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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团体商法人

赵忠龙

[ 摘  要 ]  宗教团体商法人不同于宗教团体的商业行为，而限定于事实存在的宗教团体出

资组建的公司，该公司进行商事经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商法人，而这显然是传统民法学说的

目的财产难以概括的。宗教团体商法人具有先天的社会资本优势，能够更为有效和广泛地促成

社会合作，但是世俗社会中的宗教团体商法人同样可能面临“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

宗教理想与世俗规则并不矛盾，高尚的宗教理想能够提升商业的伦理属性，完善的世俗规则能

够保障理想的具体实践。当代宗教团体商法人的考察应当从经验与规范两个层面切入，世俗国

家则应从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两个层面实现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法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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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  赵忠龙（1976—），男，甘肃民勤人，法学博士，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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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来源自西方法律传统，最初的罗马法并没有法人的名称，该名称是注释法学派在总结

概括罗马法的基础上，作为自然人的对称而提出来的。形成基于分工与合作的团体能够在更大的范

围内配置资源，在生存竞争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可能最终决定着一个种群的命运。在罗马

法传统上，国家和地方政府最早取得独立的人格，与其成员人格相分离，是为社团的起源。〔1〕罗

马法也承认神庙享有财产权，可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契约，取得债权，承担债务，其构成的基础为财

产而非人，是为最早的财团。在西方的政治传统中，教堂、寺院和慈善团体享有法人资格，形成了

平衡世俗国家的重要力量。商业关系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简单结果，宗教在其

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世纪的宗教团体不仅拥有土地、人力和资本的资源优势，还拥有超越

血缘和地缘实现社会合作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宗教团体不是简单的参与商业活动，而是在商业交易

中课以道德伦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业关系中的信任风险、交易标准和机会主义。宗教团

体成为了最早的商法人，实践中对禁欲主义教义的改革更为契合商业发展，宗教改革赋予商业以伦

理基础从而造就了商法，而商法进一步推动了商业革命，商业革命推动了整个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变

迁。〔2〕时至今日，宗教团体商法人在全球经济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国家很多银行、上市公

〔1〕 参见周柟：《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290 页。

〔2〕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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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基金会的大股东或多或少都有来自宗教团体的背景，众多伊斯兰金融机构更是由宗教团体直接

出资运营。当代宗教团体商法人的考察应当从经验与规范两个层面切入，世俗国家则应从内部治理

与外部监管两个层面实现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法律治理。

一、宗教组织与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法律界定

（一）现代宗教组织的发展趋势

所谓的宗教组织，实际上就是被制度化的一种宗教群体，是人们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聚合在一

起的一种社会组织，是一种群体性的人民团体。他们一般都是将场所选定在富有宗教神圣意味的建

筑物，例如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道教的宫观、民间信仰的神庙等等，

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组织管理关系，典型如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宗教的组织形态并不是单一的，在

经历制度化的过程之中，因为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同的宗教组织所具有的运作机制也是

不一样的，群体成员之间的结合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组织是很森严机密的，他们有完善的权威

教阶机制；但是有的组织却是很松散的，没有约束性，信徒和宗教组织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崇拜和

祭祀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与民间信仰等，他们的神职人员虽有一定的修行指

导权威，信仰者可以概称为善男信女，其教徒认定和组织运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模糊不明的现象，

他们只是通过宗教建筑物来进行祭祀的普通群体而已，大多没有类似教会的组织管理。但从基督教

的运作流程来分析，基督教徒一般需要通过要求的入教程序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因此基督徒

对教会的忠诚和归属意识是非常深刻的。善男信女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成气候，但是他们的宗教感情

和宗教体验意识却可能也很强烈，作为一种稳定的生活群体，具有很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综观宗教组织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宗教组织自身是非常多样和易变的，一种类型的宗教可以

分化形成多个不同的宗教，同一个宗教在不同的国家的组织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社会形势不断变

化的情况下，其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宗教信仰意识是宗教组织的文化和精神实体，不管其外

在形式如何变化，其内在本质都是不会变化的。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组织和制度呈现出政

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特征，并出现相互联系和融合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的宗教实体和精神层

面的宗教实体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必然要和具体形态的制度发生矛盾和碰撞。

在交通日益便利的情况下，宗教组织的延伸范围也在不断的增加，各种类型的宗教群体相互交

叉共存，由一个宗教组织教导信徒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宗教组织都有自身

吸收教徒的方式和途径，并形成现代社会中复杂的宗教团体。〔3〕中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宗教组织是

非常多元的，不仅有民间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还有从世界范围内传入的基督教的

不同教派，各个新发展起来的宗教组织都在积极的选择和安排自己的发展基地，本土性新出现的宗

教组织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具体的数量已经难以估量。此外，宗教组织的多样化加剧了政府的行

政管理难度，如果一个宗教组织没有合法的地位的话，就会以非法的形式存在和运行，针对这类型

的宗教组织的管理更是难上加难。

（二）宗教组织的类型化与开放性

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组织处于何种地位呢？在推动宗教立法的过程中，有的倾向称为“宗教法

〔3〕 Tariq Modood, “Anti-Essenti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Recogni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ume 6, Number 4, 1998, pp. 37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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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有的倾向称为“宗教团体法”。相应的宗教组织被称为宗教法人或者是宗教团体。但是对

