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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集团是 对单一企业组织形 态的制度创新 ,科斯关于企业形 成的理论为研究这 一制度创新的

原因提 供了思路。 借助于交易费 用概念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 ,纵向型企业集 团是企业出于对生 产要素市场交
易费用的节 约而形成的 ; 横向型企业集团是 企业为节约产品市 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两种交易费用而形 成的 ;综
合型企业集团是对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更高昂的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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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在谈及自己关于企业形成理论的适用范

减少没有 ,也不能消除对该种商品实施协调的价

围时曾明确指出: “应当注意到 ,上面给出的企业
的定义能被用于对`联合’ 和`一体化’ 作出精确的

格机制作用。 于是 ,`科斯原理’ 在这里失去了效
力”。 “综合型企业集团…… 的形成原因就更难用

解释。 当先前由两个或多个企业家组织交易变成

`科斯原理’ 来解释。 这类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之

一个企业家组织时 ,便出现了联合。当所涉及的先
前由企业家之间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被组织起来

间不存在产品、生产工艺等方面的有机联系 ,甚至
各自所经营的业务是`风马牛不相及’ …… 这种企

时 ,这便是一体化。企业能以这两种方式的一种或

业集团的形成自然不会`替代’ 在市场中发挥作用

同时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扩张… …。” ① 很明显

,科

的价格机制 ,不会将市场交易活动`内部化’ ,以节

斯上面关于“联合”、“一体化”和“这两种方式”的
解释正是人们所说的企业集团的三种类型 ,即横

约市场交易费用。”②
那么 ,到底能否用科斯及其后人发展的交易

向型企业集团、纵向型企业集团和综合型企业集

费用理论解释各种类型企业集团的成因呢? 本文

团。他并断言 ,企业的形成理论同样适用于对企业
集团的形成“作出精确的解释”。

认为 ,是可以的。

然而 ,意见并不一致。也有人认为: “企业集团
的形成并非能够用市场交易的内部化和节约交易

一、纵向型企业集团的成因— — 生产要素市
场交易费用的节约

费用来涵盖” ,“对于此类 (指纵向型— 笔者注 )企
业集团的形成 ,科斯关于企业形成的理论是适用

一个企业的产出 ,从最终用途上看 ,无外乎是
两种情况: 一种是进入最终消费 ,我们将之称为产

的” ,“将原来存在要素买卖关系或有机联系的企

品 ; 另一种是要继续投入下阶段生产使用 ,我们称

业联合在一个统一体内”会节约交易费用。但横向

之为生产要素。 那么 ,围绕产品所发生的交易关

型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之间不存在商品或生产
要素的买卖 (或交易 )关系 ,因而自然不会因联合、

系 ,形成产品市场 ,在产品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
易费用就是产品市场交易费用 ; 围绕生产要素所

组建企业集团取代以买卖为主体的市 场交易活

发生的交易关系 ,形成生产要素市场 ,由此所产生

动。 节约交易费用 ,只不过是将同一商品买方 (或
卖方 )竞争者的数量通过集中而相对减少。可这种

的交易费用就是生产要素市场交易费用。
纵向型企业集团是由处于相继生产阶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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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上具有一定技术联系的众多企业组成 ,
所以 ,对纵向型企业集团内部关系的分析可以简

度都极高 ,则 A违约的可能性就更小 ,因此 , B更
不需要通过合并来控制 A ,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化为对两个企业关系的分析。 假定存在两个专业

