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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建，在沿袭晚清制度变革的基础上，我国

开启了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由于西方财税理论在我

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各种税收现代化之

说日渐昌盛[2]，再加上新生政权财政困窘的极度渴

求，我国税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突出的

是，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便基本

完成了税收法律体系的现代化架构[3]。但税收的现

代化不仅需要完备的税制体系，从传统税制向现代

税制的转变更需要人的现代化转变，无论是纳税人、

征税人，还是用税人，均应具有现代税收意识，因此，

税收遵从不只是针对纳税人的基本要求，对征税者

和用税者同样适用，即税收征管与税款使用必须依

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很多时候，后者对税制的戕害

更甚。本文仅以征税人（自然人和税务机关）在税收

征管中的行为方式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税收现代

化进程的影响，旨在通过历史考察提出依法治税的

基本思路。

一、民初税收征管的“4G”表现

税收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包括国家税

权的合法性本源逻辑，也包含着国家税收的道德属

性，税收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就是税收的法治化。民国

初年，税收的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远未走上法

治化轨道。从征税者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税收“人治”

的阴影并未消散，这种“隐性税制”的存在是对依法

治税的侵蚀和伤害，直接影响到我国税收的现代化

进程。本文将来自于征税方的人治因素概括为“4G”
表现：官本思想、管理乱象、惯性思维、关系主义，可

以将其理解为征税人对税收法治化的自毁行为。

1. 官本思想。官本思想是基于官僚主义的税收

征管逻辑，其基本表现在于对税收法制的无视和对

政府征税意志的顺从，征纳双方俨然是一种“主仆关

系”，国家主人以敛财为目的的征税使征管机构林

立，衙门之风盛行。同时，因没有任何依法用税的相

应规定，滥用公共收入的行为便没有节制，并为军阀

混战提供了资源便利。

（1）对税收法制的无视。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现代

税收的基本原则已为世人所接受，税法体系的完备

是税收法制化的基本要求。但从民初的税制看，其特

点呈现为过度倾向于资源的汲取而疏于制度的精心

安排，《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等宪

法性文献大多有“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的条文

规定，其规定均共同指向纳税人的依法纳税义务，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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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应的权利做出明确的保障性规定，“这种以国

家为本位对纳税人义务的片面强调，将国家与纳税

人置于一种不平等甚至对立的境地”[4]，突显出税收

管理官本位的思维定势。此外，在缺少相应的税收征

管程序法的同时，实体法也不尽完善，以“条例”“规

则”代替上位法的现象较为流行，其实质是法制意识

的淡漠。

（2）对征税意志的顺从。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经济

体现，税务部门的职责就是“为国聚财”，尤其是在社

会急剧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税收成为大大小小军

头们的敛财工具和开战的保障。开征新税、税外加

税，根本无需税收法律的界定和税收宣传的说教，税

务部门就可以直接按照“上级”的旨意和“国家需要”

的名义，不顾一切地汲取社会资源，其实质是税收权

力的崇拜和顺从，更是对税收权力的滥用和挥霍。

（3）对机构设置的任性。整个民国时期，税收征

管机构一直处于多部门并存状态，中央有财政部赋

税司、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烟酒事务署、印花税处

以及与财政部并立的税务处（专司海关事宜）等部

门，地方则更是机构林立，各种税局遍布城乡。更为

诟病的是厘金局的遍地横行，“卡若栉比，法若凝

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5]，这

种现象虽发生于晚清，但一直延伸到民初而不衰，最

滥之时全国厘金局卡达一万余家，而依厘金过活的

税吏也有十数万人之众，再加上《厘金考成条例》的

督促，以奖励促收入必致各地苛征诛求而益甚[6]。

（4）对税款使用的无度。依法治税理应包含三个

层面：依法纳税、依法征税、依法用税。但无论是宪法

还是各种税法，政府对于如何依法用税的问题始终

没有做出应有的规定，这就使得依法治税的理念发

生错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公众因纳税而得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

