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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现阶段我国发展企业集团, 是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 有其 优

越性, 但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为使我国的企业集团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应认真解决以下问题: 确定
企业集团的统一模式; 设立审批制度, 完善成立程序; 用股份制重构或组建企业集团; 国家政策调控; 废除企业
集团“等级制度”
; 制定《
反垄断法》实施调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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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这一概 念源于本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 80 年
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经济生活。

各行业划 线为界, 各 自封锁, 严重违背 了建立全 国统一大
市场的宗旨, 人为地割断了企业间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同

企 业集团 是经 济高度 发展 的必 然产物, 但 到底 何为

时, 企业 隶属 关系不 变、财政 上缴渠 道不 变、所有制 性质

企业集团, 其本质是 什么, 世界各国到 现在也很难 达成一

不变, 严重扼制 了企业的发 展。随着企业 集团的组 建, 跨

个相对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 作为成熟的企业集团应符

地区 跨部门 的经 济联合 自然 地打破 这种 单一、僵化 的条

合 这些要 求: 第一, 企业 集团 应具有 多元 结构, 是由 多个

块经 济, 使众多 的企业 按专 业化协 作和 经济 合理原 则组

法 人组成 的集 合体; 第二, 企 业集团 是由 不拘所 有制、不

成一 个个兼 具纵 横经济 关系 的生产 经营 综合体 , 促 进商

拘 行业、不拘 地区的 若干 企业 组成的 经济 联合体; 第 三,

品的流 通和社会主义 统一大市场 的形成。企业 集团还通

企业 集团必 须要 有一个 实力 强大, 且具 有投 资中心 功能

过 股份制、投 资、兼并或 长期 租赁、承包 等方 式发展 紧密

的集团核 心; 第四, 企业集 团是由各成 员企业组成 的专业

层企 业, 突破“三不变”的行政 束缚, 提 高企业的 生产规模

化生 产和协 作的 整体, 并具 有多种 保持 这种 整体稳 定的

和劳动效率。如横店集团, 1997 年实施“西进扶贫, 北上解

约束力量; 第五, 企业集团 是一个统一 经营管理的 多层次

困”
战 略, 大胆 运用资 本经 营手段, 先 后兼 并、
托 管、控股

组织结 构体。可见, 企业集团 是不拘所有 制形式, 以具有

了 安徽、河南、湖 北、
上 海、吉林 及浙江 省嘉 兴等 地 12 家

经 济实 力 的大 企业 为 核心, 以 资 金、生 产、经 营、技术 服

国有 企业, 1998 年 又与四川 4 家化 工制药 企业达 成合作

务、项目 成套、长 期优惠 性契 约等为 纽带 联结在 一起 的,

意向。

具有 多个层 次的 法人联 合体, 在联 合体 内实 行统一 的经

2. 实现资源重组, 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企业集

营和管理。这样既能体现出我国企业 集团的一般特性, 又

团的 根本目 的就 是要重 构微 观经济 的运 行机制 , 促 进资

能 反映企 业集 团多层 次、多纽 带、
一 体化、统 一管理 的本

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

质。

一般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 由市场来调节。但在激烈的市

一、
发展企业集团优越性分析

场竞争中 , 企业 集团可以通 过收购、兼并、控股等方 式, 以
强 吃弱, 剥 夺 劣势 企业 的 资源, 从 而 使资 源配 置 得到 重

我国的 企业集团是适 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 社会化

组、优化。同时, 企业集团 可通过 内部调 整, 如 扩张、扶持

大生产的 客观需要产生 的, 在 短短不到二 十年时间内, 逐

需 要发展 的企 业, 收 缩、淘汰 需转移 的企 业, 在无形 中就

步在国 民经济中占有了 举足轻重 的地位。从我国 的实践

完成了产 业结构的微观 调整, 快捷方便, 适应千 变万化的

来看, 发展企业集团具有以下作用:

