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
（２０１８ｖｉ）ｅｗ
Ｎｏ．２ａｗＲｅ

论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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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税法规范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其蕴含着对征纳双方权益的调制和与事实、政策
互动链接的税法理念。由概念到制定具体化规则与在个案中直接适用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
主要方式。在规范层面来看，税法原则作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表达了税法的基本价
值，起到发展税法的作用。在背景层面视角下，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体现出行政
主导性。对此，功能主义立场与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可以为其正当性辩护，证明其是宪制结构中的
必然制度安排。在中国语境下通往现代税法是一条泥泞之路：“垄断式 ”的行政权过于强势而亟需
法治规训，立法权需回归人大并合理配置，规制征税机关的规则制定权，并加快推动税务专门司法
制度的构建。
关键词 不确定法律概念 具体化 行政主导 司法审查

一 、问题的提出 、讨论价值与本文结构
立法与现实间的“空隙”即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生发的空间。不确定法律概念是规则创制回应
变迁现实的必然选择，在适用中亦作为法律解释、规范漏洞填补与法律续造等法解释学的逻辑起
点。不确定法律概念在税法之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民法学者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是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叶姗、刘剑文、侯猛等老师的指导和
建议，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一如惯例，文责自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与经济法制度完善研
究”（批准号１７ＡＦＸ０２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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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解释法律的方法论上的问题，〔１〕“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使用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
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２〕 而不确定法律概念在法理
学、行政法学中亦有较丰富的研究，〔３〕有趣的是，既有的研究呈现出浓厚的“司法面向”，即常将法
律适用者预设为法院或法官 〔４〕———主要讨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相关司法审查问题，且以个案中
如何解释等技术性问题为主，这可能源于我们深受面向司法的法学传统思维模式和分析路径影
响。这样的研究范式对于厘清不确定概念在司法裁判中的问题非常重要，然而遗憾在于难免“就
事论事”，对于除了解释问题之外的制度性背景因素考虑得不够。
在税法领域，首先，税法俨然已是我国最为复杂的法律之一，税法理应拥有更为缜密的逻辑体
系和形式理性，但“相较于其他法律，立法者所选择之立法意旨较欠缺清晰明确”。〔５〕 税法上的概
念尤为复杂、专业性很强、借用概念也较多，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和适用常存争议，因而亟需
理论廓清。其次，国内学界基于税法视角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研究近乎空白，而税法有别于行政
法，更不依循私法逻辑；其他部门法所刻画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知识谱系似乎并不能原封不动地
照搬于现代税法。最后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不确定法律概念”源于教义学，然而税法上不
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与税法的良好实施，不是如私法一般仅单纯依赖诠释法学的方法即可有效
解决的问题，因而仅在法解释学的框架内进行纯粹的语词解释研究恐怕并不足够，更应关照以权
力分立为基础、功能正当为支撑的权限分配、运行逻辑、现实经验等问题而具有社会实证主义色
彩。故而本文之重心和旨趣不仅在于法解释角度等技艺层面的阐明，也在于对具体化过程中的行
政主导性等背景层面的关照。
总之，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论认知和实务应用，对于国内税法学界而言还是相当陌生而模糊
的。因而，在税收法定主义逐步落实、税收立法稳步加快的当下，不仅需要研讨具体条文规范中的
不确定法律概念，亦要充分挖掘各种潜藏的制度“制约因素”，从而推动税收法治的进程。驱散理
论迷雾是探索良法善治的前提。本文将基于税法基础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围绕“什么是税
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和 “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厘定基本概
念、阐释合理性；第二部分描绘和思考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过程：于规范层面关注税法基本原则
对具体化的影响，于背景层面则探求具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构造与配置；第三部分回归中国经验，发
现中国税法语境下的问题，并指明迈向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道路；最后是结论。

二 、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厘定
（一）内涵阐释
通说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法律规范的法律要件中存在着的一些内容特别空泛及不明确
的法律用语，是一种“未明确表示而具有流动的特征之法律概念”，〔６〕其包含一个确定的概念核心
参见梁慧星：《论法律解释方法》，载《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３年第 １期；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１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０页。
〔２〕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５页。
〔３〕 笔者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为关键检索词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甄别和统
计分析，结果显示该主题文章约为二十余篇，而属于税法领域的则为空白。
〔４〕 王天华：《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５〕 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页。
〔６〕 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４８页。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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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个多多少少宽泛不清的概念外延。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经过法律解释后，可以转化为确定
性法律概念。〔７〕 不确定法律概念在税法中的数量远非想象中的那样鲜少，只有人为地严格设定
了其所指对象的法律概念，如对纳税人的界定和技术性、数字型的法律概念，如有关纳税期限、税
率的规定；除此以外，绝对意义上的确定性法律概念是不存在的。〔８〕 浩如烟海的税法文本中不确
定法律概念俯拾即是，见下表１：
表１ 若干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不确定法律概念
所 在 条 文
《税收征管法》第 ３５ 条：“……（六）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
正当理由
的。……”
《税收征管法》第５２条：“……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
特殊情况