务，但只要我们稍加关注民国军费开支的惊人数据，

就不难理解把好征税关和用税关为何会成为依法治

税的关键，而绝不是对纳税人千方百计地防范了。

2. 管理乱象。历史上的征税人往往以政府代言

人的身份出现，国家主人的官僚作风加上管理偏好

使税收征管逐渐减缩为税收管理和税务检查两大方

向，进而简化为征税和罚款两件事，并在税收任务和

牧民心理的驱使下，延伸出对纳税人的普遍猜忌，恶

狠狠的税务稽查随时光临，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任意

苛罚。

（1）税收征管漫无边际。现代税收的基本要求是

税收法定和确实，法无规定者不能征税，而规定纳税

的就必须做到“应收尽收”。民初为了多征税以满足

军阀的需要，常见的现象是税吏扛枪下乡，既为排

场、又甚吓人，任意苛敛、为所欲为，全无法制意识，

多为贪污中饱。在征收方式上，由于政府征收管理能

力所限，大量采用认捐包捐摊派等方式，更加剧了税

收舞弊之风的流行，常常使“商民以什输，公家所入

三四而已”。包税者在完成其定额后，超过之实征数

目入公入私，听该管官吏自便，致使出现“未有不营

私舞弊”甚至竞争征税之怪象[6]。这种现象不仅是对

纳税人的一种掠夺，也是对国家税收的严重侵害。包

税制产生的利益集团必然竭力阻碍国家的税制改

革，而尚不完善的现代财税体制反过来又进一步巩

固了这种包税制，形成恶性循环。再如税款摊派，摊

派者为完成比额以获提成，总是以层层加码为能事，

各种浮征勒索、肆意盘剥的手段层出不穷。印花税的

摊销更是如此，致使根本无需印花之人闹剧般地将

摊购来的印花税票贴在自家大门上“以避官吏差役

之诛求”[7]。其他税种如田赋、屠宰税等也各有奇事

发生。

从法理上讲，由于国家行政能力不足而将税收

执法权让渡给包税人，就产生了包税人执法主体不

合法的问题，而受托人往往以赢利为目的，必将导致

税款征收的舞弊行为，最终使纳税人的付出要远大

于国库收入，即税收徒困于人民而无补于国家收入。

（2）税务稽查任意苛罚。税务检查是税收管理的

重要环节，也是税收舞弊的渊薮。税收管理人员常常

借税务检查之名，行贪污中饱之实，如：到饭店检查，

往往于吃饭时去，害得饭店老板不得不酒菜伺候，邀

请上座；到商店检查，往往借机买东西，而商店老板

哪敢收钱，这叫“税员上门，老板晦气”[8]。而对于缺

少税法概念的乡民来讲，税吏更可随意稽查，于是闹

剧不断上演。如在湖南，曾有一班税吏沿路设卡检查

印花税，恰遇一家娶亲，便将新娘从轿中扶出，强行

将其浑身满贴印花税票，收洋一元多，并声称是国家

税法的规定[9]。他们利用的正是乡民们对税法的无

知和对公权力的胆怯心理，没人敢违抗。正是基于这

种原因，痞徒征税藉端敲诈之事才屡屡得逞，为害乡

里而人莫敢言。

（3）税收宣传难圆其说。税收宣传是税收征管的

重要内容，民初的税收宣传主要强调的是纳税人的

义务，并且都打着美妙的旗号，如厘金的开征，晚清

时期就以“替天护税”“奉旨抽厘”的面目问世，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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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林翼“天子何忍伤民财因小丑猖狂扰兹守土，地丁

