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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法理学有关法律部门调整对象 单一性的 理论, 金融 法并不 是一个独 立的法 律部门, 而 是由金 融调
控法、金融监管法以及金融交易法等三部分组 成。但长期 以来, 经济 法学研 究忽略了 这一点, 尤 其是在 宏观调 控法
的研究上, 即表现为随意把与金融调控法性质迥异的金融监管法或 金融交易法 划入宏观调 控法体系。当 然, 如 果说
金融交易法与金融调控 法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话, 金融 监管法 与金融调 控法之 间则确 实存在 着让人 容易混 淆的
地方; 为此, 我们必须从调整对象、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方面入手, 对金融 监管法与金 融调控法 的差异作出 区分
与比较, 以求对金融法与宏观调控法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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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 200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颁布的 5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 6及对 5中国人民银行法 6的修改, 还
是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有明确分工的银监会的成
立, 都已表明在实践中人们已把金融监管与金融调
控, 以及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的不同特征与属性
分开。但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 尤其是对宏观调控
法体系的研究中, 却仍然处于混乱状态; 因此, 在理论
上尽快澄清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之间的关系, 已
是势在必行之事。
一、晚近宏观调控法体系研究中产生的问题
一般来讲,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而金融关系复杂多样, 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质大
致可列为三类, 即民事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活动所产
生的金融交易关系、
国家有关机构对金融市场及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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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进行监管而产生的金融监管关系、
国家有关
机构的金融调控行为而产生的金融调控关系。可见,
金融法是以金融交易关系、
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调控
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各种法律规范的集合。根据法理
学有关同一法律部门必须符合调整对象即社会关系
单一性之理论, 我们可推知金融法并不是独立的法律
分支, 而是一个由民商法规范、
经济法规范, 甚至还有
一些行政法规范、
刑法规范等构成的复杂组合。具体
地讲, 调整金融交易关系的金融交易法应属民商法范
畴; 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调控关系皆是国家动用公权
力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或干预而产生, 调整这两种关系
的金融监管法和金融调控法显属经济法范畴。根据
它们的属性, 前者具备市场规制法的属性, 而后者属
于宏观调控法的范畴。
由于金融交易关系、
金融监管关系以及金融调控
关系的迥异性质, 决定了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以
及金融调控法的分野, 但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忽略这一
点。如晚近对宏观调控法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 众
多宏观调控法体系纷纷提出, 其中不乏有见仁见智的
观点, 但混淆金融交易法、
金融调控法以及金融监管
法性质的现象却司空见惯。以下试举例说明。
/ 广义的金融调控法 0说 这种观点认为, / 金融
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法律部门, 兼有宏观调控
法规范和市场规制法规范, 就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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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应当是宏观调控法, 而不属于市场规制法 0; / 所
以, 在金融体制的国家干预职能中, 宏观调控的职能
是直接实现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职能, 市场规制职能
服务于宏观调控职能。与此相应, 宏观调控法具金融
[ 1]
法的基本属性。0 而这种 / 宏观调控法属性 0的金融
法体系可以庞大到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
策性银行法、货币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 等。
当然对于这个庞大的金融法群, 不同学者所持观点仍
[ 2]
存有细微差异, 如有学者并未将信托法包括进去 ;
有学者强调银行法 ( 包括中央银行法、
商业银行法、政
[ 3]
