 ,使政府的计划行为受到法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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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on will become the central resource for the enterprises to accumulate resources , increase the core compe2
tition power and run for the st rong point of the market during future brand product competition and devel2
opment. The author has also analyzed the customer information effect and its fission effect and has mad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esign for using the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develop brand products.

( 6)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Project to Carry Southern Water to North
X u Jiaj un 　S hi Guoqi ng 　·81·

Carrying southern water to north meets the needs of water - received region longing for water , opti2
mizing water resources , of easing water contradiction , of supporting consta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2
ment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and between the regions. It is in accord with the state st rategy to

develop the middle and western part and to reduce the backwardness. The long - term study , the present
publishing ,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carrying water covering long - distance water region , the support f rom

the masses along the line have formed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of the project .

( 7)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lements of Pol itical Civil ization and Its Function
Cai L i nhui 　·99·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hows the extent of social progress , and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 change and

progress of social political life as well. Political civilization has a complex structural system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s , generally including civilization of political awareness , civiliz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civilization of political behavior. Among them , the civiliz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cor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ystem.

( 8) WTO and Quality Increase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S hi Youqi 　·115·

It’s self - evident that WTO influences the process of law governing is China especially the legislation.

It will bring our country a deep legal system change and propos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egisl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ntering WTO , the state should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 set up a perfect legal system in accord with the rules of WTO , suita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2
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o the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 9) On Social Features of La w of Economy
Xie Zengyi 　·128·

The social featur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law in nature.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law is

related to economic management of social publicity , motivated in value to maintain the social public profits.

The social feature of economic law is reflected in the object adjustment , institution adjustment and legal in2
terest target . The social feature is realized by determining the rules for f reedom , fair competition and fair

t rade , and the rules for macro economic administ ration.

( 10) On Management Model of“Core - Ring”Personnel
Chen Xiaobo 　·188·

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a“core - outer lane”personnel management model. The personnel can be

divided into“core”employees and“ring”employees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 the relativity of person2
nel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 strategy , the pecurality of personnel capital and the potency of personnel capi2
tal. This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discussed and com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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