《税收征管法》第６０条：“……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环境保护税法》第１２条：“……（四）纳税人综合利用的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
综合利用
保护标准的；……”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１０条：“……（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非正常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６条：“……适用税额可以适当提高……”
适当
《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７５条：“……５．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明显不当
美国税法典［Ｉ．Ｒ．Ｃ．§６６６４（ｄ）（２００６）］中规定可能涉及逃避税的交易，纳税人应证明具有
“合理的理由”并出于“善意”才可能免除处罚。加拿大《所得税法案》（１９９０）第 ２４５节第
（５）（ｄ）项：“……税收利益的合理方式确定主体的税收后果时。”新加坡《所得税法案》，第
表达 “合理 ”涵义的 ３３条第（１）（ｄ）项：“审计员……可以不认可交易安排或者对交易安排做出修正，并且按
语词
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调整……”我国台湾地区“所得税法（２００２）”第 ４３条：“……
如有以不合营业常规之安排，规避或减少纳税义务者，稽征机关为正确计算该事业之所
得额，得报经财政部核准按营业常规予以调整……”以及澳门《所得税补充税（纯利税）》
（２０１１）第１９条、４０条、香港《税务条例》第１４条、２０条都有类似概念。

可见，不确定法律概念无论在实体法规范还是在程序法规范中都有存在，且以价值性不确定
法律概念 〔９〕为主，并多见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层面，亦有见于法律条文的效果层面。同时，在
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中存在着行政裁量。〔１０〕 当然，理解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实际
上也是更为常见的）面向是方法论问题。大多数的税收征纳争议即是源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对不
确定法律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当税法规定不清晰、不明确时，通过运用解释方法来探求税法规范
的意旨以澄清疑义是税法解释，〔１１〕但通过一定的法律价值导向和价值判断来对税法上的不确定
尹建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释义》，载《法学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比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一中行终字第 ２５２４ 号判决书中肯定了税收优惠中何为“购买房
屋的时间”的认定标准与民法的不同。又如“博物馆”一词，“鼓浪屿水族博物馆诉厦门市鼓浪屿区地方税务局征
税”一案即涉及该看似确定概念一词的争议。详见刘剑文等：《财税法成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３～４页。
〔９〕 经验性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价值性不确定法律概念系学界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类型化的主流观点。前者
指人们根据单纯知觉或特定经验即可被理解，比如“夜间”“危险”“公众场所”；而后者因欠缺与真实事务关联，必须
藉助适法者的评价态度、价值衡量方能认识其意，比如“公共利益”“善良风俗”“误导公众”。
〔１０〕 王贵松：《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１１〕 孙健波：《税法解释研究———以利益平衡为中心》，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４页。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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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以及概括条款进行补充性的解释，归入税法漏洞的补充似乎更为合适。然而，法律解释、
法律漏洞补充与法律创制其实都是法学方法论上非常复杂细致的问题，本文虽无法进行全面讨
论，但必须指出，于税法而言，三者的界分恐怕会更为困难。在税法大量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与概
括性条款的情形下，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补充的界限必然趋于模糊。
（二）蕴含的税法理念
“法律的许多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它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１２〕不确定法
律概念在立法中被大量地使用，因而必须从法理层面重新审思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价值所
在，论证不确定法律概念是否在税法中具有独特意义。具体而言，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主要
具有两个维度的独特价值。〔１３〕
１．调制权力与权利
公私法因素融合一体是税法的特征，也是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基本语境：税法是有关行
使征税权的公法，亦是作为“交易法”而成为纳税人必须考虑的重要规则。比如，按照“税收之债”
学说，〔１４〕税收代位权与撤销权的条款中，对何为“明显不合理”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税法
直接铺设了通往合同法的“管道”。而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还经常作为私法适用的判断参考：
“关联关系”即是一例，法院在商事裁判中经常援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特别纳税调整实
施办法（试行）》对“关联关系”的解释条款作为法院认定的说明理由。〔１５〕 实际上，现代税法是基于
调试与衡平公益与私益、国家税权与纳税人权利这一基本逻辑而展开的制度演化与规范革新。
“税法是利益分配之法，对个体利益和国家财政利益的分配是财税法律发展历程中最基本的线索
之一。”〔１６〕税法所规范与调整的对象具有独特的宏观和微观的交融性以及社会性，而这些带有宏
观和微观交融性与社会性的利益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非确定性，不确定法律概念由此应运而生：
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具体调试征纳双方的权义结构，进而发挥着独特的调控与规制作用：
在公私之间，在宏观微观之间，在国家税权与纳税人权利之间，在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
微妙的利益平衡点。利益均衡所要实现的是“税捐法律解释适用的结果，应当合乎情理（情理法兼
顾），亦即符合事件本质的合理性，达到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１７〕 综之，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
念的价值充分彰显：它提示了一个税法诠释学的空间。在该空间之中，纳税人权利与私法自由可
以与国家税权进行充分博弈，税法的公平、正义之价值得以充分张扬。此外，它还提示了各种法解
释方法中，利益衡量方法对于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的至关重要性。
２．链接事实与政策
由一部机械固化的、不具有开放结构的法律去规制纷繁复杂、博弈极多的税收征纳关系显然
荒谬。在法律的确定与不确定间寻找平衡，税法需要更大程度的灵活性，因而需要不确定法律概
〔１２〕 ＳｅｅＪｅｒｏｍｅＦｒａｎｋ，犔犪狑犪狀犱犜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犕犻狀犱 （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３），ｐ．
７．
〔１３〕 对于法律价值有不同的分类和认识，但大体可归类为外在的客观功用价值（如保障功能、调制功能）和内

在的主观评判价值（如公平、效率）。这里所指的价值是前者。
〔１４〕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６～５７页。
〔１５〕 如“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的法院说明理
由，参见《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６〕 张守文：《中国财税法的“三线”解析》，载刘隆亨主编：《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２００８年年会暨第六届
