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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形中存在多种影响因素，因此在识别、评估对独立性

和客观性造成影响的因素时应采取一种全面整合的方法。

该框架重点关注项目层次和个人层次上的客观性，要求

内部审计人员识别影响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因素，进而采取措

施减轻该因素的影响。

个人层次是对影响客观性因素进行识别并减轻其影响的

阶段，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也是在该层次培养起来的。

项目层次，注重对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及影响因素进

行检查，同时也对审计的操作程序和判断标准进行检查。

内部审计部门层次，内部审计部门主管采取措施增强客

观性，如对内部审计人员进行轮换。其也要负责将所有未规避

的影响客观性的因素报告给审计委员会，以确保在所有项目

中客观性得到适当的关注。

公司层次，必须给予内部审计部门减轻相关因素对独立

性和客观性的影响的适当自主权，管理层应制定管理政策以

确保内部审计人员不会因为揭露企业中的问题而受到报复。

内部审计部门主管应主动与审计委员会联系，以确保内部审

计活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职业层次，包括像 IIA这样的职业团体的活动。这些职业

团体能通过准则和指南的颁布，增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从而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另外，职业团体可通过设置资格认证

考试等方式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内部

审计人员的客观性。

笔者认为，应引导人们对内部审计独立性和客观性进行

正确的认识，以整合的观点从各个层次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

性和客观性。

主要参考文献

王光远等译.内部审计思想.北京院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袁

2005

独
立
性
综客
观
性
需
求

内 容

审计人员客观性管理曰
职业道德管理遥

检查审计人员客观性曰
检查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和审计程序遥

员工工作轮换曰
确保机构的独立性曰
对客观性进行监控曰
向治理机构报告工作遥

管理层在独立性尧客观性方面的利益曰
人力资源政策渊雇用尧解雇尧提升冤曰
审计委员会参与层次遥

准则制定和执行曰
增强客观性的措施曰
监督职业层次的结果曰
资格认证遥

层 次

个人层次

项目层次

内部审计部门层次

公司层次

职业层次

减轻相关因素对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影响的框架

财政收入规模涉及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对

于社会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关于我国财

政收入规模大小的问题一直在争论中，如何寻求最优的财政

收入规模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在构建公

共财政体系的过程中，往往偏向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典

理论，却忽略了我国古代的很多圣人早已透彻阐述过财政问

题的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

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以

说，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轴心时代，春秋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言论，尤其是老子、孔子、孟子、墨子以及

荀子的财政思想对后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子的“无为而

治”，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等语录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笔者企望通过重温诸子百家

的经典语录，寻求最优财政收入规模，以指导现代公共财政体

系的构建。

一、我国古代对政府职能的界定

1. 老子的思想：无为而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是《老

借鉴先秦财政思想

理解最优财政收入规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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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对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是经济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障，在探寻最优财政收入规模问题上，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不能忽略我国古代财政思想的价值。本文试图通

过分析春秋诸子百家的财政思想，探寻其对理解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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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主张体现在管理思想上即为实

行放任自流。他要求以形式上的“无为”达到实质上的“治”，是

一种否定形式上的“治”，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

十八章）。《老子》第五十七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

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统治者若能做

到“无为”、“好静”、“无事”、“不欲”，则老百姓自能“自化”、“自

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管理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是相一致的。《老子》第

三十七章曰：“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

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

地将自正。”“道”是一切事物的发展法则，而“道”的本质特征

就是“无”。老子认为，万物的起源是“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

无”（《老子》第四十章）。世间万物由“无”统摄，只有通过“无”

才能达到“有”的效果。这一哲学思想演化到管理思想上就是

“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二章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

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

弗居，是以弗去。”老子告诫统治者，只有无争和不居才能顺应

自然规律，维持统治的稳定。

但是，“无为”并不是让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恣

意妄为。《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这也就是要尊重自然运行之道。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