将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所以 ,向 A投资、参股甚至

化企业 A和 B,其中 A的产出是 B的投入 ,即是
B所需的生产要素 ,那么 ,纵向型企业集团正是由

签订长期的契约关系都是可行的。但考虑到 A仍
有违约的可能 , B 还是较倾向于以投资、参股等方

无数个类似 A、 B这样的企业所组成的。正是它们
之间围绕生产要素交易对交易方式的不同选择 ,

式控制 A,建立契约关系则更适合于双方承担的
交易费用都较低的情况。

导致了纵向型企业集团的形成。
不过 ,对于 A、 B 两个企业来说 ,到底采取何

综上分析 ,交易的一方在实力足够大 ,对交易
的依赖程度高 (表明该方承担的交易费用高 )的时

种方式进行交易 ,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这既取决

候 ,它可以做出从建立契约、投资、参股、控股、全

于自身实力的强弱 ,又要受双方对交易的依赖程
度高低等因素的影响。 从任何一方 ,比如 B 企业

部控制以至合并的各种选择 ,以尽可能降低生产
要素市场交易费用的影响。

的角度看 (从 A 企业的角度看道理一样 ) ,为维持
交易 ,一方面 ,如果其规模、实力远不如 A的话 ,

现在 ,我 们必须回到先前 的假定 ,即只 存在
A、 B两个企业的交易 , A的产品是 B的投入。 这

不管 A对 B的依赖程度如何 , B都难以全面控制
与 A的交易。应该说 ,只有当 B 在资金、规模等方

当然只是理论上的抽象。现实情况是 ,处于相继生
产阶段的专业化企业绝不只 A、 B 两个 ,而可能在

面比 A强的多 ,有足够实力的时候 , B才有选择

A企业之前还有 C企业、 D企业等 , B企业之后又

如何交易 ,如何控制 A的可能。 当 B没有全面而

有 E企业、 F企业等等。对这些具有内在有机联系

绝对的优势时 ,只有设法与 A建立某种长期而稳
定的关系 ,达到维持交易的目的。 但是 ,如果 B 连

的企业而言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它们之间交
易方式的选择无不与生产要素交 易所产生的交

这些也做不到时 ,只能尽量依 A的要求维持交易

易费用直接相关。简言之 ,生产要素市场交易费用

关系 ,甚至被 A完全控制。另一方面 ,在双方实力
一定的情况下 (在此我们假定 B 企业不存在实力

的节约是它们各种交易方式选择的基本准则。 无
论是选择市场交易 ,还是合并、建立各种方式的联

不够所导致的困难 ,这也与现实相符 ,总有一方的

合 ,无不基于这最基本的准则。 所以 ,只要在这一

力量较强些 ,假设 A的实力较强进行分析也是相

系列相互关联的企业中存在一个或几个实力足够

同的道理 ) ,对交易的依赖程度不同 , B企业的战
略 选择也会不同: ( 1)双方对交易的依 赖程度很

强大的、能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 ,必然 会围绕它
(们 )形成诸如上述选择一样的集合。 这些企业之

低 ,承担的交易费用都不高 ,说明二者的资产具有

间不同程度控制手段组合的结果 ,必然形成从松

通用性 , B可以选择直接从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生
产要素 ,没必要控制 A。 ( 2)若 B 对交易的依赖程

散、半紧密到紧密和核心层的具有典型企业集团
特征的层次结构。 这样 ,纵向型企业集团产生了。

度很高 ,而 A 对该交易的依赖程度较低 ,说明 B
承担的交易费用很高 , 一旦 A违约 ,将给 B造成

原先由生产要素市场上完成的企业间交易转为由

很大的损失。 此时 , B合并 A或向 A投资使之成
为受自己控制或完全控制的子公司以牢固地稳定

节约 ,各企业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不言而喻 ,纵
向型企业集团形成的原因是对生产要素市场交易

二者的交易关系将是现实的选择 ,因为这样可以

费用的节约。

降低乃至消除 B所承担的过高的生产要素市场
交易费用。 ( 3)若双方对交易的依赖程度都较高 ,
表明双方承担的交易费用也较高 ,虽然 A违约的
可能 性较前种 情况小些 , 但 B 也会努 力控制 住

