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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追求利润为活动基本目的，并不在参加人之间分配利润的

一种组织。禁止分红乃是非营利组织的根本特征。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并不一定承担法律责

任，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时，才承担法律责任。宗教法人的营

利行动分为自养范围内的营业行为和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自养范围内的营业行为应与该

宗教团体历史上的习惯方式相符合，该部分收入无须纳税。从宗教财产的公益产权特性出发，

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需要控制在合理限度范围内，防止造成不正当市场竞争。自养范围外

的营业行为不属于免税范畴，应当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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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有关于宗教财产的问题与“营利”二字一直存在莫大关联。近年来，宗教活动场所被

承包经营的现象比较突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①。不法牟利者成立伪宗教组织，以正常的信

徒捐献活动为缘由进行劝募，以“过分钱财要求”为特征，敛财用以分红［1］。受到争议的宗教组

织营利行为，一方面表现为宗教团体的违规营利行为，宗教团体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部分宗教团体违规开展与宗教宗旨不相符合的暴利业务，或是开展的营业活动符合宗教宗

旨，但所得收入却用于分红的现象。在调研过程中，大部分宗教组织恪守规则运行，依靠信教

群众的奉献自养，但少数宗教场所存在强拉游客烧香以敛财的现象。另一方面，体现为宗教场

所屡遭侵占，部分地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借教敛财现象屡禁不止。企业和个人甚至地方

政府投资兴建宗教建筑，以“僧商合作制”或“官僧合资制”承包寺观。有的非宗教活动场所雇

用假僧假道，非法从事宗教活动，部分无宗教神职人员主持的场所设置仿照宗教场所设置功

德箱，收取宗教性捐献，甚至威逼游客，骗取钱财，以教牟利。一些经依法登记的寺观尤其是处

在风景名胜区的寺观，或被投资经营，或被作为企业资产上市②。

根据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 2 条规定，“民间非营利组织包括依照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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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登记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

等”，宗教组织被视为民间非营利组织。并且，该条文

中明确规定了，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不以营利为宗

旨和目的、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投入资源不取得经

济回报、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从中，

不仅宗教组织的外部人员“借教敛财”“借教谋事”现

象应当成为法律的规制对象，而且宗教法人自身应

当严格遵守非营利组织的运作要求。

基于此，笔者讨论的问题线索为：第一，实践中

的宗教组织营利行为是否均为非法；第二，宗教组织

的营利行为是否应当免税？此中，俄罗斯等国家以及

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可供借鉴。

二、宗教组织营利行为是否均为非法

（一）宗教财产的性质

在既往规定中，《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

基本建设委员会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

等问题的报告》指出，佛道教的庙观归属于社会所

有，家庙性质的小尼庵为私人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

寺归属于信教群众集体所有。针对此，学者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为主流的宗教财产“集体所有”或“社会

所有”的规定，实际上将宗教财产视为无主财产，错

误地以资金来源确定所有权归属［2］。宗教团体资产或

者其所接受的捐赠、资助均属于宗教团体的宗教财

产，不受侵占、私分、挪用或转移、变卖等。

根据《民法通则》第 77 条的规定，社会团体包括

宗教团体的财产，属于团体所有。有学者解读，“这些

财产不是国家的，也不是集体或者公民个人的，而是

属于该团体所有”，这是明确宗教财产为公共财产的

立法表达［3］。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第 69 条在国

家、集体、私人所有权后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

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即认定宗教财产为不同

于国有财产、集体所有财产的公共财产［4］20。

首先，社会团体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虽然

界定于国家、集体、私人所有权后，但同样属于《物权

法》第五章“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

中的内容。立法文本在第 68 条处选取了企业法人作

为营利法人的代表，而在第 69 条处以“社会团体”概

括非营利法人与中间法人的主体特征，从中并不能

直接推断出宗教财产为公共财产。其次，学者又提

及，公物原则上不得为公用征收。公用征收对象为私

人所有之物，公有财产或行政财产如须征用，须经由

财产主管机关依规定程序拨用，无须征用手段。如属

供行政目的使用的各种公物，其拨用与原实用目的

不符者，不得为之［4］25。行政用物主要包括警察装备、

消防车辆、水电气的企业财产等。按照政教分离的原

则，宗教财产也必然不可能成立行政财产。宗教财产

如为民用公物、私人所有的公物，财产主管机关依照

程序拨用宗教财产，无须征用手段，不符合常理。

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

主义共和国敬拜自由法》（1990）第 26 条中规定宗教

组织的资产范围包括楼房、圣物、生产、社会、慈善、

文化和教育场所、现金以及该宗教组织的活动所必

需的其它财产。宗教组织对其自身所有或者通过捐

赠、公民赠与、机构或者政府转交，以及其他合法手

段所获取的财产享有产权。俄罗斯明确将宗教组织

视为公法人。因此，在民法理论认为，宗教财产是具

有特殊性的公产，所有权归属于宗教团体，但由于该

所有权具有公共性、公益产权性，宗教组织不得滥用

权利，宗教组织以及其他组织、个人利用宗教财产进

行营利，必须设置有限度。

（二）对于“非营利”的解释

根据以往规定，社会团体法人的性质是非营利

性社会组织，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社会团体违

背这个基本要求，以自身名义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便背离了社会团体的宗旨，也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第 33 条第（六）项的规定。对于这种情况，