市场态势, 保持最合理的产业结构。

1. 打 破条 块经 济和区 域经 济, 解 决行 业封 锁和 地方
封锁, 突破“
三不变”。条块经济是旧体制的产物, 各地区、

3. 通过联合, 聚集庞大的生产力。马克思说: “
假如必
须 等到 积累 去使 那 些单 个 资本 增长 到 能够 修铁 路 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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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那么 恐怕 直到今 天世 界上 还没有 铁路, 但是, 集 中通
[ 1] ( P688)

过股 份公司 转瞬之 间就把 这件事 完成 了。
”

这 就是

庞大的生产力带来的规模效益。我国 的企业规模比较小,
专业化水 平不高, 同 时布局又 不合理, 只有通过组 建企业

带。

二、
发展企业集团存在的障碍分析
我 国的企 业集 团处于 发展 初期, 还 不成 熟、不规 范。

集团, 聚集闲置的 社会生产 力, 聚水 成河, 扩大再生产, 发

目前又正 处于经济体制 转型时期, 市场发 育不成熟, 组建

展重点 优势产业。我国组 建企业集团 存在一个明 显的优

和发 展企业 集团 必然存 在许 多困难 和问 题, 甚至存 在一

势就是有 一大批国有大 企业, 只要稍加引 导和改组, 就能

些负面效应。同时, 这些问题又与传统的经济体制纠缠在

够 实现 生 产的 集中, 使 社 会生 产力 得 到持 续、稳 定的 发

一起, 加剧其复杂性, 使我 国企业集团 的发展面 临严峻的

展。

考验。
4. 带 动发 展中 小型企 业, 取得国 内市 场有 利的 竞争

1. 企业 集团模式混 乱, 水 平不一, 大量伪企 业集团存

地位。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 劣势, 通过组建企业

在。目前对企业集团的概念、法律地位等均未形成统一的

集 团, 使 中小 企业成 为核 心企 业的紧 密层, 统一 规划, 统

认识, 模式各异。企 业集团从 国外引进后, 我国 许多企业

一经营, 改善中小企 业生产专 业化水平, 提高中小 企业的

纷纷仿效 , 使国外的 多种模式 在国内落户, 加上 我国企业

生产效益, 这样不但 可以增强 中小企业本 身的竞争力, 而

标榜 的中国特色, 致使形形色 色的“特色模式”较为 混乱,

且也 可扩大 企业 集团的 势力, 很容 易在 市场 中取得 优势

因而 也使很 多企 业集团 鱼目 混珠, 根本 不具 备必要 的条

地位。如陕西丹尼尔企业集团, 前身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民

件 和应 有 的功 能, 形成 一 些松 散的 经 济联 合 体、联营 公

营企业, 通过重组建 材行业、机械行业 和医疗行业 的一批

司, 甚至行政性公司。

国 有小企 业后, 逐步 形成 了商 贸、
工 业、农业、金 融、房地
产和文化信息等六大产业联动互补的发 展格局。

2. 企 业集 团组 建盲 目, 动机 不纯, 乱、散、小、放 任现
象严重。1987 年国家体改委和国 家经委发布了《
关于组建

5. 形成规模经济, 开拓国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国际

和发 展 企 业 集 团 的 几 点 意 见》
, 从 而 掀 起 了 1987 年 到

化程 度的不 断提 高和我 国改 革开放 向纵 深发展, 开 拓国

1988 年上半年企业 集团的组建高潮。如全 国纺织企业集

际市 场、参与国 际分工 成为 我国企 业集 团面 临的重 大问

团中, 总共有 137 家企业集 团, 其 中 101 家集团就 是在这

题。实践已证明, 企业集团所形成的经济技术实力及强大

[ 4] ( P 29)
个期 间组建起来 的。
这些 仓促上马的 集团并 不都是

的信 息和销 售能 力, 是 远远 大于各 成员 企业 在原来 分散

真正为了 促进资源合理 流动, 优化组合, 形成适 度规模经

[ 2] ( P 89)