策性银行法等 )为 /广义金融调控法 0之核心 。
/ 狭义金融调控法 0说 其主要是将证券法、
票据
法、
保险法等显属民商法性质的金融交易法剔除出宏
观调控法体系。与 / 广义金融调控法 0说相比, / 狭义
金融调控法 0说较好地划清了民商法性质的金融交易
法与经济法性质的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之界限。
但遗憾的是有的学者仍把 / 狭义金融调控法 0体系范
围定之过宽, 即把少数金融交易法纳入其中, 表现在
将商业银行法、
非银行金融机构法等以金融调控法定
¹
性; 而有的学者却又把这个体系 / 狭 0之过窄, 往往把
一些主要调整金融调控关系的法律, 或把政策性银行
法, 或把货币法, 或把外汇管理法, 排斥在金融调控法
体系之外。º
总而言之, 上述学说皆违背了法律部门传统划分
方法 ) ) ) 调整对象单一性原则, 忽视金融调控法自成
体系之立足点, 不仅未能使其同金融交易法、金融监
管法划清界限, 而且跟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基本理论也
自相矛盾, 难以自圆其说; 因此, 区分三者性质是至关
重要的。考虑到金融交易法与金融调控法、
金融监管
法的性质差别明显, 学界多在后两者之间混淆视听,
故此本文侧重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三
方面对后两者的差异进行分析。
二、从法律关系层面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
管法
学界把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性质混淆的
重要原因是两者在调整方法上有相似一面, 如有学者
将金融调控主体诸如直接下达指令等直接调控行为
[ 4]
视为与金融监管相似 ; 也有学者将货币控制视为金
[ 5]
融监管的一种等等 。法理学把调整方法视为划分
法律部门的独立调整对象之标准的重要补充本无可
厚非, 但调整对象有虚拟和空泛的特性, 而调整方法
却是清晰和实在的。一旦把这两个标准结合之后, 第
一个标准不知不觉被第二个标准吸收和异化, 从而产
生把首要的独立调整对象之标准变成依附于次要的
调整方法标准的风险, 甚至得出 / 要形成一个法律部
门, 此种社会关系必须达到需要特殊的法律调整方
[ 6]
法 0 的结论。事实上这种逻辑难以获取支持, 因为
纯粹从法律层面上讲, 调整方法只有民事、
行政、
刑事
4

等三种, 当代法律实践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
外的其他调整方法。而正因为调整对象标准的抽象
性与层次性, 我们可以按 / 平等性 0与 / 国家干预 0的特
征划分出民商法与经济法两大领域, 并可按 / 宏观调
控关系 0、/ 市场规制关系 0、/ 社会保障关系 0将经济
法进一步细分为宏观调控法、
市场规制法与社会保障
法等法律部门; 所以, 单从调整方法上分析金融调控
法与金融监管法的属性注定徒劳无功, 我们必须主要
立足于它们的独立调整对象, 即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
监管关系。
在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一般会产生两种内涵迥
异的经济关系, 即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显
然, 金融调控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运用各种金融杠杆
调节货币供给总量和结构, 在全社会配置货币资金,
进而影响非货币形态的经济资源之配置和市场主体
的经济行为等金融调控行为而产生, 显然属宏观调控
关系性质; 而金融监管关系是金融主管机关在对金融
机构等市场主体的金融业务的监督与管理中所产生,
显然属于市场规制关系性质。具体地讲, 金融调控关
系不仅具备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一般特征, 还应蕴涵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特殊表象, 即 / 其一是它的宏观
性和总体性。它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
构和总体运行, 所实行的措施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全
局, 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 ,,其二是宏观
调控措施的促导性。 ,,它所采用的方式重在对社
[ 7]
会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 0 。而金融监管关系属
于市场规制关系的性质, 必然具备有异于金融调控关
系的某种特征。具体地讲, 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监管
关系相比, 无论是主体, 还是客体, 或是内容方面, 都
存在重大差异。
(一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主体上的差
异
金融调控关系主体一方具有恒定性, 另一方具有
广泛性。前者作为调控主体, 专指国家或代表国家行
使金融调控权的职能部门, 我国 2003年新修订的 5中
国人民银行法 6将此权限授予中国人民银行; 而后者
作为受控主体, 在范围上明显广于金融监管关系主
体, 任何机关、团体、
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都可能成为
金融调控关系的受控主体。金融调控机关是最重要
的主体, 它们是金融调控关系的必要方, 并占据主导
¹
将 / 狭义金融调控法 0范围仍然定 位过宽的主要是 赵康等学
者的经济法学著作。 ( 赵康, 谭玲 1 经济法新 论 [ M ] . 北京: 法 律出版
社, 2003; 黄月华 1 经济法通论 [ M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邱本 1 宏
观调控法 [ M ] . 北京: 中国工商出版社, 2002; 潘静成, 刘文华 1 中国经
济法教程 [ M ]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 等等 )
º 将 / 狭义金融调控法 0体系定位过 窄的主要有戴凤 歧等学者