于宗教组织是不是应当具备法人的形态与资格，各界观点并不一致。宗教团体是目前较为各界认可

的一个法律称谓。从广义的层面来分析，宗教团体实际上可能具有三种类型宗教组织的法律形态：

第一种就是“寺庙、宫观、礼拜堂、清真寺与教堂”，是指所有能够进行宗教祭祀的各类场所，既

包括以前没有登记过的神坛或道场，也包括新发展起来的各类布教场所。第二种就是“宗教社会团

体（宗教联合团体）”，他们是宗教群体联合组织的一种社会团体，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但是组织

的动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第三种就是“宗教基金会”，本质上是财团法人的一种宗教团体，通过

财产登记来获取法人性质的法律地位，进而实施宗教组织活动。〔4〕

上面阐述的三种宗教组织的认定标准都是按照宗教团体的组织活动特点结合一般法学原理进行

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分宗教组织的主体性。传统法律理论对待宗教组织，要么倾向财团法人，

要么倾向社团法人。第一种和第三种进路的关注点是宗教组织的建筑物和财产，为了行政管理的便

利，本末倒置地将信众依附于建筑物和财产的名分之下，没有看到宗教组织的“人合性”特征。第

二种进路，表面上是以群众为主体，但是它看中的是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并没有看到宗教群体不

同于社会团体的信仰主体性，信众的宗教认同不意味着必然要依附在宗教组织的名分之下。宗教组

织是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表现形态，其有关人事物等具体和实践的运作，都是基于信仰需求而来的

设置。虽然宗教组织在理念和宗旨上超越了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的具象形态，在尘俗的实践中却又

依托了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的外观形式，但不能因此而要求宗教组织一定要采用财团或社团的法人

形式。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是易于混同的概念，但是宗教团体是非常开放的，共

享一定的行为与制度规范，基于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的一种信仰情感和价值机制。宗教团体是

宗教生活整合下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宗教被制度化后产生的，其主体由共同信仰的群体所组

成，组织运行的权力架构和经济资源也应该是以信众为主，而不应试图以严苛的科层组织形态来宰

制（dominate）信众。〔5〕宗教团体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可以依其各自的信仰特点与教义要求，选择

与其发展模式相适应的、开放的和多元的组织形态，结合我国宗教团体发展的实际情况，大约可以

分成下列三大类：

1．以宗教活动场所为线索的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所不仅需要接受政府主管单位的行政领导，还需要接受宗教协会在教务方面的领

导，宗教活动场所要尊重并服从他们的领导。上面阐述的两种领导并不是相冲突和相违背的，他们

的性质和领导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之间不能够相互取代。教务领导主要就是对宗教的内部

事务进行监管。宗教活动必须通过宗教活动场所来进行。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宗教管理制度规制宗

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团体是宗教管理制度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不同的宗教组织形态，所呈现出来

的表现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不同名目和形态的宗教组织的象征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寺庙代表佛

教；宫观代表道教；教堂代表基督教、天主教；清真寺代表伊斯兰教等。这里提到的寺庙、教堂、

宫观、村庙、祠堂等除了象征宗教类型之外，也是教派和宗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以宗教活动场

〔4〕 Eric A. Posne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Religious Groups”, Legal Theory, Volume 2, 1996, pp. 33-62.

〔5〕 Lloyd Hitoshi Mayer, “Limits On State Regula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ere We Are And 

Where We Are Going”, Journal Articles. Paper 951, http://scholarship.law.nd.edu/cgi/viewcontent.

cgi?article=2064&context=law_faculty_scholarship, last visited on Feb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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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线索的宗教团体数量最多，类型也最为多样，都是相对独立的宣教组织，不需要上下统属的领

导中心，宗教和信徒在祭祀或者是举办活动的宗教场所内进行交流沟通。神庙和教徒大多数是因为

祭祀的关系组合在一起的，神庙作为一个公开祭祀的场所，教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和退出。传

统意义上的佛教和道教属于分立型的宗教团体，寺庙和宫观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组织，虽然可能拥有相

同的法门或法派的信仰，但是一般没有教派和教团的领导，僧侣或道士只是因为修行而结合在一起的，

比较重视师承。同时僧侣和道士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独立的发展，对外需要以佛法或道法的护持

为基础，有意愿参加的群众可以凭借善男信女的身份加入教派。中国伊斯兰教与上述类似，各清真寺独

立自主发展，彼此之间并没有指挥和领导的权力。中国部分基督教派也是采分立的发展方式，如教会聚

会所的地方教会，彼此是不相隶属而各自独立的，是建立在不受其它聚会所管辖的原则上。

2．以宗教协会为线索的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寺庙、宗教协会和宗教活动场所都无法与宗教团体相脱离，虽然他们的内涵和外延

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使用习惯的层面上来分析，寺庙和教堂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它并不能够代表

所有的宗教团体。宗教团体虽然具有很大的外延，但是它自身的包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意味

着它还是能够涵盖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群体。现阶段，我国全国性的爱国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有：中

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

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全国范围内，宗教活动场

所超过8.5万个，宗教团体的数量超过3000个。全国性的宗教团体虽然与地方宗教团体有全国与地

方之别，但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隶属管理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同种宗教的团体，虽然尊奉共同