不足济军饷愿大家慷慨输此厘金”的倡导相标榜，旨

在说明政府征税的无奈，而非巧取豪夺，但其后流行

的“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说无论如

何都不能说是和谐征税的象征。同样，民初关于印花

税法的宣传，大多是说“此等良好税法，利国裕民无

扰。纳税皆属无多，获益实在不少。稍能照章贴用，法

律可做证保。如果有意违背，却是自寻烦恼。待至查

处罚办，追悔已经迟了”[10]等，但“良好税法”既不能

“利国裕民”，又产生了诸多税虫和恶例，怎么看都是

一种自说自话的表演。由此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国家

税收已不完全依靠法律和宣传来实现，虽然政府试

图从小学生开始进行税收教育和宣传，其教材中《租

税》《赋税》等文章明理透彻，朗朗上口[11]，但税收的

实现主要依靠的还是实力和枪。

3. 惯性思维。税收征管的惯性思维主要体现在

“为敷国用”而采取惯常手法广开财源，其实就是

一种路径依赖，其法不外两途：整理旧税和开征新

税。整顿旧税即借用老办法、老经验加重旧税，以实

现收入的增加。开征新税的阻力较大，征税者往往较

为谨慎。

（1）整理旧税。整理旧税是一种最为便捷的增收

办法，其基本表现是对旧税制进行翻新，革除其弊

端，简化其税制，重新颁布的税法大体上对纳税人有

利，税负得以降低和公平，但运行不久便回归到“税

制紊乱—税制改革—税制紊乱”的周期性轨道，陷入

“黄宗羲定律”的怪圈，税负加重的趋势再次重现。在

旧税体系中，田赋占绝对数量，历任财长均把整理田

赋作为收入大端，但这种税赋整理往往存在着三种

取向：一是田地升科，即对无主地、新生地（如沿江沿

海沿河地带的滩涂地、内地新辟的荒坡荒地等）征

税。二是经过土地清丈对地主瞒报、漏报、少报的新

增田地征税。三是就旧有赋额进行附加。此外还沿袭

晚清旧制，广征田捐、亩捐等名目繁多的税外之税，

尤其是在军阀混战时期，令人惶恐的田赋预征从未

间断，有些地方甚至预征到民国 100年后[12]。其他

税种如厘金、盐税、茶糖税、烟酒税、矿税、当税、契税

等，在“整理”的名义下，税率不断提高，税基不断扩

充，税外又加以各种杂捐，以至于出现了“民国万税、

天下太贫”的吊诡景象，沉重的税收负担正在肆无忌

惮地侵害着本已贫弱的国民。

（2）开征新税。中华民国建立后，沿袭晚清税改

路径，以引进西洋税制为开拓财路之法，陆续引入的

税制包括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由于

其最初的动机是启图以制度的嫁接来扭转其财政危

局，只着眼于财政需要，而根本无暇顾及税制设计理

念的税负公平性与转嫁可能性等问题[13]，所以法理

不足，推行困难，加之商贫民困，收效甚微。除印花税

的开征尚属迅速外（1913年 3月开征），其他税制的

推行均阻力重重，如《所得税条例》早于 1914年 1月
颁布，但因征收手续繁琐，政局动荡，商民抵制等原

因，直到1921年才部分开征，且收数甚微，仅一万余

元[7]，而营业税和遗产税此时也仅仅是有规划而没

落实。

此外，不论是整理旧税还是开征新税，以规定替

代法律的现象非常普遍，财政部或地方政府经常用

一个文件通告就对税法进行了调整。在惯性思维的

驱使下，财税部门往往不经任何程序，一个通知便决

定了纳税人口袋里钱的去向的做法非常普遍。

4. 关系主义。征税人在具体的税收征管过程

中，往往依靠公权力和与纳税人的关系远近而徇私

枉法，不征税或少征税等现象仍然存在，其中以地方

垄断主义为最，其次是富人保护主义，从而导致税负

不公。

众所周知，由于民初中央权威的丧失，分税制议

而未决，推而不行，再设中央专款而效果不著，中央

政府只能靠借债度日。而盘踞各地的大小军阀为求

自保，常置国家税法于不顾，截留税款、自行征税现

象已成常态。由于军阀统治区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地

方的税收便呈现出两种特征：①不容许中央或其他

势力染指；②税收为个人服务。在行使征税权的过程

中，地方政府或军阀又往往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对本

区域的实力集团多加关照，形成事实上的富人保护

主义，其结果是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最终转嫁给了

纳税人。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自洋务运动以来，国有垄

断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税收一直悬殊，国有企业就依

靠其特权减免税收，并不断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而

民营企业只能在夹缝中挣扎而无力抗衡。但不可否

认的是，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存在一种发展本地经济

的朴素追求，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并非为了

民生，更多的是为了获取资源的原始冲动，这是国家

关系主义的第一种体现。第二种体现是税收征管的

城乡差别，由于民初城市的发展，城内各种社团组织

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其具有了同政府权威对话的能

力，并可能因此而改变政府的某种决策，常见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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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活动多与商会等社团组织的领导密切相关，而

且这种现象自晚清延续至民国结束而不衰[14]。正是

这种组织的存在，使得城里的纳税人有了依法纳税

的意识，征税人对他们也相对温和了许多。而居另一

端的是，乡民因没有相应的代言人，税吏扛枪不仅是

炫耀，更是一种欺压，税收负担的城乡差别就此产

生。第三种体现是“能人”不缴税或少缴税，他们往往

更有资源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特权，税收优惠便有了

向名流权贵献媚的机会，税基的恶化使得贫富之间

的税负不均，致使税收产生“逆向调节”的副作用[15]。

如印花税的摊派，所得税、遗产税等的征收，不大可

能轮到达官显贵头上，这其实就是在税种设置和税

收征管上的情感投放，并直接影响到税收不公的程

度。由此可见，税收“欺负弱者”的外在形象极不光

彩，但愿税收的公平正义不要缺失太久。

上述税收征管“4G”表现的存在，是对依法治税

的严重侵害，说到底是税收人治主义的延续，是一种

典型的“行政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税收违法行为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征税者的法外苛敛，税务机关依