的经济法学著作。 ( 戴风歧, 李新 1 经济法 [ M ] .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2003; 刘定华, 肖海军等 1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 [ M ] . 北京: 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2; 杨紫 , 徐杰 1 经济法学 [ M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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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选择性, 并享有单方面设
立、
变更和废除金融调控关系之特权。其可凭借国家
强制力使受控主体接受和服从自己的意志; 也可采取
多种形式激励、诱导、刺激、抑制受控主体的金融 活
动, 以求调控目标之实现。
与此不同的是, 金融监管主体, 无论是监管机构
还是受监管的主体, 具有多样性、交叉性和重 叠性。
国家机关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无疑是最强大有力, 但行
业自律、
金融机构内部监管也举足轻重, 缺乏它们的
配合国家机关的金融监管将无效率运转; 所以, 金融
监管主体不具备调控主体的恒定性特征, 多样性以及
交叉或重叠特征明显。如对于商业银行自身, 它们不
仅是国家机关监管与行业监管的被监管者, 也是内部
监管的实施者。不过, 由于国家金融监管机关所实施
的金融监管是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的, 受监管机构对
此只有遵守和执行, 否则将遭受法定惩罚; 所以, 通常
意义的金融监管关系, 是指国家金融监管机关所实施
的金融监管行为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关系, 这也是本文
论述的重点。¹ 当然, 在国家金融监管机关中, 一般都
是多头监管的模式, 也具有多样性特点。另外, 与金
融受控主体不同的是, 非金融领域的任何机关、
团体、
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 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受
监管主体, 但可能性也是渺小或偶然的, 这与金融受
控主体的广泛性特征区别明显。
(二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客体上的差
异
由于金融调控法主要调整具备国家宏观调控性
质的金融关系, 并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来实
现, 这就决定金融调控行为是金融调控关系中最重要
和最经常的客体, 包括调控主体的调控行为和受控主
体的遵守执行之行为。前者既可表现为具有权力因
素的宏观调控行为, 如中央银行升降存款准备金比
例, 实施再贴现政策等; 也可表现为具有财产因素的
行为, 如为达到某种调控目标, 中央银行参与市场公
开业务。后者主要受控主体对这种调控政策的遵守
或执行。另外, 作为金融调控关系客体的经济资源具
备强烈的整体性特征, 与具有强烈物质利益性的金融
交易关系之物或财产不同, 经济要素或资源的整体效
益应放在第一位, 即金融调控法不能也不应该以具体
的物为客体, 而应着眼于对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经济
结构调整和改善等目标。
金融监管行为与遵守监管的行为是金融监管关
系的唯一客体, 财物一般来讲没有成为金融监管客体
的可能, 这是由监管的目标和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因
为金融监管是为保证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效率、一
体化和稳定; 而实施包括检查受监管主体的金融业务
的安全与稳健以及对相关法律、规章的遵守和执行等
在内的监管行为, 必然需要包括审批、命令、禁止、准

许、
倡导、
协调、
奖励和制裁等在内的各种监管手段的
运用。虽然进行这种微观经济管理过程中也会涉及
到货币、
账本、数据、
凭证以及一些具体财物等, 但它
们只是作为实施监管行为的某种凭托或帮助, 并不在
于它们本身的存在意义。
(三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内容上的差
异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内容的基本特征
非常相似, 都表现为主体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
状态。金融调控机关与官方金融监管机关的 / 权利 0
实际为 / 权力 0, 是法律赋予的, 为它们实现国家宏观
调控或金融监管职能所必需的。具体地讲, 它们是运
用各种国家机器及物质设施使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
各种方法、
手段和强制力量的总称。当然, 法律所赋
予金融调控机关与官方金融监管机关这种 / 权力 0, 也
是它们必须履行的义务或职责。而受控主体或受监
管主体的权利是指它们在法律框架下实现自己利益
的意志力量, 包括经营自主权、
经营管理权、
保障、申
诉、
控告权等。而它们的义务是必须接受和协助当局
的调控和监管行为, 如有违反, 将可能遭到法律的制
裁。
可见, 由于金融调控主体或金融监管主体的双方
并非居于同一层面的平等主体, 因而不能像民商法律
关系的主体之间具有的对等权利与义务。从表面看,
金融调控法或金融监管法赋予金融调控当局与金融
监管当局的权利要多于加之其上的义务; 而赋予受控
主体与受监管主体的权利则少于义务。法律之所以
这样规定, 一方面为方便调控或监管当局能够享有充
分的权力, 以保证对金融市场的有效调控或监管, 而
这些调控与监管的目的是使整个金融行业乃至国民
经济产生收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又是受控或受
监管主体的权利或利益。而且, 金融调控当局与金融
监管当局这种履行调控或监管职能的权力, 也是它们
必须执行的职责; 另一方面, 受控或受监管主体的基
本权利在金融交易法或其他法律、
法规中多已作详细