的信仰，全国性宗教团体会进行相应的教务指导，也会组织全国范围内的教务交流，但是组织方式

各自独立。宗教管理的重点仍然是从宗教内部事务上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和监督。对于我国

五大宗教的活动场所，基本还是按照国务院198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相关内

容采用“民办非企业”的形式来进行登记的。所谓的民办非企业，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

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并不是

源于政府或者是政府单位举办，“民办非企业”因此具有民间性、非营利性、社会性和独立性等特

征。长久以来，宗教活动场所需要受到行政和教务的双重领导。

3．以组织科层为线索的宗教团体

这种宗教团体的组织观念非常的强烈，具有很明确和具体的教派意识，能够增强宗教团体和信

徒之间的结合，能够加强信徒对组织的忠诚和向心力。同时，通过扩散的方式在各个地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礼拜的场所还能够加强总部和支部之间的联系，加强信仰认同，以便总会更好的进行监管和

领导。这种类型的宗教团体的运动意识非常的浓烈，非常看中内部信徒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并通过

运动实践延伸和扩展教团的发展前途。组织科层的宗教团体大多都是正式的组织机构，具有教阶明

确的教务管理机制，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都有属于各自的职责。天主教内部也存在分立的修会团

体，但是这些团体需要接受教皇的管辖。有的基督教组织使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例如，长

老制或者公理制，各个教会不仅可以独立自主的采取活动，还可以通过结合的方式组成代议的领导

组织。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民间信仰的“师傅”体系，也有着组织科层化体系的宗教团体特

征，但尚未发展为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组织程度。按照2013年社会组织管理方法改革的新举措，社会

组织可以不借助任何团体的名义向民政单位申请登记，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增强自身的自主性和活

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类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法律类型的社会组织是一样的，不能够独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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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机关进行登记，还需要取得业务主管部门的许可。

（三）宗教团体商法人的事实与意义

宗教团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既有基于法律形式意义的宗教团体，也有基于事实存

在意义的宗教团体，这无论是对于考察近代商法还是中国当代实践都是极为关键的。宗教团体商法

人不同于宗教团体的商业行为，而限定于事实存在的宗教团体出资组建的公司，该公司进行商事经

营，这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商法人，而这显然是传统民法学说的目的财产难以概括的。宗教团体商法

人也不同于财团法人和信托，宗教团体商法人从事普通商事行为，只是根据其公司章程和股东的特

殊性，公司营利最终归属股东所代表的宗教团体。〔6〕

1．我国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概况

各种形式的宗教团体出资组建公司进行商事经营虽然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但是官方和宗教

协会并没有公布相关的数字。根据作者十余年来田野调查的粗劣资料，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分布与宗

教的具体分布有着正相关关系，简表如下：

我国宗教团体商法人概况

实力 宗教 宗教团体商法人主要区域 分布产业

1 佛教

河南、山东、安徽、湖南、广东、内蒙古、

浙江、福建、江西、山西、广西、辽宁、吉

林、黑龙江、云南、西藏等

宗教用品、食品、中药、保健、文化、武术培

训、互联网、建筑、园林、旅游等

2
基督教/天

主教

浙江、山东、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福

建、云南等

宗教用品、建筑、文化、互联网、外贸、旅游、

金融、酒店、交通等

3 道教
湖北、四川、江西、江苏、湖南、广东、福

建等

宗教用品、食品、中药、保健、文化、互联网、

建筑、园林、旅游等

4 伊斯兰教
甘肃、新疆、青海、宁夏、陕西、云南、浙

江、西藏等

宗教用品、能源、矿业、建筑、交通、文化、餐

饮、外贸、金融等

佛教、道教在中药、保健品产业中占有优势，典型如少林药局和成都恩威集团，主要经营范围

都是中药和保健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较为重视风水，因此佛教和道教对建筑业和房地产也有较大

影响。基督教、天主教在互联网、外贸、旅游和酒店等产业中有较多参与，典型如基督教青年会

（YMCA）。甘肃兰州、临夏、临潭等多地，伊斯兰教道堂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已经成立

上百家公司，遍布发电、房地产、餐饮、交通、旅游等产业领域。

宗教团体商法人中较为代表性的个案是少林经济，少林寺于1998年成立了我国佛教界的第一家

公司——河南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现阶段已经获得了45个类别、200多个商标的注册证

书。此外，少林寺还成立了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文化产业的研发和营销，对少林寺品牌进

行品牌管理和品牌授权。其后还成为了河南少林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最近十年的时

间里，少林寺的商业规模不断拓展，即使是在医药、电子商务和出版等领域都可以发现其身影。截

止2006年的公开数据显示，河南少林寺食品有限公司已经投资设立了五家独立的子公司，分布于河

南、湖北、云南和江苏，这些子公司使用的都是少林寺的品牌。现阶段，公司已经获得了在食品行

业的少林寺品牌使用权。在佛法无边、健康无限的经营观念下，公司已经构建了健全的销售网络机

制，发展的触角已经遍布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主要城市。〔7〕

〔6〕 Michael A. Helfand, “Fighting for the Debtor’s Soul: Regulating Religious Commercial Conduct”,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Vol 19, No. 1: Fall 2011, p.157.