经营 情况下的经 济技术力 量的简单相 加。
企 业集团

济, 而是 为了获 得政府 的优 惠政策 或者 使企 业领导 在企

大大提高 了我国的出口 创汇能力, 改变了 过去出口原 料、

业升级中得到利益。企业出于这 种动机, 势必导致组建的

半成品 为主的状况。随着 规模经济的 发展和综合 经济效

企业集团 管理混乱, 层次分 散, 不 论大小, 只求等级, 掩盖

益的 提高, 我国 一批技 术水 平和管 理水 平较 高的企 业集

了企 业集团 本来 应有的 面貌, 使很 多人 对组 建企业 集团

团, 以国 内广 阔的市 场为 依托, 逐步 发展 成上档 次、上规

丧失信心。

模、多元 化经 营的外 向型 企业 集团, 开始 走向国 际市 场。

3. 企业集团行政化倾向严重。目前, 我国的许多企业

如 1993 年成 立的中 国远洋 运输集团 , 共 有下属 企业 300

集 团都是 由行政 机构“翻 牌”而成, 一方 面可 以成为 市场

多家, 海外机构 70 多处, 是一 个以国际航 运为中心, 集金

的 主体, 进行 经济活 动; 另一 方面又 拥有 行政权 力, 行使

融、旅游、空 运、房地 产、货运、仓 储、码头、工 业、贸易、保

行政管理职能。无论在其组织形 式上还是在管理上, 都明

险、投资、
海 上电子工程等 多种业务为 一体的大型 跨国集

显带有官 商合一、
政 企不分的 烙印, 这 与经济体 制改革的

团。至今 , 中远在海外拥有 20 个独资公司和 31 个合营公

初 衷是 根本对 立的。同 时, 行政机 关直 接插 手集团 的组

司。

建, “大吃小”、“
均 贫富 ”等现 象严 重, 使本 来生 机勃 勃的

[ 3] ( P739)

6. 开发 新 产品、新技 术, 缩 短 技术 到 产品 转 变的 周

企业, 因 为拖上 濒临破 产企 业的包 袱而 削弱 了自己 的经

期。企业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 可以联合一批科研机构和

济实力, 根本就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背道而驰。这样

大 中专 院 校, 发挥 它们 在 技术 上的 优 势, 促进 科 学与 经

的企业集 团内部缺乏竞 争机制, 束缚紧密 层企业的 发展,

济、科学与生产的有 机结合, 这就为科 学技术转变 为现实

导致企业效率低下, 失去创新的活力。

生 产力 提供了 捷径。无 论是 技术的 创新, 还 是技术 的实

4. 经济 性垄断 初露 端倪。企 业集 团是 通过 合并、兼

施, 大集团都有中小 型企业无 法比拟的优 势, 大集 团可通

并、控股等多种手段 组建, 而这种运作 方式本身 就是形成

过专业化 分工, 把先 进技术和 先进工艺推 广、
扩散 到其他

市场垄断的手段。列宁 提出: “
集 中发展到一定阶段, 可以

成员企 业中, 迅 速提高整个 集团的总 体技术水平。同 时,

说, 就自然而然地走 向垄断, 因为几十 个大型企 业彼此之

可利 用成员 企业 与国外 的广 泛联系, 引 进国 外的先 进技

间容易产 生协定, 另 一方面, 正是企业 的规模巨 大造成了

术 设备, 使 集 团始 终走 在 开发 新产 品、新 技术 的 前沿 地

竞争 的困难, 产生 了垄 断的趋 势。
”[ 5] ( P740) 由此可 见, 企业

阮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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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 发展可能会导致 垄断产生。一 个企业集团 的发展
势必 要求内 部的 积累和 外部 的扩张, 以 使集 团在市 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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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集团发展的调控及法律对策