的规定, 因此在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中主要强调
其应有的资格条件限制以及在金融调控与监管活动
中的义务等。比较而言, 在这些法律中受控主体与受
监管主体的义务规范便显得多一些。而从整个市场
法律体系的角度考虑, 它们的权利 (力 ) 与义务是一致
或对称的。
当然, 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关系的内容在基
本特征上相似并不意味它们在具体内涵上等同。如
对于金融调控当局, 其权责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¹
若无特别说明, 本文所提到的 / 金融监管关系 0即指官方金融
监管机构实施的监管行为所产生的金融关系; 同样, 本文所提到的 / 金
融监管 0或 / 金融监管行为 0若无特别说 明, 即是专指官方金 融机构所
实施的金融监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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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融监管当局, 其权责是依照法律和规章, 对受
监管主体的市场准入与退出, 业务的安全与健全管理
和控制。前者着眼于总量控制, 后者立足在微观 管
理, 因此有着本质差别; 同样, 受控主体与受监管主体
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三、从法律行为的层面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
监管法
法理学认为: 法律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处
于一个持续不断的生成、
变更和消灭的运动过程中。
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力是法律事实, 而在法律事实
中行为占据主要地位, 这在金融调控关系与金融监管
关系的变化中表现尤为明显, 即金融调控行为与金融
监管行为是促使它们变化的最主要力量; 因而, 探究
金融调控行为与金融监管行为 (以下简称金融调控与
金融监管 )的异同也是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
关系的极为重要的一面。
目前, 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同为许多国家中央银
行的两大基本职能, 在 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前也是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的两大职能, 因而两者之间有着紧
密联系是不言而喻之事; 不过, 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
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诸如某些学者
断言货币控制也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的立论根据,
缘由两者立足的经济学基础、
具体内涵、
实施主体以
及实施手段皆存有迥异之别。
(一 )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迥异经济学基础及
根源
萨缪尔森今天可以断言: / 一切经济学派在今天
都同意, 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 货币供给的变动是重
[ 8]
要的。0 但过去的传统自由经济学理论却不这样认
为, 占据主流的观点 ) ) ) 无论是 / 萨伊定律 0, 还是 / 看
不见手理论 0, 皆认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将自发
的与社会有效供给相平衡。如萨伊定律认为: 供给会
创造它自己的需求, 任何供给都总是首先用自己的商
品去购买货币, 然后再用货币去购买别人的商品。这
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供给总相等, 只会在局部上由
于生产结构的失衡导致货币供需均衡打乱。但这种
局部失衡并不要紧, 因为 / 看不见的手 0会通过价格的
[ 9]
作用自动的对其加以调节, 使之 恢复平衡 。事 实
上, 这种理论如果要在实践中成立必须立足于完全竞
争市场之基础, 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经济学家的乌托
邦。如果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与完全
竞争市场尚有点接近, 而随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飞速
发展并导致垄断横行, 资本主义市场则进入垄断阶
段, 市场缺陷也逐渐暴露无遗。这时, 凯恩斯的 / 国家
干预理论 0便堂皇登场。该理论与 / 萨伊定律 0的看法
相反, 即认为由于 /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0、/ 边际利
润率递减规律 0和 / 货币灵活偏好 0的作用, 有货币支
付能力的需求总是小于有效供给, 市场经济不可能自
6

动达到均衡, 而需要国家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促使
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效供给之间的平衡。自
此, 金融调控获得并披上合法外衣登上经济舞台, 并
逐渐成为与财政措施并驾齐驱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之一。
与金融调控不同的是, 即使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横行的年代, 金融监管也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虽然
亚当 # 斯密对政府干预深恶痛绝, 但对于为禁止低面
额银行券的发行和确保所有银行券能到期偿付而对
[ 10]
银行实行管制的做法却赞赏有加 。实际上, 即使在