〔7〕 吴丽：《信仰的生意》，载《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 年 7 月 27 日。



·论宗教团体商法人·

·85·

2．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核心特征——资本经营性

商法人是指达到一定规模、具备法定条件，经过法定程序创立的，实施商行为的具有独立人格

的社团组织性商法主体，其典型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宗教团体商法人与宗

教团体从事普通经济活动的差别性所在。1998年7月14日设立的少林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注

册资本是300万元，其中僧人释印松和释永乾各自出资75万元，各自的股权份额均是25%；剩余的资

金150万元由少林寺提供，持有的股权份额为50%，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释永信。河南登封宗教局

发放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证》上登记的少林寺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定代表人是释永信，此外少

林寺推选出来了两位身份和地位极为重要的老和尚代持少林寺的一部分股权，分别为少林寺首座和

尚释印松法师和少林寺四大班首之一释永乾法师。〔8〕所谓的资本经营，实际上就是将资本的增值作

为经营管理目标的一种经营模式，该模式重视强调的是资本运营的增值和资本结构的优化增值。资

本运营增值需要公司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对资本进行管理和配置，使资本能够高效率的运营。

资本结构优化增值就是公司要采用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资本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要对资本进行优

化和调整，尽可能的发挥资本的效用和价值。从中可以知道，资本积聚不过是资本经营的一个准备

前提，重点在于怎样合理有效的组合配置资本。宗教团体商法人的组织结构和资本结构为资本运营

提供了制度平台。

3．宗教团体商法人的组织特征

尽管宗教团体商法人与普通商法人一样以资本经营性为核心特征，遵循普通公司的治理原则，

但是这并不妨碍其股东营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宗教团体的利益，以及实践其宗教修为。在宗教团体

直接投资设立公司的一级商法人层面，解决股东机制较多依靠承诺人代持股份制度，承诺人作为寺

院的代持股人一般不参与代持股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对股份享有所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没有分

红权，也不收取工资，代持股公司的全部股份最终归属寺院所有。承诺人去世或者离开寺院，承诺

无条件将其代持的股份转移或变更至寺院名下或民主管理委员会其他人员名下。承诺人的任何家属

无条件放弃对承诺人代持股发的继承，无权向寺院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并应积极配合寺院办理转让

或变更股份手续。宗教团体投资设立一级商法人后，该一级商法人往往会继续投资设立二级及更多

层级的商法人，在法律形式上，各级商法人之间都是独立的公司法人，出现类似于公司集团的母公

司和子公司格局。为了保障二级或更多层级商法人的宗教团体目的，二级或更多层级商法人的股东

往往与最初的宗教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在2006年12月7日，河南少林寺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依法成立，

注册资本是70万美元，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大东方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和香港籍

自然人股东童江构成公司股东。三个股东和嵩山少林寺都有密切的渊源，河南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是释永信方丈，香港自然人股东童江和昆明大东方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陈发凯及其自然人股东马鹏程都是少林寺的第34代弟子。〔9〕宗教团体商法人是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

框架下，解决宗教团体实际需要的务实选择，但与此同时代持股人及其家属仍然有极大的机会主义

空间，不时出现股权纷争。

4．宗教团体商法人的现实作用

在全球经济、文化和人员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数量也呈现出迅速增加的

态势，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壮大。就法律效果而言，宗教团体商法人是实践其宗教

〔8〕 封小涂：《少林经济三大秘笈》，载《南方周末》2015 年 8 月 20 日。

〔9〕 李明德、宗帅、李青：《时代催生少林寺多元化庙宇经济》，载《郑州日报》2009 年 5 月 19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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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为最有效的法律形式之一，其追求普通商事行为的同时，鉴于股东所代表的利益满足了一定程度

的社会需要。宗教团体商法人能够呈现出很多社会领域的信息和动态，能够代表的相当部分民众的

心理诉求，能够推动政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能够帮助弱势群体，能够推动和维护公共利益，有益

于政府公共政策的实施。在社会自治的原则下商法人就是一种社会的自治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自治

价值。商法人在实现自身职能的同时，还能够对自身进行监管和约束，以便自身的目标能够完成。

它们利用章程和规则来监管人员、利益的相关者，推动树立和形成协商、合作、参与等现代契约观

念。同时他们还能够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和影响，激发公众内心的责任意

识，推动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宗教社团商法人有益于社会的公序良俗，良好的法人治理能够促进

社会治理的公开和透明，能够有效调动社会监管的积极性，能够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益于社会

民主法治建设。

二、宗教团体商法人内部治理的问题与出路

（一）宗教团体商法人法律治理的主要问题

1．宗教团体商法人制度存在缺失导致法律形式混乱

宗教团体商法人诞生于“宗教场所”与“民办非企业”的夹缝之间，虽然套用了公司法人模式

解决了宗教团体的法人需求，但是毕竟存在宗教团体与具名股东之间巨大的产权诉求张力。宗教团

体商法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和内部承诺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产权诉求问题，但是现行法律的外观主

义原则并不认同这种规定的对外法律效果。宗教团体商法人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宗教团体商主体形

式，除了公司法人模式以外，更为广泛存在的可能是合伙型宗教团体商主体和个体型宗教团体商主

体。法人型宗教团体商主体可以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法人财产权。而合伙

型宗教团体商主体则由全体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个体型宗教团体商主体由举办者以个