企业集团内部的管理协调完成 ,交易费用得到了

二、横向型企业集团的成因— — 生产要素市
场和产品市场两种交易费用的节约
有学者认为交易费用理论不能解释横向型企

A,此时向 A投资、控股等方式既可以稳定二者的
交易关系 ,降低交易费用 ,还可以避免合并带来的

业集团和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成因 ,这或许源于对
交易费用的一种误解 ,即交易费用只发生在最直

管理费用增加等问题。( 4)若双方对交易的依赖程

观的生产要素市场 ,发生在不同产品的生产者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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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 )之间。
事实上 ,当生产要素经过某个生产者的加工成为

金并带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大企业更倾向于以
参股或控股等方式将这些中型企业控制在自己的

最终产品后 ,最终的生产经营者将面临这样一些

周围 ,形 成了利益共同体的紧密层或半紧密层。

问题: 它的竞争对手有多少? 实力如何? 对其产品
的交易构成什么影响? 消费者的情况如何? 对其

( 3)对力量更小的企业来说 ,受大中型企业操纵的
可能性更大 ,无法与他们抗衡。 而且 ,由于小企业

产品的交易又能造成多大影响? 等等。 如果存在

在信息等方面远不如大中型企业灵通 ,在与消费

众多的竞争者 ,会大大增加生产经营企业在与消

者的交易中无疑会增加交易费用。 同样出于减少

费者讨价还价中的费用 ,将自己置于不利之地。于
是掌握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各种信息 就是必要

大中型企业的价格影响以及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
获取更大收益的目的 ,他们更希望加入到共同体

的。 但是 ,获得这些信息当然也要花费代价的 ,这

之中 ,成为其中一员。 而对大企业来说 ,这些小企

些代价就是发生在产品市场上的交易费用。 搜寻
竞争对手的信息以及与竞争对手协商的费用构成

业的影响已微不足道 ,是否纳入其体系并不重要。
中型企业则不同 ,为增强自身实力以和大企业抗

了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费用 ,搜寻消费者的信

衡并摆脱他们的影响 ,他们有着较强的合并欲望。

息和与消费者讨价还价的费用等构成了生产经营

于是 ,或者将小企业合并进来 ,或者对小企业以投

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对生产经营者而言 ,
这两种费用紧密相关 ,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正因如

资、参股控股等方式加强控制 ,从而形成了利益共
同体的半紧密层或松散层。这样 ,典型的企业集团

此 ,为降低这两种费用的影响 ,获取多方的信息 ,

形式又产生了。 市场上的竞争让位于集团内部有

制定出合乎企业利益的价格 ,并维持住他们对这

管理的竞争 ,对手的关系转化成为既是对手更是

种价格的控制或垄断 ,这些企业才产生了合并或
联合的愿望 ,即组织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伙伴的关系 ,在降低内耗 (成员企业之间的交易费
用 )的同时 ,各成员企业在与消费者交易中的回旋

但是 ,这些企业的实力也是不同的 ,合并并不

余地都得到了增强 ,外耗 (成员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总是现实的选择。 对这些生产经营同种产品或相
近产品的企业而言: ( 1)力量特别雄厚的企业倘若

的交易费用 )也减少了。
促使生产经营同种 (类 )产品的企业联合组成

具有足够的实力 ,倾向于合并一些力量薄弱的企

企业集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又回到了

业 ,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保证市场份额的不变或增

生产要素市场。 虽然这些企业是最终产品的提供

加。如果有不只一个力量较强的大企业 ,这些企业
的力量都达不到合并对方的程度 ,为避免几败俱

者 ,但他们也是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者。获取生产要
素要花费代价的 ,在某种程度上货币资金等生产

伤 ,比较明智的选择就是订立某种契约 ,降低彼此

要素的取得方式决定了各企业的生死存亡。 生产

之间因竞争造成的确定性风险。 如果订立契约还
不足以使它们减少对方的干扰或影响 (比如暗中

经营各种产品或相近产品的企业为获取货币资金
等生产要素以提升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 ,扩大在