自由经济时代, 美国各州也需要银行遵循资本充足的
要求, 并对州银行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
查。从历史看, / 社会利益论 0、/ 特殊利益论 0、/ 多元
利益论 0、/ 社会选择论 0等经济理论, 在不同时期或不
同侧面对金融监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 / 社
会利益论 0认为: 纯粹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 完全自由
竞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 却易造
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 而管制可纠正或消
除市场缺陷, 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 它的成本却只由
社会的极小部分成员承担。该理论立足于 20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 迫切需要政府通过金融
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 并恢复公众对存款机构和货币
的信心的历史背景, 因而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金融
监管职能的确立和加强起到关键性作用。
实际上, 金融监管会比金融调控较早获取理论与
实践的重视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除存在诸如外部效
应、
垄断和信息偏差等一般性市场缺陷外, 还存在一
些特殊层面上的理由。具体包括: 第一, 金融业本身
存在高风险和内在不确定性, 客观上需要金融监管,
以保证存款人、
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 第二,
金融业具有发生支付危机的连锁效应, 容易导致系统
性的金融危机, 需要金融监管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和
稳健; 第三, 金融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社
会经济的调节机构,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举足轻重地位, 具备公共性与社会性特点,
[ 11]
需要特殊监管 。而这些特殊的理由在资本主义自
由竞争时代就已具备, 这就是当时已需要金融监管却
不存在金融调控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 金融监管的
产生最初是金融市场本身的要求, 而金融调控的产生
却是整个市场经济失灵时的要求。这样, 金融监管与
金融市场是相伴而来, 具有远远早于金融调控的历
史。
(二 )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不同内涵
金融调控是指金融调控当局 ( 一般是指各国中央
银行 ) 根据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结构的调节和控制, 以保
证整个经济从宏观上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金融调控实质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货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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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包括金融调控当局为实现特定目标调节和控制货
币供应量及处理货币事务的路线、方针、
规范和措施
等, 它是一种宏观性、
长期性、
调节社会总需求的间接
[ 12]
性经济措施 。当然, 货币政策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
上的法律, 但制定和实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作, 这
个法律框架就是金融调控法。而各国金融调控法律
所规定货币政策的工具, 通常既包括存款准备金政
策、
再贴现政策、
公开市场操作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
具, 也包括直接信用管理、
间接信用管理、消费信用管
理、
证券市场信用管理等特殊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实
施货币政策目标, 各国法律多作出 / 稳定物价 0、/ 维持
充分就业 0、/ 促进经济增长 0以及 / 保证国际收支平
衡 0等规定。
金融监管即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前者是指国
家金融监管当局或其他监管主体通过对金融机构全
面的、
经常性检查以促使它们依法稳健经营, 及安全、
可靠和健康发展; 而后者是指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根据
相关法律, 授权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有关金融业的组
织机构和业务活动的特殊规定和条例, 这些法令和规
定之目的在于使金融业务活动纳入正轨, 建立一个安
[ 13]
全和健全的金融体系 。总的说来, 金融监管着眼于
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限制金融业的过度竞争
和不正当竞争, 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
益, 从而促进金融体系公平、
有效竞争, 以达到维护金
融业的合法、
稳健、
高效运行之目标。从实施手段看,
金融监管一般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审批、
检查、
稽核;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统计管理; 对金融机构的财