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这种三分法显然是参照营利性企业的所有制模式而确立的，这样的法律形式

区分与资产管理制度不符，承认个体和合伙性质的宗教团体商主体不符合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一

般原则。以“个体”型宗教团体商主体为例，其作为非法人组织，在法律上，投入资产仍归其所

有，并且无法独立于此人的其它财产。在活动期间所可能招致的债务和损失由其承担无限责任，但

是如果一个人仅以挂名形式的财产从事宗教团体赋予的商业活动，以自己的全部财产负连带责任，

这就有失公允。所以宗教团体商法人采取普通公司模式应当是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次优选择。

2．内部治理规范缺乏系统性

绝大多数的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公司设立的简章都是非常简单的，虽然明确规定了任何人都不能

够侵占、挪用商法人的资产；商法人举行活动获取的收入都只能够用在章程规定的方面；商法人接

受的捐赠和资助都应该按照具体的规定来使用，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制定宗教团体商法人的组织管理

制度，很多甚至简单参照民办非企业提出章程应该涉及到组织管理机制、法定代表人的产生任免机

制。从上述的内容中可以知道，举办者也许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置组织机构，按照自己的

想法和要求来选择法定代表人。假如宗教团体商法人的举办者没有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商法人治理结

构的核心内容，那么举办者就有可能操控和决定所有的重要事务。因为大多数的宗教团体商法人都

可以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很多都会接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资助，所以如果举办者的权力不受到任何

限制的话，就有可能趁机为自己谋取私利。有效发挥商法人自身的治理机制能够很好的避免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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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举办者在投入钱财之后，财产就会通过商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支配和运作，举办者是无法从中

获得利润的，法人终止时也无权获得剩余财产。

3．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

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出现，本身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产物，宗教团体商法人过去长

期是被按照“普通公司”来对待的。由于资源依赖的原因，宗教团体商法人很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

的局面。故其所谓的“宗教团体”，实际充当的是类似于企业的“出资人”的地位。就我国现实

看，不仅宗教团体商法人的自主治理仍有必要优化，而且普通公司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和商业化陷阱

在宗教团体商法人仍然存在。同时，宗教团体商法人在财务和管理方面的机制还可能存在更多的问

题和缺陷。有的宗教团体商法人表面上采用的是董事会机制，但是在重要问题的决断方面还是由地

位重要特殊的个别人说了算的。此外，有许多的宗教团体商法人都没有制定严密健全的财务机制，

对财产的监管不够，所以经常会出现主要管理者携款潜逃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宗教团体的名誉和社

会公众的利益。

4．宗教团体商法人需要外部监管

与普通公司法人不同的是，宗教团体商法人的营利和财产将用于宗教宗旨，它先天存在着“所

有者缺位”，天然存在受益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也并不享有剩余索取权，享有

固定报酬的管理者是风险的规避者。因此，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内部产权配置是无法实现责权利的相

互对应。在实践中，为商法人的管理者配置一定的剩余控制权能够很好的激发管理者对团体的贡

献，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弊端，例如，有的管理者因为不懂得经营，违法经营或者是以公谋私，导致

丧失了公众的信任和依赖。所以，只对内部的治理机构进行完善还不能够解决商法人在制度方面的

漏洞，也无法很好的处理代理人的问题。很少有国家制订专门针对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法律，大部分

国家在具体的实践中倾向通过增强外部的治理机制来进行管理的，包括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对管

理者忠信义务的法律要求，尤为强调主张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途径全面参与的“协同治理”，所以

协同治理就成为了宗教团体商法人优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宗教团体商法人治理的主要目标就是怎样

合理的分派利益相关者的控制权，有效制约管理者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是宗教团体商法人治理的核

心任务。〔10〕

（二）宗教团体商法人完善内部治理的思考

1．平衡宗教规范与法律治理

宗教团体商法人因为参与人员主要来自于宗教团体，因而彼此之间更多依赖宗教规范，这能够

帮助降低集体合作的社会资本。宗教规范能够帮助实现宗教团体商法人内部治理的权威，但是宗教

规范不能替代具体的法律治理，具体的法律治理能够帮助实现宗教规范的具体诉求，平衡宗教规范

与法律治理的关键是制定良好的公司章程。宗教团体商法人成立的目的，是为实现宗教团体宗旨与

使命。因此，对其法人机关的董事会而言，主要的任务除了要考虑法人的设立目的外，更应确保整

个法人活动均能遵循其宗旨持久而有效运行。

社团的章程集中体现该社团的创办人、宗旨、目标和治理结构，是宗教团体商法人对外公信力

的法律凭据。因为商法人以有限责任制度为基础，作为一种平衡的制度设置，公司法理论要求公司

事务一定程度的公开，体现在公司章程的强制性注册登记和强制性维持。公司章程的公示，不但能

〔10〕 Priscilla Ann La Barbera, “Commercial Ventur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Volume 1, Issue 3, Spring 1991, pp. 21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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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社会知道公司是存在人格的，还是向社会彰显公司信用的外观证明，为公司与他人的经济交往