全国财税法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５～１８１页。
〔１７〕 陈清秀：《利益均衡在税法上之运用 》，载陈清秀：《现代税法原理与国际税法 》，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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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中充分发挥其自身功能，同时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税法对税收法定主
义、税法稳定性与逻辑性的基本要求，并且税法现象总是与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因而，税法体系呈
现出一定的非自足性：税法与经济事实和税收政策具有天然的联系及亲和力———在形式理性上，
税法本身即使用了大量的为把握经济事实、传导经济政策而形成的经济上的概念和术语，致使在
某种意义上，税法就是税收政策凝固而成的法。税法虽然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然而现代税法
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具体税种的设计、征税程序等理念与制度的确立，也都不过是近一两百年
来的事，并且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情势和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动而淘汰原有制度、变更或增添新内
涵。税法一直在力图找到一种恰当的法律形式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的税收关系，以配合税收政策
的要求、适应经济政策的需要。由此，税收事实、税收政策、税法三者间有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具有
开放性和回应性的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为规范构成要素，满足了税收事实和税收政策对
税法的实然要求，进而起到一种“齿轮啮合”的作用：将税法条文所设置的征税构成要件，与相机抉
择的税收政策对激励或规制某种经济社会现实的适时要求与价值选择，再和基于涉税的经济事实
所提炼的法律关系相链接与耦合。例如，就“公益性”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在鼓励促进慈善捐赠
的税收政策目标下，企业及个人的捐赠行为，如符合税法认定的“公益性”标准则享受所得税税前
扣除的税收优惠。因而，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在“解释学循环原理”下呈现为“事实—规
范—政策”之间的往返流盼，并且主要通过行政权运行而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运用与事实认定、政
策判断与惯例经验统一起来。
最后，税法还尤为强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功能。〔１８〕 前述对不确定法律概念所蕴
含的税法理念的阐发，无论是调制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益，还是政策因素纳入综合考量，也都是
从税法立场对相关发展问题进行法律保障和促进。认识到这点，也就更利于理解不确定法律概念
在税法上的独特价值。

三 、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
（一）具体化中的行政主导
诚然，由不确定法律概念生发的问题体系虽然庞杂艰深，但其本质不过是法律的解释与适用。
而不论立法机关通过权衡而采取何种、多少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实质上都是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
对行政机关抑或司法机关授权。所谓的“行政主导”指的是作为政府（主要是征税机关）在信息获
取、专业性、技术手段等方面具有超越立法机关和法院的功能优势而享有的主导税法上不确定法
律概念具体化过程的权力和能力。通过制定效力位阶各异的具体化规则或者直接在个案来具体
运用是政府进行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两种主要方式。
１．制度经验剖析：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切入
税法中的权力配置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的形态：不同于私法中“立法权—司法权”中的两造结
构，或是公法中经典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能够相互充分制约而大致均衡的“三角”状态，
在税法中，三权的结构和互动更为特别———可以认为税法中的“三权结构”是介于两权到三权之间
的特殊结构。
在立法权一端，基于税务知识的专业性，立法机关不得不通过内容开放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来积极
〔１８〕 西方对法律与发展理论的研究宏大而丰富，而法律中的发展理论也是较为新兴的领域，具体到税法领域
可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初探》，载《财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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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现实的规制需求。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机关有权通过行政条例制定执行或实施税法的规则。
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宪法会规定允许立法机关进行一般授权（比如，１９５３年《丹麦宪法》的第
２３节；１９５８年《法国宪法》的第３６、３８条），使得行政机关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或通过行政命令颁布规范
性文件从而进一步补充税法。而普通法国家，由法律直接授权给行政部门，让征税机关按照法律的规
定颁布具体的税收规则，征税机关拥有很大的权限。〔１９〕 比如，即使是体系严谨、内容宏富的美国《联
邦税法典》，也需通过授权财政部和联邦税务局制定一系列种类繁多又极具灵活性的文件，来执行
税法和税收政策，以应对个案中的确定性问题———这些可被视为美国的“规范性文件”。但得益于
其法治积淀，由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所共同分享的法律执行权力和解释体系达到了较好的协调。
在司法权一端，司法是防止征税机关滥用权力，维系税收国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尊重、
相互促进的重要保障，也是以私权制约公权的主要途径。但，“按司法权多为中央专属权，不宜分
割划分，因其具有消极、被动性质（即不告不理原则），且具有全国一致之性质，故其不在地方”。〔２０〕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任何国家，司法机关都不可能在征税机关面前显得强大，即便是税收司法制度
较为发达的美国、德国与日本。税收案件法院的审查密度与能力，其实并非只取决于法学方法的
运用，而是由行政权所处地位、立法授权之目的等现实因素合力的结果。税法不可能按照传统行
政法所预设的“法律保留—行政执行—司法审查”这一合法性管控的理想模式。“在税捐规避类
型，财税机关最好先自省，当初在立法准备时，相关体系的规划，规范命题的措词是否严谨、周详，
其拟采取之政策手段是否符合政策目标的需要；切莫过度依赖法院事后之法律补充作为补救的手
段。”〔２１〕因而，司法基于各种理由，在个案中对税收行政规则与裁量都予以相当高的尊重，这是寰
宇各国的普遍态度。在美国，法官甚至因为税务机关在应对避税案件时的无能而采取了一种消极
态度，以此来激励征税机关的反避税能力。〔２２〕 但是，税法毕竟亦是一种 “侵犯”纳税人财产权的
“侵权法”，为了防止这种行政主导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和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对纳税人造成不
当的侵害，也为了避免征税机关因为权力膨胀而造成的“寻租”危险，无论是通过规则制定的方式
予以具体化或直接通过个案来具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都并不应拒绝司法的审查。〔２３〕
２．理论解释：经济宪制下的“功能最优”
其实从前文对权力的关注和描述，即可看到，税法问题本质上都可归于宪法问题，一切税法之
争端最终都可从宪法中寻求解答。税法中的行政权太过强大，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基于制衡与控权
逻辑上的传统分权思路。基于传统法思维所建构的法诠释学“对立法和行政机关能力过度轻视或
贬低，但对法院却持有一种不合理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乐观评价”。〔２４〕 然而，行政优位的现象不