争 中处 于有利 地位, 无 法避免 地会 产生生 产的 集中。因

企 业集团 的发 展符合 国家 和社 会的总 体利 益, 已逐

此, 我们 可以 这么说, 企 业集 团的发 展壮 大过程, 就 是垄

步成为 我国经济战线 上的主力军。但 为了使我 国的企业

断的条件逐步成熟的过程。同时, 政府鼓励企业兼并和组

集团沿着 法制轨道健康 发展, 笔者认为, 应该认 真解决以

建企 业集团, 是 在缺乏 法律 规范的 情况 下操 作和运 转起

下问题:

来 的, 继 续发 展下去, 都 可能 导致经 济力 量过度 集中, 为

1. 确定 企业集团 的统一模式。虽 然企业集 团的模式

经济性垄断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目 前, 经济性垄断主要

是由 生产力 和生 产关系 的矛 盾发展 来决 定的, 不是 固定

表 现在: ( 1) 产生市场势 力。我国的企 业集团大多 以名牌

不变的。但综合目前的实际情况 和对未来的设想, 应有一

产品为龙 头, 集产 品的生产、销售、服务于 一体, 容 易在市

个 相对比 较稳 定的模 式: 在所 有制上, 不 拘所有 制成 份,

场 上取得 支配地 位, 形成限 制竞 争的市 场势 力; ( 2) 产生

鼓励各种 经济成份并存; 在组 织构成上, 应由多 个法人组

垄断价格。在一个行业中, 企业集团一旦取得市场支配地

成, 真正 成为 法人联 合体; 在 组织结 构上, 要 有一个 核心

位, 就缺 乏竞 争对其 的约 束, 在赢利 动机 的驱使 下, 就可

企 业, 有 多级 的紧密 层、半紧 密层和 松散 层; 在联结 纽带

能出现垄 断高价, 也 可能出现 垄断低价, 以排挤其 他为数

上, 追求多元 化, 可以 以生产、经营、技术服务、融资、专业

不 多的竞 争者, 确立 其独占 市场 的地位; ( 3) 过度集 中引
起生产与技术的停滞。集团在外部无 压力的情况下, 就失
去对开发 新技术、
新 产品的积 极性, 只 要通过涨价 或限制
生产 数量即 可轻 易获取 高额 利润, 就失 去了 经营管 理和
[ 6] ( P208—214)
降低生产 成本的动力。
同时, 随着我国经 济体制

改革的深 入, 行政性 垄断在逐 步得到约束, 但有慢 慢向经
济性垄断转变的趋势。在今后一段时 间内, 即使行政性垄
断完全被 消除, 由行 政性垄断 而取得的市 场优势地位、良
好的 生产集 中状 况, 以 及由 计划调 拨所 形成 的产品 销售
关系等都将持续存在, 成为产生经济性垄断的条件。
5. 企业 集团缺乏金 融机构的 参与。我国企业 集团规
模普遍较 小, 与国外 的企业集 团存在明显 的差距, 其重要
的原因 就是资金的匮乏 。同时企业与 金融机构的 信贷关
系 是临时 的、短期的、不 稳定 的, 这 都制 约着 企业集 团进
一步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 提高, 企业集团发展
客观上需 要有一个纵横 交错、调节自如的 资金融通环 境,
因而, 金 融机构 直接参 与企 业集团 的经 营活 动就显 得极
为迫切。一方面消除了企业资金短缺 的困扰, 为集团生产