创造条件。交易相对人可以从公司的章程知悉公司的交易能力和资格，并决定是不是要和公司进行

经济交往，因此公司章程是对公司经营能力和信誉的一种展现。

而宗教团体商法人由于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监督主体“自然缺失”、内部监督机制较弱、

受益人监督能力不足等这些天然的制度缺陷，其章程的公开、公示也就成为其取得社会公信力的重

要依据。基于公司法的一般原理，公司在申请登记注册之前首先就要具备公司章程，并按照法律的

相关规定审查所提交的公司章程。此外，公司章程的变更也需要依法登记，这也是法人章程公示制

度的具体要求。

2．优化宗教团体商法人公司章程

公司制和法人产权制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商业史中无法忽视的一次变革，实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

的分离。公司所有权，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指由公司股东出资者产权中派生出来的一种以收益

权为中心的权利群，并不能够完全对应于法学意义上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公司控制权，也

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并不是严谨的法律概念，是在公司法人产权中派生出来的对公司财产实施占

有、使用和处分的相关权力。股东产权对应于公司所有权，法人产权对应于公司控制权，形成了现

代公司产权结构，客观上表现为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代公司产权结构虽然为公司的

高效率运行准备了条件，但导致经营者和股东之间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出现低效率的现象，这也就是

公司治理之所以存在的本质上的原因。从这一层面来说，公司治理实际上可以说成是对公司经营权

和所有权分离所带来的问题的治理，它主要就是从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矛盾来入手的，当然解决这

一矛盾的途径和形式是多元的。

宗教团体商法人章程是委托权、代理权产生的依据以及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渊源，是宗

教团体商法人治理的基本依据。虽然宗教团体商法人大多取有限责任公司甚或股份有限公司之形，

但以法人宗旨而言，它和财团法人章程的内容有相仿之处，针对这种情况，政策立法应当要求章程

对宗教团体商法人目的、名称、财产的管理、组织机构等事项做出明确规定。可以参考的立法例

有：《德国巴伐利亚财团法》第9条、《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1987）第2.02条章程的内容要求

的都比较具体。它是规定法人设立、组织、运行、解散以及设立人、管理人、受益人，以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文件。所以，针对宗教团体商法人章程的制定程序、强制性规则和审查

核准，法律应该更加谨慎和严格。

3．完善宗教团体商法人内部治理

（1）关于董事会角色与规范

虽然宗教团体商法人具备全部普通公司的形式，但是毕竟在股权结构设计和风险最终承担等方

面与普通公司存在着本质不同，宗教团体商法人真正的股东和最终承担风险的是宗教团体的所有成

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团体成员都能够成为公司的名义股东，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会的作用并

不明显。公司治理，是公司的所有者为了更好的管理和控制公司，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运用一揽子

合约制度安排激励与约束具体经营者的结构体系，合约的参与方既包括公司所有者、董事会、监

事会、高级经理人员，还可能包括形式各异的利益相关者。但由于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所有者缺

位”，没有像公司股东那样的成员，其委托权、控制权和受益权相分离，对它的内部治理而一言，

主要应该是董事会、监督会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协调与监督。

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正常运营首先需要“头脑”——法人意思机关，由其来决定自身内部事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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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外部活动，董事会是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必设机构，实务中宗教团体商法人董事会或理事会往往

身兼意思机关和执行机关双重角色。董事会的权力包括：（1）对外代表权。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法

定意思机关就是董事会，所以董事有权利代表公司处理所有事务。如果法人章程对董事会的代表权

进行了限制，那么此时的董事代表权不能够和善意第三人相对抗，这也是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和秩

序。如果董事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宗教团体商法人就要承担其带来的法律责

任。（2）对内执行权。在相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之下，董事会可以决定法人事务。例如，筹集、管

理和使用基金；董事会成员的挑选和辞退；董事长的推荐选择和辞退；内部组织的管理；投资计划

的制定和实施；财务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年度收支预算和决算的审核；法人的合并、终止、清算和

破产等等。

鉴于宗教团体商法人的特点，建议宗教管理部门通过政策对宗教团体商法人董事的资格、董事

人数、董事任期、董事的任免、董事的权限与义务、董事会决议之要件、董事会开会的次数，执行

官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进行细致的规定，监督指导宗教团体商法人的健康和规范发展。

（2）关于监事会角色与职能

监督制衡董事会权力的方式主要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所谓的内部制衡，实际上就是在商法

人的内部设置监事会；而外部制衡实际上就是对商法人机关进行行政、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等方面的

监督。虽然在法律形式上监事会是对董事权力和业务活动进行主要监督的机关，但实务中宗教团体

民主管理委员会往往发挥了更大的价值，因此为了更好维护宗教团体的权益，建议监事会成员由

宗教团体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构成。监事会的权限是：（1）对法人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

（2）对董事执行的业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审查；（3）一旦发现董事的财产或者是实施的业务出现问

题，应当及时上报给股东大会和宗教团体民主管理委员会；（4）为进行前项报告，可以召集临时股

东大会。监事会是大陆法系国家创设的制度，英美法国家法人内部不设常设监督机关，英美法除了

规范董事会详细的权限和议事规则，以及行为标准外，还取决于外部的独立会计师、首席检察官和

报告与披露等监督制度。

三、宗教团体商法人完善外部监管的思考

（一）增强政府督导功能

行政机关对宗教团体商法人进行督导与对其业务做出决定，两者有重大区别。一般来说，决定

就是决定者介入商法人内部治理，对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做出决定或实质影响。督导则是行政机关