务会计管理; 对金融市场主体的强制处罚等形式来实
现。其中对金融经营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与贷款集
中度的监管尤为重要。
比较而言, 金融调控着眼于金融总量, 金融监管
着眼于金融机构运行。前者属于国家宏观管理措施
之一, 作用于宏观经济领域; 而后者属于外部市场管
理行为, 实施或发生在微观经济领域。
(三 )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权力主体
金融调控的权力主体在各国几乎都局限于中央
银行。虽然在实行多元制中央银行的国家, 存在依法
独立的联邦中央机构与联邦局部区域机构等两个级
别, 但随时代的演进, 区域性中央银行正逐渐沦为中
央机构的分支机构, 它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小, 权力日
益集中在中央机构的手中。中央银行在各国职能与
地位颇有差异, 但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和货币供应量的
最终调节者, 通过对货币及运行的调节, 实现对宏观
经济的强有力调控, 进而使之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机
构的特征却是一样的。而金融监管的官方监管主要
有两种模式, 即中央银行的监管或政府专门机构的监
管。而后者模式又分几种, 包括: ( 1)单层多头监管模
式, 即在中央一级设立两个以上的金融监管机构共同

监管; ( 2)双层多头监管模式, 即由中央和地方数家金
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如在美国, 联邦和州都有权对
银行发照注册并进行监管。在银监会成立之前, 我国
的官方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之后则
主要由银监会承担此职能。不过根据新修改的 5中国
人民银行法 6第 4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仍然肩负着
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 及
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等职能; 所以, 我国新建立的
金融监管体制仍然属于单层多头监管模式。
从全球范围看, 虽然目前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职
能集中于中央银行一身的模式仍然存在, 但分离趋势
已明显。因为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虽然联系紧密, 但
性质迥异, 存有冲突, 不宜由中央银行兼有。货币政
策的运用应当是中立的、
持续的, 不应受非经济规律
因素干扰, 因而必须让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
行来行使。而中央银行一旦独立于政府, 属于政府行
政权限的金融监管依然由中央银行行使必与政府不
相容。况且中央银行要是染上行政色彩, 其调控货币
供给的经济职能不免有陷入屈从政府指令的危险。
实际上, 两大职能集中于中央银行一身, 实质上就使
中央银行不得不承担银行机构的监护人和 / 保姆 0角
色。在金融机构危机或倒闭时, 央行得以最后贷款人
身份进行资金救助, 而资金来源可能是央行增发的货
币, 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正常决策和实施, 使两项职
[ 14]
能相互掣肘 。凡此种种, 不仅表明中央银行同时作
为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权力主体的现象已不合时
宜, 而且, 央行独立于政府的趋势也将更加明显。
四、
从法律渊源的层面分析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
管法
法理学认为: 法律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
用和意义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 因此, 法的渊源也叫
法的形式, 即是侧重于法的外在形式意义上把握法的
各种表现形式。每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律渊源, 不
同的法律渊源也是区分法律部门的有用要素; 因此,
要明晰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关系, 探讨它们的
法律渊源的差异也是有必要和有用的。
(一 )金融调控法的法律渊源
金融调控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 因而规定金融
调控机构的性质、地位、职责、调控方法、工具以及法
律责任等无疑是中央银行法的重大任务。事实上, 中
央银行法是金融调控法的最主要法律渊源, 是其核心
和基础, 并指导整个金融调控法体 系的建构。在我
国, 5中国人民银行法 6无论是在修改之前, 还是修改
之后, 都具有此种属性与地位。而政策性银行的功能
是直接或间接从事政策性融资业务, 充当政府发展经
济、
调整产业结构、
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工具;
所以, 政策银行的性质和宗旨之特殊性决定它们与客
户之间业务关系并非简单的平等、
自愿、
公平、等价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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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性质的金融交易关系, 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国家宏观
经济目标和产业政策的金融调控关系性质, 因而调整
此种关系的政策性银行法从本质上已属金融调控法
范畴。货币法是调整在货币发行、
货币流通和管理活
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制定货币
法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对货币的管理, 调节货币的流