〔１９〕 ＳｅｅＬｅｉｇｈＯｓｏｆｓｋ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ａｘＬａｗ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６４Ｔａｘ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５０７ （２０１１）．
〔２０〕 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７页。
〔２１〕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５页。
〔２２〕 ＳｅｅＡｓｓａｆＬｉｋｈｏｖｓｋｉ，“ＴｈｅＤｕｋ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ｄｙ：Ｈｅｌｖｅｒｉｎｇｖ．Ｇｒｅｇ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ａｘ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９５３ＣａｒｄｏｚｏＬｅｇ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９５７ （２００４）．
〔２３〕 这牵扯到行政法上亦未成熟而争议颇多的所谓“审查密度”和“判断余地”理论。对此，尽管德国、我国台
湾地区倾向于几乎可以全面审查，但否认征税机关解释的实际上也并不多见。而日本则存有分歧，但多数日本法
院的判决和学界新观点认为，存在某些不确定法律概念，比如日本《所得税法》规定“……关于所得税之调查，有必
要时，得进行质问调查……”，不得以法院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在日本方面，通说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税法
学界的大家金子宏教授与北野弘久教授；新观点代表人物是三木义一教授。参见陈清秀：《论税法上的不确定法
律概念（四）》，台湾《植根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２４〕 ［美］阿德里安·沃缪勒：《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梁迎修、孟庆友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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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税法领域，甚至在整个经济法领域都存在，实际上，行政主导的制度架构，也被认为是随着国
家经济职能扩张而在宪制上的必然安排，是经济宪制 〔２５〕的核心要素。对此，大陆和英美法系的学
者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进行理论解释。
站在大陆法系的代表———德国理论中提出的“功能法正当化原则”〔２６〕的立场和要求上可以为
其辩护：在税法的历史轨迹中，行政权通过规则制定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予以具体化来填补立法留
下的形成空间，逐步吸纳了部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功能而日益膨胀；而由于对税收法定主义价值
的根本坚持和同时为回应经济社会变迁的动态发展，立法权被谨慎地削弱；司法权却困于税法问
题的专业性和自身能力不足等因素而更为孱弱。由此，基于税法调整对象的特点与三权在税法领
域功能的长短比较，权力分立原则在税法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功能和任务，立法权、行政权和司
法权的关系被要求在税法情境中进行理性的重塑与分配，从而有利于保障征纳效率与规制的理性
化，进而更好地构建税法秩序和实现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而英美法学者则从法律与经济学交叉的视角提出，如果将法律视为一份合同，立法机关在“合
同”中规定了何种行为因符合何种课税要素而会受到税法规制，但这份 “合同”显然是不完整的。
法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无法预见的可能性，法律也不会详细列出每一种可预见的情形下应当
遵守的规则和程序。〔２７〕 法律层级的税法规则不能一劳永逸地涵盖形形色色、复杂多变的交易类
型与结构，而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２８〕能给蕴含于税法上不确定概念的特殊性提供有力的解释：事
实上甚至可以设想，不确定法律概念是议会与征税机关合意而共同使用的税法实施的制度工具之
一。〔２９〕 可见，在税权理论和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的视域下，几乎在任何国家，剩余立法权和执法
权往往授予征税机关，权力配置的特殊结构因而产生，具体化过程中的行政主导也由此形塑，此
外，英美学界亦有提出“部门主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学说，〔３０〕以支持政府部门享有解释宪法与法
律权力的宪制安排。
宪制，是指使一个国家得以成型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制度，是有关一国的长期政法制度实践而不仅仅是
法律实践。相应的，本文所指的“经济宪制”即指关于一国经济体制与经济生活的制度构成。关于“宪制”一词的发
轫、使用和与“宪法”的区别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 》，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２６〕 所谓“功能法正当化原则”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非在所有事务领域都予以相同配置，具体的
权力配置取决于规范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这是功能主义立场下对行政法中权力问题的重新认识。在行政法
学中的风险规制领域较早从德国法中认识到这个原则。参见伏创宇：《行政判断余地的构造及其变革———基于核
能规制司法审查的考察》，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２７〕 ＳｅｅＡｖｉｎａｓｈＫ．Ｄｉｘｉｔ，犜犺犲犕犪犽犻狀犵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犘狅犾犻犮狔：犃犜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犆狅狊狋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２０．
〔２８〕 详见［美］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上）：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
展中的应用》，王辉敏译，焦津洪校订，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三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１１～１３６页；以
及［美］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 （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市场监管发展中的应
用》，王辉敏译，焦津洪校订，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四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７～１２８页。
〔２９〕 ＳｅｅＫｙｌｅＤ．Ｌｏｇｕ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ａｘ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Ｌａｗｉ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Ｌａ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ｌｉ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０６ ００９，ｐ．２５０．
〔３０〕 ＳｅｅＤ．Ｅ．Ｅｄｌｉｎ，“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６４ （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３７１ ３７４ （２０１６）．美国宪法学上提出的“部门主义”是基于功能主义立场，针对“司法审查神话”的反思而提出的支
持立法权、行政权解释宪法的理论学说。ＳｅｅＤａｗｎＥ．Ｊｏｈｎｓｅ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Ｎｏ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６７（２）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４０１ ４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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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化与税法原则

１．通过原则来发展规则