以中立角度从外部对商法人的业务进行监督和指导。在已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中，行政机关从客

观的角度出发评估商法人的行为是不是和法律与章程相符合，它的行为是不是合法的，并不会受到

商法人内部情况和问题的制约及影响。宗教团体商法人与传统财团法人有诸多共性可资借鉴，督导

功能主要表现的权力有：（l）严格准则主义与行政督导。宗教团体设立商法人不需要报有关行政主

管机关批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条件，即可直接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工商管理审查合

格后授予合法的商法人主体资格，这也是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一般原则。〔11〕但是鉴于宗教团体的性

质与影响力，宗教管理部门应当对宗教团体投资设立公司的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和指导，对宗

教团体基于投资形成的公司提出治理指导意见，规范宗教团体的投资行为，规范宗教团体民主管理

〔11〕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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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与宗教团体商法人具体管理人的关系，规范宗教团体财产的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2）检

查权。行政机关也可以审查宗教团体商法人处理的业务是不是和法律、章程相符合，财产的实际情

况是否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规定。立法例可以参考《德国巴伐利亚财团法》第20条、25条、26条等规

定；也可以参考美国检察长制度，检察长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有权调查和审核基金会等非盈利性的

法人，避免出现管理者或者委托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实施的不当管理和欺诈等行为。如果检察长发现

管理者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公益基金遭受损害的情形，州检察长可以提起控告，要求管理者进行赔

偿，承担损失。（3）变更权和撤销权。参考立法例《“中国台湾”民法典》第65条的规定，“因情

事变更，致财团之目的不能达到时，主管机关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变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组织，

或解散之。”《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第14.20条规定，州务卿可依一定程序对法人到期仍未支付

应缴税款或罚款的，予以解散。《德国巴伐利亚财团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和要求。（4）损害赔偿

请求权。针对那些不按照法人章程或者是不承担自身职责的机关成员，财团法人监督机关可以以宗

教团体的名义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其成员赔偿损失，如《德国巴伐利亚财团法》的立法例。

（二）检察官介入监管制度

虽然英美法系国家没有明确的立法直接规制宗教团体商法人，但事实上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

介入制度是非常实用的监管工具。在英美司法实践中，一般并不把宗教团体商法人视为普通商事公

司，一家普通商事公司一旦被识别为宗教团体商法人将会参照公益法人或非营利法人适用法律。早

在1601年，英国就已经出现了首席检察官因慈善信托而申请的诉讼事件。和私人信托不一样，慈善

信托并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公共利益的立场来对信托财产的占有和经营进行的一种

管理活动。这时的首席检察官就已经充当了公众代表的角色，确保实现慈善信托和非营利法人宗旨

的价值。普通法中所涉及到的首席检察官机制包含了公众的期望。这是因为公益信托是以公共利益

的发展和壮大而进行的一种信托，所以应该从公益目的的立场上来进行运行，避免和预防受托者为

了自身的利益而擅自使用财产，同时公益信托应该发挥财产的生产力，增加财产的价值。美国在殖

民地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英国的这种首席检察官机制，美国各州的立法中也明确规定了这一机制。

《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中规定了各州的首席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权力。由此也可以看出首席检察

官在监管非营利法人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首席检察官是州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应该对公

益目的财产和公益信托财产进行严格的监督。首席检察官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就是对慈善组织进行调

查和审核，预防和避免管理者和信托者因为自身的能力不足对财产进行管理和欺诈。如果非营利法

人因为自身的管理造成公益财产出现损害的话，首席检察官就可以申请诉讼，并要求其进行赔偿。

同时首席检察官要将赔偿的财产交给慈善组织。

就现有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而言，只有享有特定权利的主体才可以进行公益诉讼，一般的社会公

众是不具有这种权利的。因此从公益法人的立场上来说，社会公众是不能够进行诉讼的。要想避免

和预防宗教团体商法人董事进行违法活动且不会被诉讼的情况，检察官可以被推选出来承担了公益

诉讼的重任，并对董事的行为进行监督。借鉴美国的立法例，首席检察官的职责包括：（1）调查

权。首席检察官可以对证人进行传唤，可以对非营利法人的账簿和会议记录进行查阅；可以调查董

事和受托者在交易过程中的关系，判定他们是不是出于公益目的来使用财产。（2）首席检察官可

以将董事或者受托者的职务进行撤销，也可以解散非营利法人；可以行使成员、董事和管理者的权

利；在非营利法人废止后应该提出清算等。这些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非营利法人的财产依据法

人章程的宗旨和资助者的意思来使用。（3）起诉权和参加诉讼的权利。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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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可以提出非营利法人不成立，对超过权限的非营利法人进行撤销。同时，如果认为捐赠的财

产没有按照捐赠的目的使用的话，也可以提出诉讼。此外，如果其他人提出诉讼，应该及时告知首

席检察官，首席检察官可以参加诉讼。

（三）报告和披露制度

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指出：“公开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与产业弊

病的矫正政策而被推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12〕公开透明能够有效的避

免宗教团体商法人的董事和管理者以公谋私，能够有效增强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这是因为宗教团