即是，能交给市场去做的政府就不要插手，市场失灵的领域再

由政府介入。

“小国寡民”（《老子》第八十章）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又一精

髓，它和追求不断发展、进步的现代管理思想不同，它主张通

过“无为”而使经济回到最原始的经济状态，反对政府的随意

强制与无谓干预，要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之道，实现一种“小

国寡民”的社会模式。与之相适应，政府的规模也是以“小”为

特征，国家机构小，官员少，管理简单，少干预市场，这就是老

子思想对现代政府规模的指导。《老子》第五十九章曰：“治人

事天，莫若啬。”第六十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主张治

国要谨慎小心，但不要复杂化，要尽量将其简单化，而且人（尤

其是统治者）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不能为所欲为。他认为，生产

资源有限，所以管理者要爱惜各种资源，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受

约束的政府。这些思想和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宪政”的

理念是一致的。

2. 墨子的思想：聚财于官。和儒家主张“藏富于民”、“财

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不同，墨子主张“藏富于官”，认

为国富是民富的前提。孟子曰：“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故

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

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

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

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

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他认为政府有各种客观职能和财政

需要，所以“官府实”是政府职能实现的前提。同时，墨子还提

出“尚贤使能”，这是对财权集中的要求，即要有贤明的管理

者，不能无条件地集中财力。

在古代社会中，政府职能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是必要的。

墨子对政府职能的理解比较全面，从国内谈到国外，从官府上

层谈到下层，从政府内部谈到政府外部，从政治、社会职能谈

到经济职能。他认为，要实现这些职能，离不开由税收构成的

大量的财政收入，由此推导出在古代社会中“官府实”的必要

性。老子则是从“道法自然”的角度，提出要“无为而治”，政府

要适度控制逐渐繁多的政府职能，与市场合理分工，从而提高

效率。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的职能不同，但是社会越发展，越需

要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

二、我国古代对财政收入的阐述

1. 老子的思想：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五章曰：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

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

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可见，老子认为百姓的“饥”、

“不治”、“轻死”是由统治者的厚敛重赋造成的。《老子》第七十

七章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

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而奉有余。夫孰能有余而奉天下，唯有道者乎？是以圣

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老子这一思想是针对当时统治

者厚敛重赋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现状而言的，“损不足而奉有

余”则会导致“百姓之不治”。

《老子》第四十四章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

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长久。”第九章又曰：“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

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贵富而骄，自遗咎也。”因此，老

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控制税赋。统治者如果占有过多的社会财

富，会引起贫富矛盾的激化，从而影响社会秩序，导致社会混

乱，因而统治者的收入必须有所控制。《老子》第六十六章曰：

“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

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乐推而弗厌也。

非以其无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见，老子主张轻赋役，

舒民力，才能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老子》第八十一章

曰：“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

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可谓一语道破财富分配问题的

天机。

2. 孔子的思想：苛政猛于虎、敛从其薄。孔子曰：“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德政治，

他对税赋的态度也由此决定。孔子曰：“苛政猛于虎”（《礼记·

檀弓下》）。他强烈反对聚敛，提倡节用。孔子主张“政在节用”、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

而》）。在税赋征收上，孔子强调惠民，坚决反对重税，主张“敛

从其薄”（《左传》）。薄敛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反对

鲁国按田征税，认为增加了百姓负担。孔子曾指责为季氏“聚

敛而附益之”的冉求，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以”。

可见，孔子反对横征暴敛的鲜明态度。孔子的财政观点不多，

看似简单，但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 墨子的思想：劳而不伤、费而不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

诸子百家中，墨子的财政思想极具特色，强烈要求均衡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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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的利益关系，既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又兼顾纳税人的

利益。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思想充分体现了他主张

协调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态度。

对于财政收入，墨子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以其常）役，修

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

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辞过》）。墨子认

为，为了修筑城郭，征集民夫是必要的；正常的税收也不会引

起人民的怨恨，但赋役过重，便会产生混乱。墨子指出：“厚作

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过分的税役则是“殚财

劳力，毕归之于无用”（《辞过》），造成“伤”民，于国、于民都不

利，揭露了统治者为满足个人需求而横征暴敛的危害。

4. 孟子的思想：耕者助而不税、取于民有制。孟子在《公

孙丑》篇中曰：“耕者助而不税”。对“助”有许多不同解释，有

“借民力治公田”说，有劳役地租说，但孟子主张除了“助”以

外，不征其他税。孟子主张单一农业税，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

他反对统治者对农民进行过重剥削的态度。《孟子·尽心下》篇

中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

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认为课税太重会

导致农民破产以致流亡。《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对滕文公

说“取于民有制”，就是主张剥削人民应有限度。

5援 荀子的思想：聚敛亡国。荀子和儒家的轻徭薄赋思想

一致，他主张轻税，反对聚敛。荀子曰：“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王制》）。他认为巧立税收名目搜刮民财会破坏税收的基础，