如果认为法由价值判断与词语技术构成，〔３１〕那么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即是结合
税法的价值观念与对经验现实的判断，从而寻求基于事实的规范适用。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
体化过程中的行政主导当然是以规范法秩序为基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际上隐含立法对行政解
释、漏洞填补乃至新规则创制的授权；同时，针对行政主导所暗含的行政权力膨胀与滥用的风险与弊
端也必须由来自法价值与规范层面的设限来寻求消解。在立法主体多元化的国家，往往会形成一个纵
横交错、错综复杂的税收立法体制。与其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是立法机关的无奈之举而将规范具体化
的任务授予征税机关，毋宁说为避免行政的僵化，而有意识地通过立法的开放性、灵活性与动态性，从而
更好地实现立法所追求的宗旨目的。法律授权与法律拘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弹性的规则形成
和裁量决定的空间之中，征税机关并非能够恣意妄为，而是应在立法所设定的目标之上与本身的合法性
约束之下，承担更多的概念具体化任务与规制责任。像私法中的受托义务，所有官员行使自由裁量求取
行政权力的利益时，这些权力将受目的性、公平性、完整性、关怀性、合理性和透明度等义务的约束。〔３２〕
在构成法规范形式的三要素中，〔３３〕原则是在概念与具体规则之间而起到表达法宗旨价值与规范补
充的作用。法律原则是具体化了的法律价值。“经常有人抱怨税捐稽征法太复杂、太乱、太随意。在某
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税制的管理须包括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规则。”〔３４〕税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
变动不居，诚为各国税法共同面临的难题。虽不可能要求税法像传统法那样具有更高程度的安定性，但
至少要强调其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及确定性。〔３５〕 基于此，税法原则的申明和实现有着
更为重要的意义，“规则层面的具体的规制内容的缺乏和不完全性使得有必要回溯到原则层面”〔３６〕。
２．原则如何发挥作用？
伴随着现代税法的产生而产生并发展至今已成为税法最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认为，税法
主体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
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３７〕 “由
于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一定的条件下和范围内使用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也是允许
的。”〔３８〕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及其具体化过程无疑与税法上所尊崇的税收法定主义之间存在紧
张关系：一方面，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变迁剧烈的当代，税法必须有着精巧而复杂的规则设计，但立
法机关并不直接接触各种经济交易或进行税收执法，欠缺税收专业知识，在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
更是处于劣势，因而不得不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却更加剧了税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征税机
关在解释制定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执法中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使得征税机关通过不确定法
〔３１〕 ［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１～２６１页。
〔３２〕 Ｓｅｅ Ｅｖａｎ Ｊ．Ｃｒｉｄｄｌｅ，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８８（３）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３５ （２０１０）．
〔３３〕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１页。
〔３４〕 ［美］Ｖ．图若尼主编：《税法的起草与设计》（第１卷），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译，中国税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１０３页。
〔３５〕 张守文：《我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以增值税立法“试点”为例》，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３６〕 ［德］卡尔 埃博哈特·海因：《不确定法律概念和判断余地———一个教义学问题的法理思考》，曾韬译，载
《财经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３７〕 详见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８９～１９４页。
〔３８〕 刘剑文：《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三讲讲稿》，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８—０１／３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５３３２６８．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０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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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概念开展所谓的“行政造法”，填补税法漏洞，进行税法续造成为常态———这些都冲击并拓展了
“法定”的内涵。当然，因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提高了个案法律预测与判断的成本，增加了税法的不
确定性，税收法定主义在规范制定上限制了只有在为实现公平税负且必要而合理的情形下才能在
立法上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３９〕 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与最主要的作用即在于对征税主体权力的
限制。因而，为确保征税的公平和效率，并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国库收入之间的合理平衡，在规范性
和有效性的衡量和协调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必须受到税收法定主义的充分约束，集中体
现为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对行政主导下的税法解释和税收自由裁量设定不应逾越的
限界，并且它作为合法性要素，构成了议会监控和司法审查的基础。
除了税收法定主义外，其他税法原则都亦会作为内在基础和法理支持而作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的具体化过程。比如，前列举的《税收征管法》中的“特殊困难”一词，提出征税应考虑纳税人税收负担
能力，正是量能课税原则的体现。又如，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理论基础是实质课税原则，实
质课税原则被认为是税法独有的解释原则而主要作用于税收规避的治理和无效、违法行为中的课税
问题。我国《税收征管法》《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等中都使用的“正当理由”一词即为一
例：如果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此时将赋予税务机关依据经济活动的实
际情况而进行核定征税的权力（税收核定权）。但实质课税原则反之亦极大地强化了税法的不确定
性。〔４０〕 当然，尽管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存在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不能协调。实质课税
原则是补充税法漏洞的重要方法和形式课税原则的重要补充，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４１〕 “法律所
以有具体化上的需要，乃因在抽象法律的建构中，利用了不确定概念……及其他需要价值判断的概
念。”〔４２〕是故，涉及价值判断的原则性条款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似乎唯主体为立法机关时才能