通, 以保证货币的统一与币值的稳定。因此, 货币法
应属金融调控法的法律渊源。与货币法一样, 外汇管
理法也是金融调控法的重要法律渊源。
值得讨论的是, 货币政策能否成为金融调控法的
法律渊源? 货币政策, 按 5新帕尔雷夫经济学大词典 6
的定义, 指 / 中央银行采取的, 影响货币和金融条件
的, 以寻求实现持久的增值、
产出、增长、
高就业和物
[ 15 ]
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 0 。简单的讲, 金融调控
本身就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如
新修订的 5中国人民银行法 6第 2条规定: / 中国人民
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0事实上, 货币政策的
突出特点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并
不具备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特征; 所以, 按照法律
[ 16]
/ 仅指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0 的最狭义的界
定, 它们并不构成金融调控法的法律渊源。但在法社
会学或法律多元主义的广阔视野下, 答案却相反。就
如韦伯断言: / 法只是得到强制力保证的, 目的在于使
人们服从或对违反它加以报复的, 并有为此目的而产
[ 17]
生的特殊的工作人员执行的秩序的规范总称。0 同
样, 根据政治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杜格尔有关法律
即权威加控制之定义, 货币政策无疑就等于法律。当
然, 也许将政策直接定义成法律, 即把它们视为金融
调控法的法律渊源, 在现阶段可能依然存在诸多暂时
无法逾越的法理障碍; 但货币政策借用法律的形式制
定和实施却是毫无疑问, 所以即使它们不能算是金融
调控法的正式渊源, 但作为非正式渊源却是合理的。¹
另外, 按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与实践做法, 一旦我
国签署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生效, 将成为国内法
的一部分; 所以, 在我国生效并包含金融调控内容的
国际条约也是金融调控法的正式法律渊源之一。如
我国是 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 6的成员国, 该 5协定 6
的第 1条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包括: 促进国
际货币领域的合作与发展、促进汇率稳定、
协助会员
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等; 因此, 5协定 6的内容及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行使的各种金融职能 (尤其是有关汇率
制度、
贷款条件性和特别提款权等 )能够对成员国的
金融调控产生重大影响。如我国在 1996年从 / 第 14
条成员国 0转成 / 第 8条成员国 0后, 就不得不将经常
性外汇支付的限制取消。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该 5协
定 6中许多使用 / 促进 0、/ 尽量 0、/ 有义务合作 0等弹
性措辞的规定尚属 / 软法 0范畴, 但它们对成员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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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刃之剑 0, 其威力来自这些软法的综合效能和基金
组织的重要作用、
地位以及对这些软法的解释权。所
以, 这些 / 软法 0规定也属正式的法律渊源。
(二 )金融监管法的法律渊源
与金融调控法相比, 金融监管法的法律渊源要复
杂得多, 缘由金融调控机关一般局限于各国中央银
行, 而且金融监管主体在各国却差异颇大, 除官方监
管机构, 还有行业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内部监管部门
等。即使是官方监管机构, 可能专指中央银行, 也可
能是政府专门监督机关, 后者又可能涉及许多层次与
不同部门。而对任何监管主体, 都必然有对其性质、
地位、
机构设置、权责、
手段及责任等的相关立法, 这
将导致金融监管法的法律渊源纷繁复杂。事实上, 在
绝大多数金融法律、法规中, 都可能包含着调整金融
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如在我国原有的 5中国人民银
行法 6以及 5商业银行法 6、5票据法 6等都有相关监管
规定; 不过, 2003年 12 月, 我国的 5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 6的出台, 成为我国金融监管领域的专门性与基础
性法律, 是金融监管法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同时, 与
金融调控的货币政策性质一样, 金融监管当局在实施
监管时, 也会制定和实施许多金融监管政策, 它们也
可成为金融监管法的非正式渊源。
此外, 在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领域影响深远的巴塞
尔协议能否成为金融监管法的法律渊源的问题颇具
探讨价值。巴塞尔协议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
列对全球跨国银行业监管具有极强指导意义的文件
总称。按传统国际条约标准, 巴塞尔协议并不符合国
际条约的基本特征, 因其本身并未按条约的程序予以
正式签署或批准, 也不具备强制实施的效力; 但巴塞
尔协议已成为国际惯例的事实却无可厚非, 因为它已
符合国际惯例的一般标准, 即具有重复类似实践的物
[ 18]
质因素和法律确信的心理因素 。而一旦巴塞尔协
议的国际惯例之性质确立, 使其理所当然能作为金融
监管法的非正式渊源; 如果被吸收进国内立法, 则将
转化成正式渊源。事实上, 在我国立法实践中, 已大