化协作、项目成套、长期优 惠性契约等 多种形式 为联结纽
带; 在经营策略 上, 逐步 实现多元 经营, 立 足国内市 场, 走
向 国际市 场; 在内部 管理 上, 注重统 一规 划, 统一经 营管
理, 真正体现经济一体化。
2. 建立审批制度, 完善成立程序。仔细审查企业集团
成立的背 景材料、
章 程与协议, 明确产 权边界与 责权利关
系, 重点调查组成企 业集团是 否会造成产 业垄断, 是否尊
重集团 成员自愿选择 的原则。为改变 过去组建 企业集团
时以 行政命 令代替 法规的 状况, 国家工 商局于 1998 年 4
月 颁布了 《
集 团公司 登记 管理暂 行规 定》
, 把 集团公 司的
组建条件 、
原则、章程、审批程 序等予以法 规上的确 认, 使
组建集团 的活动规范化、制度 化, 最大 程度上杜 绝行政翻
牌公司的出现。
3. 用股份制来 重构或组建企业集 团。1993 年党的十
四届 三中全 会提 出建立 现代 企业制 度后, 企 业集团 开始
按现 代企业 制度 的要求 引入 股份制, 改 变过 去以行 政手
段和 契约的组建 方式 , 核心企业 可以对紧 密层和 半紧密
层实行控 股和参股, 使企业集 团真正成为 利益的共 同体,
增强集团 的凝聚力, 并可妥善 解决集团内 部的收益 分配。

规模的扩 大, 经营范 围的扩张, 多品种 生产结构的 形成提

各成员企 业在统一规划 下, 独 立开展经营, 容易 形成新的

供了资金 保障, 另一 方面, 金融机构与 企业集团形 成一荣

经济增 长点, 推 动整个企业 集团的发 展。因此, 用股份制

俱荣, 一损俱损的关系, 信贷关系必然得到巩固。因此, 工

改造和规 范企业集团是引 导企业集团 冲出重重 困境的根

业资 本与金 融资 本融合 在一 起, 也 是我 国企 业集团 的发

本出路。

展趋势。

4. 国家的政策控制。( 1) 引导布局、规范产业。应引导

6. 企业 集团在自我 发展能力、外部发 展环境、体制条

企业集团 向内地渗透或重 点扶持内地 组建以中 心城市的

件等方 面还很不完善。我 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新机 制还未

企业为 核心的企业 集团。同时, 为扭转产 业结构不 合理,

完全成型, 企业适应 性较差, 一些包袱 较重的老企 业面临

适当 鼓励和 引导 在基础 产业、重点 扶持 的产 业发展 企业

的首要问 题是活力不足, 缺乏 自我发展能 力, 而一 些机制

集团。( 2) 理顺关系、化解矛盾。企业集团把属于各个主管

转换 较好、资产 质量较 高的 企业则 受制 于外 部环境 的摩

部门 的企业联合在一 起, 突破 “
三不 变”
原 则, 势 必会影响

擦。因此, 体制条件 不完备, 使得大型 企业集团陷 入大量

各地 区各部 门的 暂时利 益, 其中引 发的 矛盾 极易成 为企

的体 制冲突 之中, 这是 我国 企业集 团步 履艰 难的根 本原

业 集团 发 展的 绊脚 石, 只 有通 过政 府 出面 协 调, 化解 矛

[ 7] ( P706)
因。

盾, 才能为集团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3) 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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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竞争。国家应扫除市场进入的障 碍, 保证各行业潜在