成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否则有违税收法定主义，但是出于税法效率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的考虑，由
征税机关来解释和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应被容许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税收法定主义对其进
行限制和控制，并且亦不能击碎纳税人权利保障与信赖利益保护等基石而危害税捐正义，防止立法所
要表达的潜在目的与可能被实施法律者扭曲运用的据以确定语句的意思及其适用的手段之间的不匹
配。〔４３〕 总之，不确定法律概念相当于立法者给予税务机关的空白令状，它允许税务机关充分发挥其
能动性，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形下，依循实质课税逻辑，结合具体情势实现税收公平和量能课税。

四 、中国税法语境下的具体化
（一）走向极致的“行政垄断”〔４４〕
１．现状叙说：优势渐失与问题凸显

再遥远的讨论亦理应回归本土问题。在我国，财税机关成为税法知识最大的制造商与供应
商，形成“垄断”态势：由于我国大量的授权立法和税收法律的粗糙程度，掌握着剩余立法权的财税
〔３９〕 ［日］中里实等：《日本税法概论》，郑林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页。
〔４０〕 ＳｅｅＹｅｈｏｎａｔａｎＧｉｖａｔｉ，“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Ｕｎ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ａｘ Ｒｕｌｉｎｇｓ”，２９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ａｘＲｅｖｉｅｗ６ （２００９）．
〔４１〕 张守文：《税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４、
４５页。
〔４２〕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７２页。
〔４３〕 ＳｅｅＴｈｅＨ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ＴＰａｇｏｎｅ，“Ｔａｘ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３３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８８ （２００９）．
〔４４〕 ＳｅｅＤｄ．Ｑｉｕ，“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ｘ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４４（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８９ ６１９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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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制定了大量的具体化规则。《企业所得税法》中特别纳税调整规则中的“合理”一词即为一例。
（见下表２）围绕特别纳税调整规则中的“合理”一词已构筑了一套错综复杂的行政规则体系，并在
反避税案件中具体运用。〔４５〕
法律渊源层级
文件数与条文量

表２ 特别纳税调整规则中“合理”一词的规则体系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１件（４条）
１件（１３条）
２件

其他规范性文件
１０件

尽管《行政诉讼法》赋予了法院对部门规章及以下位阶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权，但实务
中案件却非常少———事实上税务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本就不多。即使当事人有提出对规范性文
件的审查请求，法院也都并未否定税务机关所制定的规则的合法性。如，在为数不多的涉及 “合
理”一词解释与适用的司法案例中，如，“儿童投资主基金 （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市西湖区国家税务局征收上诉案”［（２０１５）浙行终字第 ４４１ 号］；与
“意大利意迩瓦萨隆诺控股股份公司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国家税务局行政征收行政判决书案”
［（２０１６）鲁０６行终３２４号］中，法院都支持并依据税务机关所颁行的具体规则进行裁判，且并未说
明支持的理由。而与“合理”相对，再以“明显偏低、无正当理由”为例，国家税务总局并未颁行一套
统一的具体化规则，而是由各地方层面自己把握。在目前可搜集到的６个案例中（见表３），法院都
肯认了各地税务机关行使税收核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发案”的判词很好地代表了司法机关的
态度：“‘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判断，具有较强的裁量性，人民法院一般应尊重税务
机关基于法定调查程序做出的专业认定，除非这种认定明显不合理或者滥用职权。”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表３ 若干“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司法案例
案例与案号
法 院 态 度
，裁判支持税务机关。《广
最高人民法院“广州德发房产建设有限公司与广东 明确参考了规范性文件
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拍卖房地产税收征收问
省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纠 题的通知》《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存量房交易计税价
纷上诉案”［（２０１５）行提字第１３号］
格异议处理办法》
韶关市盈锦置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仁化县地方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第
务局税务行政管理纠纷行政判决书案［（２０１４）韶仁 ４同时依据了
条第
款的规定
２
法行初字第１３号］
肖天龙业与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裁判支持税务机关的认定
征收上诉案［（２０１４）淮中行终字第０１１０号］
、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涉
合浦雄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浦县地方税务 明确肯定了国家税务总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税财务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局税收行政管理上诉案［（２０１５）北行终字第６号］ 应税物价格鉴证办法》中的规定，支持税务机关
高骥、吴迪与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第一 “依据”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广应用房地
税务分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行政复 产估价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的通
议案［（２０１６）苏０５０８行初４４４号］
知》，支持税务机关
王婧与浙江省杭州市国家税务局等征收上诉案 参考了《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对 《关于车辆
［（２０１６）浙０１行终１３３号］
购置税有关问题的复函》予以合法性认定

〔４５〕 董学智：《论不确定法律概念与反避税规制———以 “合理”一词为例》，载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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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行政垄断”也并非一无是处。从规范体系上说，大量的具体化规则完善了不完备
的税法规范，对构建、发展我国的税法体系起到了巨大作用。从功能主义而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
使用，从法律内部视角而言，使得刚性的条款更具柔性与弹性，进而更具灵活性，更易相机抉择；从
系统的观点来看，确实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专业部门的职能，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下的财税体制变迁。但是在税法解释权甚至法律创制权垄断在财税机
关的前提下，它们同时持有执法权，那么必然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利益冲突问题：比如，部门自我
设权、部门利益的法制化，等等。毕竟，大量由税务机关自己制定的规则，又由税务机关自己执行。