是危害国家的大患。荀子指出“聚敛者，招寇、肥敌、亡国、危身

之道也”（《王制》），他认为聚敛会导致“府库已实，而百姓贫，

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

可立而待也”（《强国》）。可见，荀子认为聚敛将最终导致亡国。

荀子还告诫统治者“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

覆舟”（《王制》），他从君与民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聚敛的危害

性，这一论断成为以后历代帝王处理君民关系的金科玉律。

三、如何理解最优财政收入规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社会人们对财政收入规

模的认识是一种以最小为最优的财政思想。如老子的“人之饥

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孔子的“苛政猛于虎”、孟子

的“取于民有制”、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荀子的“聚敛

亡国”等财政思想，都认为统治者应该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反

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种限制财政收入规模任意扩张的财

政思想在我国流传久远，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历史上

的诸多盛世，例如：元嘉之治、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

等都是在轻税负指导思想下实现的；而很多历史朝代的更替

都源于税负过重，是不断膨胀的政府职能和有限的社会资源

相冲突的结果。然而，我们所说的“最优”财政收入规模其实就

是“最适宜”的财政规模，即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相适宜，与人民

的承受能力相适宜。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

条件下，人们对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认识也不一样。

目前，对于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即为财政收入的最小化。“小

政府、大社会”思想，实际上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这种观

点和古代的轻徭薄赋观点是一致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最优财

政收入规模是指在既定的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下，最能体现财

政收入分配制度要求的财政收入规模，即合乎制度约束规范

的财政收入规模，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第三种观点

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是指在财政分配实践中达到“以支定

收”与“以收定支”相适应状态下的财政收入规模。这是一种在

财政收支关系基础上形成的财政收支相互决定论思想，在当

今财政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

第一种观点是对过度膨胀的财政收入规模的一种思想反

抗，但在实践中，财政收入规模过小，会加剧财政收支矛盾，影

响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和政府职能的实现，难以满足社会公

共需要，同样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损害。第二种观点混淆了

财政收入规模与财政收入分配制度的关系，只有当财政制度

的选择合乎最优财政收入规模要求时，这种财政制度才是合

理的。第三种观点只是强调了财政收支在总量上的对称或相

等，没有考虑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

通过对以上观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界定最优财政收入

规模必须先明确财政的职能。无论在何种体制下，财政的首要

职能都表现为保证政府职能的履行。既然财政收入是用于实

现政府职能的，那么最优的财政收入规模如何确定呢？当然社

会环境不同，确定标准也不一样。但是，我国古代的圣人早就

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子的“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等思

想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

也因此逐渐增加。老子的“取之有度”、“用之节俭”等税收思想

对于确定财政收入规模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孟子的“取于民

有制”，主张统治者向生产者征收的税赋应合理、有限度，他认

为统治者制定税收政策应以人民的承受能力为依据，这才有

利于封建统治，否则会导致“身弑国亡”或者“身威国削”。而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

反映了孔子主张通过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从而培养税源。亦

即税赋的征收不能损害经济的发展，加重人民的负担。荀子的

“聚敛亡国”思想更是从亡国的角度阐述了税赋过重的后果。

墨子的“劳而不伤”、“费而不病”客观上说明了税收负担的标

准问题。“伤”和“病”是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规模的禁区，超

越禁区，对政府及纳税人都是不利的，这与供给学派“拉弗曲

线”的减税原理有相同的理念。

所以笔者认为，最优财政收入规模的界定必须以正常履

行政府职能为前提，能够使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

达到最优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财政收入规模才是最

优的财政收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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