体商法人所开展的商业活动使用的都是资助者的财产，他们身上被寄予了公众的信赖和期望。宗教

团体商法人应该将真实的信息公示给公众，信息披露机制可以说是商法人治理的关键。对于宗教团

体商法人治理而言，它同样也是在委托代理机制下形成的一种治理规则，也需要董事会、管理者和

监事会的相互制约，同时档案、报告和披露制度都能够有效的监督法人的活动，确保法人目的的实

现。考虑到我国宗教团体商法人的普通商事活动特征，报告和披露的内容应当限于公司章程、成员

基本信息和会计记录，以保护其商业秘密。

通过分析《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中的第16.01条的规定可以知道，非营利法人需要对下面阐

述的文件和档案进行存储：第一，召开的所有成员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会议记录。对于没有召开的

会议，但是成员或董事却通过了的决议档案，该法第8.25条第4款中规定的董事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档案，也应该进行存储。第二，相应的会计档案。第三，对成员的档案进行保留。应当按照成员的

字母顺序来对成员的名称和地址进行排序，同时要标注每个成员可以投票的次数。法人应该通过书

面或者是可以在固定时间内转化为书面的形式进行存档，同时应该设置储备下面涉及到的档案的副

本：（l）章程、规章或通过重述的规章以及现在运行的规章修正案；（2）召开的关于成员或成员

集团或是成员种类特征、资格权限的董事会所通过的决议；（3）关于所有成员会议的会议记录和近

三年内成员会议通过的决议；（4）近三年内面向成员公布的通讯信息；（5）现阶段董事会成员和

高管的姓名以及地址；（6）按照第16.22条的相关要求发送给国务秘书的年度报告。尽管对于非营

利法人而言，各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治理模式，但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是任何良好治理

的重要特征。因而，政府有关部门通过立法制定并完善信息披露规范，就显而易见的至关重要。

宗教团体参与商业并进而成立商法人，并不是偶然的原因，而是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宗教团体商法人具有先天的社会资本优势，能够更为有效和广泛地促成社会合

作，但是世俗社会中的宗教团体商法人同样可能面临“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宗教理想

与世俗规则并不矛盾，高尚的宗教理想能够提升商业的伦理属性，完善的世俗规则能够保障理想的

具体实践。

（责任编辑  陈夏红）

〔12〕 Louis D. Brandeis, “Other People’s Money -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 http://louisville.edu/

law/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the-louis-d.-brandeis-collection/other-peoples-money-by-louis-d.-brandeis, 

last visited on Feb 2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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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ule on the Effect of the System of Revocable Litigation of the Sharehol 
ders’ Meeting Resolution 60

MAO Kuai/ Research fellow, East Asian Leg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Restructu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octoral candidat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Article 85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Law and paragraph 2 of Article 22 of Chinese Company 

Law jointly construct the rule of effectiveness of the revocable mechanism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which only takes content flaws and procedural flaws as the cause of action, ignoring the influence 

of intention flaws, voting exercise flaws and the authority flaws of resolution organs on the validity of resolutions. 

Although corporate resolutions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ities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general civil legal acts, the 

formulation of validity rules cannot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stead,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validity rules of 

general civil legal acts, and then incorporate th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of resolution acts in terms of behavior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law factors in combing them organically. The cause of action for the revocable litigation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resolution should also be removed from the dichotomy of content and procedure, and be 

reorganized and revie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ideas.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Evaluation System 74
DU Xueliang/ Vice director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evaluation 

system is not successful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also the defects in the system and the immaturity of the actual evaluation 

environm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represen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we must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academic thinking, adhere to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multi-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and evaluation practices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we must hold the quality and contribu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the core standard, combin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put a high 

empha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evaluation relief system, which will be the main way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e level of teachers.

On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of Religious Groups 80
ZHAO Zhonglong/Law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of religious groups is different from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is restricted to the commercial ventures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which run business normally, and 

constitute the legal sense of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The purpose-based property theory of traditional civil law 

is difficult to summarize these religious commercial conducts.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has its connatural advantage 

of social capital, promoting more effective and extensive social cooperation. However,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of 

religious groups also meets the problems of “the absence of owners” and “insider control” in this secular society. 

Religious ideals and secular rules are not contradictory. Lofty religious ideals can enhance ethical business attribute, 

and sound secular rules can guarantee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religious ideals. The study on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of religious group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empi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normative as well. The secular state 

should legally regulate commercial juridical person of religious groups through internal governance direction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structure.

The Regulation Logic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Chinese Depositary Receipt System 92

XUE Han/ President of Law and Commerce Branch of Law Publishing House; Chief Planning Editor; Deputy 

editor; doctoral candidate in Economic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Depository receipts are financial investment instruments amo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based on 

trust system innovation. The depository receipt system in China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all Hong Kong stocks, 

Chinese Concept stocks, dual-class share structure companies and VIE structure companies to return to A shares.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There ar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 market supervision,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of depository receipts in China. The 

perfect securities regulatory system and abundant regulatory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ository receipts regulatory system in China.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depository receipt system, especially 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 (ADR), we should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China’s 

depository receipt issuance system and guard against the potential risks that it may bring to China’s capital market 

in its opera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so as to further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securities market by introducing the depository receipt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