法征税是税收法制化的根本保证，执法犯法的恶果

不仅仅是法纪的败坏，其本身也是一种自毁长城的

行为。同样，依法用税理应规范在依法治税的框架

内，而不是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按需征税。

二、税收法治的基本诉求

依法治税不仅是一个法制的问题，更是一个税

收理念的转变问题；税收现代化不仅是税收法制的

现代化，更需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但民初现代税收尚

未建立，我们不能苛求时人在制度、技术和成本上超

越历史的发展轨迹，而应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

1. 税收法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

之前提”。税收良法应以税收入宪为遵循，违法即为

违宪。税收宪政是国家税权合法性的制度保障，其核

心是对纳税人宪法地位的确认，从实质上讲，纳税人

才是税法价值的最重要的主体，宪法应对涉税各方

的权利义务及其保障措施等做出明确规定。《中华民

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同时

规定议决全国之税法的权力归参议院总辖，并作为

其后多种民国“宪法”的张本，“中华民国人民依法律

有纳租税之义务”“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

之”自此成为历届政府的基本追求。但宪法层面的规

定仅限于对国民纳税义务的强调，其权利保障措施

以及国家征税权、用税权等方面的规范相对缺失，这

就为其后种种税收乱象提供了便利。至民国结束，税

收入宪仍未完成。

税收法定是国家税权合法性的形式标准。它要

求税收的依据必须是法律，一切税收活动必须在法

律的框架下进行，任何人不得滥用公权力随意征税，

纳税人有权拒绝任何非法征税要求。而这一特性在

动荡多难的民初简直是一种奢望。

客观来讲，民初在追求法制化的道路上可以说

是筚路蓝缕，各类经济法规的制定与颁布，在我国经

济法制史上奠定了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于

近代经济制度的建构具有开创性意义[16]。其开创性

意义不仅是指法律的制定，还在于对法治精神的追

求。从实践来看，民初许多法律规范的出台，大多经

参议院核议、大总统批准等法定程序后公布实施。如

《印花税法》的颁行，即经国务院转呈临时大总统审

核后，提交参议院审议，其议决过程虽极复杂，历经

数月讨论了数十次[17]，但终于在 1912年 10月 21日
由临时大总统令公布，并于 1913年 3月 1日正式实

施。此后又经过了数次修订和补充，并完善了与之相

关的各种实施细则、稽查规则等制度条例，完成了印

花税的法律体系建设。其他如所得税、遗产税、营业

税等新税法陆续颁布，旧税如田赋、盐税、验契税等

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虽然有部分税种并未如愿开

征，但也体现出时人对于税法制定的审慎态度，不能

否认其进步意义。

2. 税收道德。税收制度作为财政制度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之一，与一国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始

终密切相关，历史上的重大改革、革命、战争等，大多

都与税法变革密切相关，且普遍涉及税收的合情合

理等道德性问题[18]。这就涉及税收的公平、正义等

现代税收原则。按照诺思的解释框架，国家的本质是

履行统治者意志的组织，其目标是实现统治者的福

利最大化，并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9]。在“诺思悖

论”的背后隐含着税收公平正义文明的倡导，其关键

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和国家治理理念，即实现国家治

理的法治化，在税收问题上的体现就是要在权责

法定的情况下，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

可为，严守税收程序的正义规则。税收的职能有很

多，维持经济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现代税收的应有

功能。

从民初税收征管的实际看，依靠官本位思想和

管理逻辑实现税收的增加只能加重税制的紊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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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且随着享有优越政治权利者的不断膨胀，被侵