形式或其 它形式的联合、共谋, 用来限 制州际间 或外国之

市场进入 的及时性、可能性和 充分性, 使取得市场 优势的

间 的贸易 和商 业, 都 是非 法的。”
日 本认 为不 公正交 易行

企业集团无法滥用市场优势。( 4) 政企分开、完善管理。国

为 包括: ( 1) 不公正地区 别对待其他 事业者; ( 2) 以不当的

务院 发展研 究中 心企业 部部 长丁宁 宁认 为: 政企分 不开

价 格进行交易; ( 3) 不公 正地引诱或 强制交易; ( 4) 以不当

的根 本原因 是各 职能部 门习 惯于旧 体制 下的分 工, 想直

地约 束对方事业活动为 条件进行交 易; ( 5) 不当 地利用自

接去抓企业, 否则心里就不踏实。现在恰逢国务院政府机

己 的交易 地位交 易; ( 6) 不当 地妨碍 其他 事业者 的交 易。

构改革, 应借这 股东风, 理顺各职 能部门的关 系。企业集

加上股份 的保有、
干 部的兼任、合并及 营业的转 让等行为

团政策要从简政放权转变到规范化的制 度上来。

都 看成是 排斥、限制 、
取 消竞 争, 实 际上 或可 能导致 垄断

5. 废除企业集团 的“
等 级制度”。我国 的企业 向来是

的行为。因此, 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可借鉴这种行为规制机

按“
级”排 辈, 按 其规模 的大 小把企 业的 行政 领导定 为科

制, 设立 多种 企业集 团的 垄断 行为, 一旦 这种行 为出 现,

级、处 级、局级 等, 企 业的 规 模越 大, 领 导 相应 的 级别 越

就可认定企业集团的垄断。通过 行为规制, 使我国的反垄

高, 这也 就促使 了许多 企业 的领导 迫切 要求 组建企 业集

断法能更好地规范企业集团的经济性 垄断。

团, 扩大规模, 其目的并不 在于能否取 得比以前更 好的经

7. 国家的其他法律调控。( 1) 价格法。企业集团因其

济效益, 而在于 是否能提高 本身的行 政级别。因而, 许多

特殊 的经济地位, 容易产生 垄断价格。《中华人 民共和国

企业 集团并 不是 通过内 部积 累逐步 扩大 形成的, 而 通过

价 格法》
已 于 1998 年 5 月 1 日正 式生效, 其中第 14 条第

盲目的 兼并、
合 并, 使规 模上迅速 得到扩大。我们 应该废

一款明 确规定: “经营者 不得相互 串通、
操 纵市场价 格, 损

除这种等 级制度, 使 企业集团 行为和政府 行为划清界 线。

害其他经 营者或消费者 的合法权 益。
”企业集团 应严格遵

目前, 我国有些地方 已注意到 这种情况, 如上海对 新任命

守《
价 格法》的规 定, 限 制其 滥用市 场优 势地 位任意 涨价

的国有企业高层人士不再定行政级别。

或 削价, 以达到 谋求垄断利 润和独占市 场的目的。( 2) 税

6. 制定《
反垄断 法》实施控 制。企业集 团的垄 断包括

法。我国对企业集团实行不重复 征税原则, 采取所得税优

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我们应明 确, 行政性垄断单纯

惠措施, 这是很必要的。但地方政府又纷纷采取更优惠措

靠反垄断 法来调整, 是治标不 治本, 无 法从根本上 消灭垄

施, 则值得研究, 这样发展下去, 势必会引起不良后果。因

断, 必须 从我 国的政 治、经济、财政 体制 入手, 快 速、彻底

此, 必须 从立法 上改变 地方 政府任 意给 予企 业集团 以税

改革旧体制, 才能消除行政性垄断。通过确立扼制行政垄

收优 惠的作 法, 而应由 国家 对企业 集团 享有 的优惠 待遇

断产 生的权 力制 衡系统, 依 法划定 经济 行政 权力的 运行

作出 尽量详 细的 统一规 定, 并对地 方政 府变 动统一 优惠

轨迹 和活动范围。 可 见, 我们 不可过多 地依赖反 垄断法

待遇的权限和范围加以规制 。( 3) 企业兼并法。目前, 我国

来调 整行政 性垄 断, 反 垄断 法仅在 防止 行政 性垄断 向经

的企业 兼并法律法 规分散、不系统, 缺乏可操 作性。应制

济性垄断转变有调整的作用。对于经 济性垄断, 国外的反

定一 部对企 业兼 并的一 般性、普遍 性关 系进 行调整 的基

垄断法 具有借鉴意义。首 先是对企业 集团垄断状 态的认

本 法律, 通过 立法来 明确 企业 兼并的 目的、条件 、
优 惠政

定。日本 的《
关于禁 止私人垄断 和确保公正 交易的法 律》

策及法律责任。( 4) 公司法。我国公司法已于 1994 年正式

第二 条第七款中规定垄 断状态指: ( 1) 一个事业者 的市场

出台, 企 业集团 必须严 格按 公司法 中有 关控 股公司 和子

占 有率 超 过 1/ 2 或两 个事 业 者的 市场 占 有率 合 计超 过

公司的规定, 进一步完善股权制。股权制是企业集团今后

3/ 4; ( 2) 给其他 事业者 新办 属于该 事业 领域 的事业 造成

发展的 根本出路。同时, 可借 鉴日本对公 司合并的 规制,

明显的困难。德国的《卡特尔法》