量吸收巴塞尔协议的相关内容。如 1993年 5深圳市
银行业资产风险监管暂行规定 6吸收了协议的银行监
管标准和模式内容; 1995年 5商业银行法 6规定商业银
行贷款应遵守的最低资本充足率; º而 2003年底颁布
的 5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6对有关审慎经营、并表监管、
风险评估、
风险预警机制等规定, 更是直接借鉴了巴
塞尔协议的相关内容。显然, 这些借鉴性规定, 实际
上已将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内容从金融监管法的非正
式渊源转变成正式渊源。
五、
结论
¹
在法理学界, 许多学者认为在当代 中国还存在与正式法律渊
源相区别的非正式法律渊源, 包括政策、判例以及习惯等。
º 现为 2003年 12月新修改后的 5商业银行法6的第 3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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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调整对象、
法律行为以及法律渊源的深入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
其一,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调整对象之性
质迥异。前者属国家宏观调控关系, 后者属市场规制
关系。两者在主体、
客体以及内容上存有重大差异。
其二,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所规范的客体,
即金融调控行为与金融监管行为所立足的经济学理
论基础、
实施主体与具体内涵等方面皆有差异。最重
要区别是前者属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 着眼于总量
控制; 后者是市场规制行为, 作用在微观经济领域。
其三, 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的法律渊源的范
围不同, 前者包括中央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
货币
法、
外汇管理法以及有关国际条约等; 后者除专门性
金融监管立法外, 还分散于不同的金融法律、法规之
中, 金融监管政策与巴塞尔协议属于非正式法律渊
源。
总之, 尽管金融调控法与金融监管法同属经济法
范畴, 但性质迥异, 前者应归宏观调控法体系, 后者应
属市场规制法体系; 不过两者紧密联系, 息息 相关。
金融监管法的完善是金融调控法发挥效用的前提和
基础, 金融调控法的良好效应又有助于金融监管法的
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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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 etw een F inancial R egulation Law and F inancial Supervision L aw
LIU zhi-yun, LU Jiong-x ing
( School of L aw,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 in a)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 ith the legal ph ilosophica l principle that a branch law should have only a designated
regulatory targe,t f inancia l law that is com posed of f inancia l regulat ion law, f inancia l supervisio n law and financial
transaction law cannot be deem ed as a separate branch law. H ow ever, this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the econom ic
law stud ie s,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m acro- control law s. That is th e reason why financial superv ision law and financia l transaction law, d istin ct from financial regulation law, are in corporated in to the m acro - regulatory system. Apart
from financial transaction law that differs drastically from fin ancial regulation law, confu sio n does ex ist betw een financia l regulat ion law and fin ancial superv ision law. T his paper, from the ang le of the regulatory targe,t ju ristic act and
sources of law, com pares f inancia l regulation law w ith fin anc ia l superv isio n law and tells the ir difference hop ing in th is
w ay to im prove the study o f financial law and m acro- control law s.
K ey word s: f inancia l regulat ion law; f in anc ia l supervision law; legal re lation; ju rist ic ac;t source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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