当行使规则者有权制定规则，那么总不免会让人担忧越权释法、自设职权、自我寻租或营私舞弊如
影随形。此外，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了税务机关执法松紧的自主与裁量自由，从而执法不严、过度
执法、选择性执法在不同个案中就屡见不鲜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危险性就源于此：由政府掌握
剩余立法权与执法权并裁量自由，当然，这种情形在所有国家中恐怕都存在，但关键在于，权力是
否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规制。唯效率至上而不顾其他法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行政垄断”的优势与
“红利”已快速失去正当性，弊病和问题已充分暴露和凸显。
２．成因分析
那么，中国税法的这一现象与（产生的背景、情形和后果）前文所叙述的行政主导（域外经验和
理论阐释）是否可类比相似？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语境下的行政主导恐怕与我国有质的
区别：我国政治与历史经验与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相反于西方是逐步形成“行政国家”“规制国
家”的制度演变，我国则是权力由集中于政府“一家”到逐步分散、“还权”的过程，我国的宪制架构
也与西方迥异，其所形成的路径惯性，造成无论是税法的制定还是实施，政府拥有强势的话语权并
居于治理中心的超然地位，立法机关和法院则显得相对边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机关。〔４６〕
具体而言，首先，在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下，政策比法律显得“更好用”
“更有效率”，我国过往的税收治理走的就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４７〕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税法
规范的生成与施行的过程中，财税机关参与程度极深———甚至，财税机关往往作为法律的最初草
拟者，还深度参与了法律的制定过程。尽管“把实际的经济立法权交给政府，在认识论上也被证明
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盲目选择”，〔４８〕但显然，由于当前对法制的强调，并在法律少，大量规范
层级低下的税法中，依“规则行政”（主要是“部颁规则”）的路径被极大地强化了：构成税法体系的
绝大多数是财税机关制定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乃至地方财税机关对于上级的请示成为一种
惯例，而上级的批复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具有案例指导功能的规则。“从近 ２０ 年的
税收规范性文件来看，不管是税种自身课税要素的设计还是税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比例的调
整，都越来越复杂精细，任何一个技术细节都会直接影响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征税机关的税
收征收率和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４９〕
其次，来自外部对政府的监督与约束一直是非常微弱的：（１）从我国的立法体制上来看，财税
机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至多只能拥有税法解释权，但其实际上拥有的税法漏洞的补充甚至
创制税法的权力无疑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权的僭越。然而法律、人大、国务
院都默认了财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基本可以被置于法律规范以及立法监督之外，使得财税机关创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董学智：《经济法实施之差序格局的逻辑演绎及中国经验》，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李曙光：《转型法律学———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页。
肖江平：《对“加强经济立法”命题的质疑》，载《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叶姗：《税权集中的形成及其强化———考察近２０年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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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税法、进行税法行政解释的权力恣意而缺乏外部的拘束。（２）在规制制定的公众参与方面，财税
机关对规范性文件的依赖以及该种立法程序的封闭性是顽疾已深的。〔５０〕 纳税人想要参与税法规
则的制定，并充分有效地表达自身的观点仍然显得十分困难。在社会层面，起到保护纳税人权利
的社会团体、组织数量少，独立性不够，发育得也不好。（３）税收司法的缺位一直是税收法治的瘸
腿。当然，之所以税务诉讼在我国发生的频率很低数量鲜少有多种可能的解释。〔５１〕 我国税收征
管的科层制结构下税法遵从的中国特点和并未良好建构的税务司法审查制度的现实使得税务机
关滥用权力而承担责任的风险很低。
最终，行政主导在我国走向极致：政府（甚至主要是财税机关）几乎“垄断”了税法的文本创制与
解释执行，其难以符合“法治”的基本标准，也不应是我国经济宪制下的理想安排，更遑论与域外经验
相比———其是置于有种种精细复杂的制度以保证税收法治之下的。而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受制于
现行征管体制对纳税人权利的重视程度不够、制度供给不足、税务专业服务市场并不繁荣、税务救
济途径和方式又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纳税人权利实际上处于相当式微的状态：纸面上的权利在
现实场景中难以真实行使，纳税人实际上很难真正参与或者影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过程。
（二）通往现代税法的泥泞之路
毋庸讳言，前述中国经验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并未很好地表达现代税法的一些基本理念
和共识，有时甚至与现代税法的精神背道而驰。内嵌于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之中的危险性，根
源于行政权力扩张的冲动与滥用的可能。然而，“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
‘征税之法 ’，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 ‘权利之
法’”。〔５２〕 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是税法的基本命题与根本立场。对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过
程的“行政垄断”所含弊病的法律规制的实质即是对权力配置与运行的制度化设定与约束。而从
纳税人权利保障出发，由“有利于国库”即只实现财政收入的目的，转变为“有利于纳税人”即追求
公共财政之理想，必是制度构建的基本立场。那么在我国语境下，何以充分发挥税法上的不确定
法律概念的积极功能，又如何最大程度抑制其内在危险？———简言之，应如何“赋权”又“控权”才
能求得“好”的结果？该问题直接触及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所关涉的三个重大问题，亦是对“行
政垄断”的法律规制的题中之义：一是“税收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如何定位？”即体现为税收法
定主义内涵的当代拓展与实现；二是“司法如何参与”，集中体现为税法中判断余地理论的构造及
其变革；三是对行政权的内部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解释和裁量自我规制的努力。而这三个问
题无疑都是系统性工程，具体制度搭建远不是有限篇幅所能清楚呈现的。于我国而言，当然这必
是一条理论与实践不断磨合，泥泞曲折的漫长道路。而当下之急是在税法规则的形成方面，加快
税收法定主义的落实，以对税务机关的规则制定权予以充分约束；在规则适用方面，推进对税务司
法的探索。是故下文将结合最新的修法动态，围绕这两方面做初步探讨。
１．规则制定权的法律规制
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设置应当慎重，要警惕由于财税机关的深
度参与立法而出于自利因素不当扩大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法律的“授权”和“控权”应一体
崔威：《对企业重组税务规则起草过程的反思》，载熊伟主编：《税法判例与解释评注》（第一卷），法律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７页。
〔５１〕 参见崔威：《中国税务行政诉讼实证研究 》，载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类似的观点可见 ＷｅｉＣｕｉ，