降价、互相拆台等情况 ) ,他们就会采取进一步的

产品市场上的影响 ,节约产品市场上的交易费用 ,

措施 ,通过互相投资入股等方式来强化他们的共

就不得不设法减少获得货币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费

同利益 ,从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中的核心层。 ( 2)
力量较次一些的中型企业 ,实力不足以和上述大

用。 这是所有生产经营同种或相近产品企业的共
同要求。但是 ,单一企业有限的实力决定了他们在

企业抗衡 ,为减少大 企业的影响 (主要 是价格影

获取货币资金等生产要素过程中代价高昂 ,彼此

响 ) ,虽然也有将大企业合并进来的愿望 ,但力量
远不足以为之。 于是 ,他们只得退而求其次 ,紧紧

之间的竞争又会强化这一问题。 如果联合起来组
成企业集团 ,则会降低各企业获取货币资金等生

依附于这些大企业 ,试图成为它的一部分 ,以同样

产要素的单位交易费用。这样 ,出于对生产要素的

获取大企业的价格优势和信息优势。 对那些大企

共同需要 ,又会导致上述企业更紧密的联系。 而

业来说 ,这些实力稍逊于自己的企业影响也是巨
大的。 他们也乐于将这些中型企业纳入自己的体

且 ,以资金等联结纽带组合成的企业集团 ,即使有
的成员企业不存在获取生产要素的困难 ,但其他

系之中 ,更大地扩充实力。由于合并需要巨额的资

的成员企业仍有不便获取生产要素的问题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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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也可以通过集团内部调剂重组的方式减少
总的生产要素市 场交易费用 ,以多补少 , 优势互

购买集团产品的企业将作出两种选择: ( 1)加强与
企业集团的联系 ,尽量使自己和集团成为利益共

补 ,促使外耗 (成员企业与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的

同体 ,表现出和集团联合的倾向。 ( 2)分别联合起

交易费用 )进一步减少。
由此看来 ,对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两种

来 ,组成相应的横向型企业集团 ,改变自身交易费
用分担过高的情形 ,努力使双方对交易费用的分

交易费用的节约 ,以内部有管理的交易替代市场

担比较对称。于是 ,表现为一系列存在有机联系的

上竞争的交易 ,是横向型企业集团形成的主要原

横向型企业集团的出现。 当这些企业集团之间的

因。

交易费用仍然过高时 ,彼此将表现出纵向一体化
的倾向。 上述两种选择 ,都将产生相同的后果 ,那

三、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成因—— 产品市场和
生产要素市场更高昂交易费用的节约

就是以某一横向型企业集团为中心向前或向后的

单从概念上就可以想见综合型企业集团的产

纵向扩张 ,形成综合型企业集团。
2. 由纵向横的扩张。 纵向型企业集团的形成

生是在纵向型企业集团和横向型企业集团出现之

使成员企业之间减少了生产要素的交易费用。 然

后。 从历史上看 ,也正是如此。 那么 ,综合型企业

而 ,各成员企业出售的不只是生产要素 ,当从一个

集团是如何产生的呢? 钱德勒在详细考察了美国
工商企业的发展史后指出 ,企业横向的联合“并不

角度 (投入 )看时是生产要素 ,从另一角度 (产出 )
看时则是产品。 我们只不过从这些产品不断投入

是一种在生意上常见而可行的长期策略” ,经由这

的角度才把纵向型企业集团的成因概括为生产要

种联合而变大的组织之所以能维持利润 ,“只是因

素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但是 ,整个集团最终提供

为它们在联合之后又采取了纵向结合的策略。”③
钱德勒的结论清楚地说明了 ,综合型企业集团是

的产品或许不再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 ,而是作
为消费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可是 ,消费者是不能被

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合结合的产物 ,结合的动机源

纳入集团的体系之中的 ,与消费者之间作为产品

于对利润的追求。
应该说 ,钱德勒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但美中

市场的交易费用只能靠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如果
说只存在一个这样的集团的话 ,其实力的强大会