蚀的税基愈发狭窄，税负不公现象更加严重。而战争

带来的资源骎淫以及民初各项公共建设支出的迅速

增加，中央与地方普遍陷入财政困境，刚性的财政需

求使财税部门一纸通知就可征税成为通例，这种行

政上的乱作为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程序上均毫无

正义可言，而“劫贫济富式”的税收实践更是不道德、

不仁义的具体表露。我们虽不能要求民初军阀政府

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

在本质上都存在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因

此也就决定了税收职能具有从敛财工具向服务经济

社会的转变过程，税法由形式规范向实质规范的转

变过程，而维护经济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追求便成

为一种必然。

文明需要两个载体的支撑，一是政治的载体即

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20]，其中隐含的

理性追求是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前者而言，真实国

家的存在是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基础保障，因此

国家才有可能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以及民

生的制度安排负总责，国家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国家

与社会共容利益的实现程度，民初国力贫弱、民生凋

敝的现状决定着其经济资源的严重内耗和罔顾民生

的汲取模式。就后者而言，秩序是精神文明的载体，

社会稳定是法治文明的根基，而税收文明的精神实

质在于法治文明，征纳双方必须共同敬畏和遵从税

法而不是片面强调其中一方，从民初的实际看，征税

人和用税人的道德与文明亟待修炼。在民初的众多

文献中，有很多商民团体抵制税收的活动记载，既是

出于他们利益自保的本能要求，也是对税收公平正

义的道德渴求。

3. 税收遵从。理论上，税收遵从一直致力于纳

税人的行为及其决策的研究，通常被理解为纳税人

是否依法纳税的问题，但税收遵从绝不是简单的税

法实施问题，而是纳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复杂过程，

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

济因素，诸如财政制度的不确定性、代理人的使用、

外生的稽查选案规则等[21]。换言之，纳税人对政府

的满意度将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税务部门及

其管理人员的行为以及政府行为，如税收负担是否

公平、税收减免或税收执法是否公正以及对政府支

出的评价和对税收腐败的看法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影

响因素[22]。

在民初税收的征管实践中，不难发现，前述的

“4G”表现都会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而很多

时候，破坏税法的往往是征税人而不是纳税人，税收

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税务执法的随意性，“对

逃税作战”[23]的结果只会加重征纳双方互不信任的

程度，并增加税收成本。民初税制紊乱、税收腐败、税

负不公、执法不公等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国家政

策的推行和税收收入的实现，还拉大了国民与国家

之间的裂痕。政府必须依靠足以信赖的国家权威，对

各种税政积弊予以强力清除和纠正，但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税收积弊的整顿效果很有限。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全体国民普遍依法遵守，但

征税人的设租寻租、行业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以

及税收执法的不确定性等观念和行为依然存在。从

民初查处的税收违法案件看，更多的是针对纳税人

的违法惩处，而对税收执法中贪腐问题的查究则很

少，其震慑力还远远不够。如 1923 年财政部私印

印花税票案，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当局仅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撤职处理，可见违法成本极低[24]。

由此来看，维护税法尊严、提高税收遵从度不应仅是

纳税人的责任，而是每个涉税人员共同的义务。但由

于在税收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完成人的现代化，

税收自近代以来，乱象横生的根源还在于人为因素。

4. 税收监督。现代行政法中所谓的税收监督是

指拥有监察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行为进行的监督。民国建立后，监察审计机构

与法律相继出台，并使税收监督成为可能。袁世凯时

期，中央设审计处（后设审计院），依法对全国财政实

施监督，审定国家岁入岁出，并监督各机关及其官员

的经济行为等。在税收领域内，许多法律几乎都有防

范贪污腐败的规定，各种税收考成条例、监督措施等

愈加缜密[25]。

落实税法是对税收最基本的法治期待，其必要

手段是对税收业务的后期监管，不仅包括对税收征

管内容中公平、公正、合法等方面的监督，还包括对

税收执法上的程序是否合法、税款使用是否合法等

方面的监管，这在理论上明确了税收监督对于各级

政府及其官员财政税收上不法、不忠行为的稽察职

能。但这些基本职能在民初政坛的乱局中不断弱

化，甚至演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使其官场变化

无常。

但税收监督或监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税收

违法行为的惩治，在民初众多的税收考成条例中，

并非都以税收官员的贪腐为假定，所拟的奖励条款



□·132·财会月刊2018.11

及激励措施相对于生冷的惩治措施来讲更具人性

化，其积极意义也不能否认。如督促各级官员努力完

成税收比额的考成中，对于政绩突出者（经审计考核

达到某项规定）给予升职加薪的奖励，便具有相当大

的诱惑力，当然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如为完成税收

任务获得奖励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并不罕见。

三、结语

正是因为民初时的税收乱象才为我们今后的税

收现代化提供了启发。税收征管的“4G”表现并不因

法制的确立而消失，税收执法的人为因素并不因法

制的严峻而消失，“纳税痛苦”并不因社会经济的进

步、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提高而减轻，但对依法治税的

向往和对税收契约精神的追求必将成为一种时尚。

税收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是民族的独立、国家

的富强、社会的稳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现代化，

而这些基本要求在民初那段历史里的缺失最终成为

国家税收法治化的最大障碍。

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是现代国家的底线[26]，依

法治税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依法诚信纳税是对

每个公民应尽的基本要求，依法诚信征管则是对税

务部门的基本要求，而如何依法诚信用税则是对政府

的基本要求，并且也将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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