第二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规定 企业集 团中 核心企 业的 控股、参股 限制 及表决 权的

a. 企业就某 种特定的商 品和劳务, 在大多 数情况下, 具有

限 制, 明 确核 心企业 对紧 密层、半紧 密层、松 散层的 影响

1/ 3的市场比重; b. 三个或 三个以下的 企业对其共 同拥有

程度和范 围, 避免出 现集团的 领导层滥用 权力, 谋求暂时

50% 或更多的市场比重; c. 五个或五个以下企业对其共同

的经济利益。( 5) 企业登记法。企业集团是一个特殊的群

拥 有 2/ 3 或 更多的 市场 比重, 可以 认定 为控制 市场 的企

体, 它本 身不 具有法 人资 格, 无法进 行工 商登记 , 但 其在

业。我国的反垄断法可借鉴国外这种 市场结构规制机制,

经济 活动中 作为 资本经 营的 整体, 应对 外承 担独立 的民

给国内企 业集团的市场占 有率设定一 个合乎国情 的最高

事责任, 然而其又无 实质意义 上的独立财 产, 因 而企业登

限, 一旦 超过, 即 可认定 集团 处于垄 断状 态, 当然这 个最

记法 必须解 决这 一矛盾, 把 企业集 团登 记注 册从法 人登

高限对 不同行业是各不 相同的。再者 是对企业集 团垄断

记中单列出来, 专款作出规定, 明确其法律地位 。( 6) 证券

行为的认定。德国《卡特尔法》
把企业 的相互协调行为、
企

法。随着股份制企业集团的发展 , 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股票

业和企业 协会强迫其他 企业行为、中断供 货和歧视行 为、

等问题。证券法作为企业集团发 展的外部法制环境, 其对

加入经济 或行业联合会限 制等行为都 看成是限制 竞争的

股 票发行 主体、发行 程序 和方 法、
股 息红 利的分 配、流通

行为。美国的《谢尔曼法》
明 确规定: “任何契约, 以托拉斯

形式及上 市条件、
交 易规则等 有统一详尽 的规定, 使股票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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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流通在国家监督和控制下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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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eveloping enterprise groups
at present stag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RUAN Jing -qing
( Wenling Indus t rial and Commercial A dminis tr at ion, W enl ing, Zh ejiang, 317500, Chi na)

Abstract: T he development of ent erprise g roups at present st ag e is t o meet t he needs of m arket
economy and social mass pro duct ion, w hich has disaduantag es as w ell as adv ant ages. In or der t hat t he
ent erpr ise g roups co uld develop along t he l eg al t rack, the fo llow ing cl aim s must be dealt w ith
pr operly : set up the unif ied model of ent er prise gr oups and evaluat ion syst em ; reorg anize t he
ent erpr ises w it h st ock system ; reg ulat e and co nt rol the ent erpr ise gro ups w it h st at e pol icy ; do aw ay
w ith the hier achial sy st em w it hin the enterprise g roups; set up“
ant imonopoly law ”
, et c.
Key words: ent erprise group; superior it y analy sis; obst ruct ion analy sis; legal count 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