不足的是 ,他没有就综合型企业集团的成因给出

造成卖方垄断 ,从而使交易费用过多地向消费者

更有力的经济学解释。因为 ,追求利润是所有企业

一方倾斜 ,即由消费者承担过高的交易费用。真的

的动机 ,这个动机决定了一个企业可能与别的企
业结合 ,也可能决定与别的企业分立。 而且 ,纵向

如此 ,就不会出现向横向扩张的情况。但实际情况
也许是 ,这个集团的实力没有这么强大 ,不能形成

结合也未必“是一种生意上长期可行的策略” ,纵

卖方垄断 ,或许还存在其他生产经营同种 (类 )产

向结合之后 ,经常又有采取横向结合的时候。不管
是由横至纵还是由纵至横的结合 ,到底是什么决

品的企业集团 ,于是竞争的压力会使这些生产经
营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趋高 ,由消费者获益。 这样 ,

定了进一步的结合?

避免几败俱伤、降低他们之间产品市场交易费用

本文以为 ,原因主要在于横向型企业集团和

的努力又会表现出来。 结果在纵向联合的基础上

纵向型企业集团的存在所产生的更高昂的交易费
用。

出现横向扩张 ,企业集团有管理的交易更多地替
代了市场上的交易 ,形成了综合型企业集团。

1. 由横向纵的扩张。横向型企业集团的产生 ,

然而 ,上述解释似乎仅能用于单一产品综合

导致了集团成员企业在获取生产要素和出售产品
时交易费用的节约。然而 ,这种节约造成了另一方

型企业集团的成因 ,在说明多角化经营的综合型
企业集团的成因上却显得无能为力。本文认为 ,多

的损失 ,是集团成员企业之外的损失 ,即出售企业

角化正是在单一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

集团所需生产要素的企业和获取集团产品的企业

竞争的加剧 ,社会需求的不断更新 ,单一产品的不

不得不为他们与集团的交易支付更高昂的交易费
用。于是 ,同样出于对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交

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大。即使如前所说横向型、综合
型企业集团在与消费者的交易中会节约产品交易

易费用的节约 ,这些向集团出售生产要素的企业、

费用 ,但当消费者对他们承担的过高的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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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改变从而出现不满时 ,会采用消极的态度 ,不
买或减少购买 ,改变消费需求。这样将致使提供原

于降低、分散单一产品不确定性风险的考虑 ,将更
多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按交易费用节约的原则纳

先产品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蒙受重大的损失 ,换言

入进来 ,进行多角化经营 ,将是最好的选择。 显而

之 ,这种风险使得企业或企业集团在与消费者的
交易中费用也是高昂的 ,其高昂程度与一旦消费

易见 ,综合型企业集团多角化经营的发展 ,仍是源
于对产品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 ,这种交易费用主

者减少对其产品需求所造成的损失相当。所以 ,出

要是由于单一产品的不确定性风险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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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1994第三期 , 第 48～ 54页。
③

李朴民: 《科斯 原理”与现代企 业集团的形成》 , 《经济学家》 ,

小 艾尔弗雷德· 钱 德勒: 《看得见的 手— — 美国企业 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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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enterprise groups
ZHAN G Gua ng-x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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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 erprise g roup is a kind o f innov atio n of t he tradi tional single enterpri se. Ano ld H.
Coase 's theory o n the f o rm atio n of enterprises th row s ligh t upo n t his i nnova tion.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 f the t ra nsactio n costs , thi s paper co mes up w it h the co ncept t ha t v ertical ent erprise g roups are
f o rm ed f or cut ti ng do w n the cost of fact or market; the lat eral g roups are f orm ed f or cut ting dow n the
cost of both product ma rket and fact or ma rket; t he com prehensive g roups are fo rmed f o r cut ting dow n
t ransactio n cost s which a re much higher than the cost s o f pro duct market a nd fact or market.
Key words: enterprise g roups; t ransacti on co st s; product m arket; f act or 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