“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Ｌａ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ｘ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９ （１）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４ ８０ （２０１１）．
〔５２〕 ［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郭美松、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８页。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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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才能充分保障和促进税法的价值实现。而根据有关法律和税收征管的实际状况，行政机
关当然可以在其权限范围和严格的程序以及监督下对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予以明细化。但我国
现今，在合法性视角下税收行政规则的体系结构、效力位阶与制定程序都是比较混乱与不规范的，
甚至整个税法体系在现实中的实际效力位阶与《立法法》《税收征管法》规定倒置；更遑论对实体内
容的合理性质疑。事实上，域外“判断余地”理论体现的司法谦抑之前提亦是行政法秩序的完善和
程序法律制度的极大发达。而我国不仅失序、失范的税收授权立法被认为是税收合法性的“重灾
区”，〔５３〕甚至财税机关颁行的众多各类效力层次的规范对纳税主体的经济利益都会产生直接调
整：随意的一个通知或公告都可能包含本不应拥有的税法创制权、税法漏洞补充的权力，从而深刻
影响纳税人权益。当然，情况亦在改善之中，但还远不足够。
可见，固然财税机关制定规则时享有内容与程序上的形成空间，但这种自由必然需要伴随着
一系列的义务约束、明确的责任与充分的监督，以确保规则的出台及其内容不会流于恣意：税收立
法权回归人大；“税法基本法”对税法规则的渊源、体系、效力、内容与程序进行规定；加强法适用者
的说明义务，等等；具体制度选择和构建都可以在这样的方向性框架下予以细致地讨论。恰逢各
税种法律的制定或修订，以及《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很多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设定和税法行政解释
制度需要接受全面的检讨，其中，事先裁定制度的良好构建很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来推动“改
变任由不同层级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口含天宪，垄断税法解释权，随意解释税法的混乱局面”。〔５４〕
２．推动司法审查
区分不确定与确定法律概念在法律运行最终阶段的意义，无非是试图为司法审查寻找相应的
立论与依据。如何决定征税机关在解释和执行税法中的合适地位，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
家面对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由于各国实践差异很大，很难有明确的良好制度参照来回答
这个问题。〔５５〕 而针对现实困境所通常设想的在法院内部设立税务法庭或者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或税务法院，并拥有税法知识的专业审判法官，〔５６〕囿于各种因素考量，目前来看似乎仍显遥远。
当然，司法权参与程度的深浅———亦即“审查密度”和“判断余地”的界限———需要吸收域外先进理
论镜像并结合我国语境予以专门深入的研究，也更需等待我国税务司法实践的积累和丰富。
总之，在开放的立法结构和专业的行政决定下，我国司法审查应担当起权利保护和对专业知
识下的权力进行制衡的规制责任。“判断余地”本身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只是表明了司法权的退
让和节制，而法院将不确定概念具体化进行司法审查，其具体标准和强度应根据个案，“依照法律
的精神、立法目的，针对社会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体化，以求实质的公平与妥当”，〔５７〕在权利保护
的基础上，无论是何种裁量，都应对规则形成和裁量决定的类型及特点、组织、程序和经验等进行
综合的考察而进行裁判。

五 、结论 ：认真对待税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概念能够反映所在法领域的基础理论及其发展。税法无疑具有“高程度的复杂性、情境依赖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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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不确定性，以至于无法事先在想象中被充分认识，也无法事后在规范上加以最后确定”。〔５８〕
开放的规范结构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广泛运用是税法领域的基本特征，是税法对其调整对象特点
的关照回应。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及其具体化之过程，从形式表征上看体现了税法中立法权、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与消长，而就实质逻辑而言则彰显了规范主义进路的形式正义与功能主义
取向的“利益均衡”正义的互动与融合。不确定法律概念是税法学走向成熟所必须要认真对待的
重大课题，是税法理论和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本文仅是对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大致描绘
和框架性的讨论，旨在厘清若干基本问题、提出理论思考，还有许多法律适用中的细致而具体的疑
难问题有待结合实践案例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至此，本文已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１．在研究路径上，若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仅从法解释学视角进行解析，对具体个案中法适用的
技术性探讨当然十分重要，但对于税法这样的现代法而言难免显得狭促，因而从宏观性、整体性的
视角来拓展研究的视野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发现制度背后的制约因素和本土真实经验才能够
为未来的制度优化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２．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在实体和程序规范中都有存在，其具有调制征纳双方权益、与政策
与事实链接的独特功能。通过制定具体化的税法规则或直接在个案来具体运用（执法或司法）是
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两种主要方式。
３．税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是一种立法技术的需要，被视为立法为保障法律目的之实现
而予以授权，使得征税主体在税收征管过程中享有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权力，甚至在一些情
形下，这种具体化行为属于“判断余地”的范畴，司法权也不应介入。由于税法实施过程的行政主
导性，对于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除了法院在个案中斟酌具体的情事来确定，征税机关成为事实上
税法概念的主要解释者和运用者。
４．在经济宪制之下，具体化中的权力如此构造与配置是源于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与行政权
主导的功能优势。对此，“功能正当化原则”与 “法律不完备性理论”可以作为正当性证成的理论
解释。
５．尽管此种制度结构内含权力膨胀和滥用的风险，但是，如果征税机关能以下位规范或在行
政裁量中合法、合理地具体化法律，法院能有效地对这种具体化进行审查，仍然契合税收法治的意
涵。对此，于规范和价值层面，税法原则对具体化过程既予以支撑，又予以充分的约束，既“赋权”
又“控权”，防止偏离法治的要求。
６．在我国税法语境与制度经验下，行政主导是一种“垄断式”的主导，其形成有着本土的“路径
依赖”惯性。尽管过往经验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必须正视、检讨所凸显的种种
问题，从“授权”走向“控权”，以更好地消解“法治”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迈向税收治理的现代
化。对此，必须回归经济宪制下的理想框架，税收立法权需回归人大，具体化规则的制定权需合理
配置并得到法律的有效规制，同时补强“力不从心”的司法权，规制强大以至于“过犹不及”的行政
权，使得不确定法律概念能够实现其立法目的和现实功能，更好地保障纳税人权利。
（责任编辑：许多奇）
〔５８〕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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