应当视其情节处以责令改正、限期停止活动、罚款、没

收非法经营额或非法所得、撤销登记等处罚［5］。

随着社会组织功能逐渐分化，社会组织及其成

员的营利行为也开始获得了合法的、在道德上有肯

定意义的地位［6］。《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33 条

第（六）项的规定，即“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表述

并不准确，从资金来源看，根据我国《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会

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

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7］。在强

调宗教组织自办自养的情况下，宗教团体并不一定

只能依靠宗教捐献进行组织运作。

实际上，非营利组织中的“非营利”并不意味着

非营利组织不可以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根据《爱沙

尼亚非营利社团法》第 l 条第 I 项规定，非营利社团

是数人自愿组成的、其目的或者主要业务活动不是

通过经济活动获得收入的社团。第Ⅱ项中规定，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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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社团的收入只能用于实现章程所规定的目的，非

营利社团不得对社员分配利润。更具概括性的条文

是《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法》第 2 条第 I 项的规定，非营

利组织是不以追求利润为活动基本目的，并不在参

加人之间分配利润的一种组织。禁止分红乃是非营

利组织的根本特征。因此，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并

不一定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而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时，才承担法律责任。

宗教团体的经营所得在满足自养之外，多余的

营业款项应当用于相关宗教事业或慈善事业，用于

其他用途者，应当认定为违背“宗教目的或宗教组织

的章程宗旨进行活动”。但是，违背宗教目的或章程

宗旨的行为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危害，有时候甚至有

益于社会。例如，藏传佛教寺院开办藏医馆，收费为

当地民众治病，部分具有盈利的经营行为仅需按照

税法上规定要求宗教团体承担责任即可。

与宗教目的相关的营利行为应当享有免税待

遇，从识别特征上看，符合传统惯例的营利行为，如

果符合宗教目的，或是偶然性的、临时性的、辅助性

的、不定期的的行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8］。某项行为

不一定符合宗教目的，但符合慈善目的的特征，亦可

依据慈善法律法规享有免税待遇。与宗教、慈善目的

均不相关的行为，应当等同营利法人，征收同样税

率。

非营利性在现代非营利组织法的语境中存在三

层含义：第一，非营利组织旨在促成一定程度上的公

益，不为自身的无限扩张而为事业。第二，非营利组

织的营业所得不在成员间进行分配，在非营利组织

解散后成员不得主张剩余财产分配权，所清算财产

应当在公共部门当中继续流转。第三，非营利组织的

财产不可转为个人所用，否则，类似于刺破公司面纱

的制度，将突破社团性质的有限责任［9］。总体而言，宗

教组织作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语境中的非

营利组织，并不意味着宗教组织绝对不可从事营利

行为。但是，同样不意味着只要资源提供者向该组织

投入资源不取得经济回报，宗教组织的营利行为就

可以不受限制。无限度的营利行为可能导致正常的

市场竞争失灵，还可能导致税收优惠的争议。

（三）国外的立法例

就国外立法例而言，1990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

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敬拜自由法》第 28 条规定了宗教

组织的生产与商业活动，具体为：“宗教组织有权依

照其章程（规章）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

和国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法律来建立具有法人资

格的企业，以便从事制造、修复、艺术、农业与其它活

动。”而后，1997 年，《俄罗斯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

教组织的法律》第 23 条同样对宗教组织的企业活动

作出规定：“宗教组织有权从事企业活动和在俄罗斯

联邦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建立自己的企业。”可见，在

俄罗斯，宗教组织可以进行营利活动。

但是，该营利活动是存在限制的。《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敬拜自由法》第 30 条中规

定，捐赠给宗教组织的资产与财物，以及公民捐赠给

宗教组织的钱财，免于纳税。宗教组织用其资产进行

生产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除了用于慈善、文化与教育

用途的部分外，应当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

义共和国法律，为公共组织的企业所规定的程序纳

税。”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法》第 31 条同样规定，禁止

依照特殊程序向个别非营利组织，向给予非营利组

织以物质支持的个别公民和法人，提供缴纳税收方

面的优惠。俄罗斯的规定中，对于税收优惠是相当严

格的。

日本《宗教法人法》第 6 条第 2 款规定，宗教法

人只要不违反其目的，可举办公益事业以外的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利益时，必须将其作为该宗教法

人、包含该宗教法人的团体、该宗教法人援助的宗教

法人、或公益事业使用。该条文是“禁止分红”原则的

体现。这部分营利所得并不是免税的。宗教活动区分

为主要的宗教活动与附随的宗教活动。不属于主要

或附随宗教活动的行为，例如金融投资等均不可以

免税。根据日本税务局的规定，附随的宗教活动明确

分为十三项内容③。通过征税控制来管理宗教组织的

营利行为，日本规则上营利控制是与免税规则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9］。

三、宗教组织收入的免税

（一）自养范围之外的营利部分不予免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26 条

的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四）符合

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3 号）第

一条规定，非营利组织，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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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二)从事

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

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

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四)财产及

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五)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

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

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

向社会公告……。基于上述，除自养范围等有关、合

理支出之外，其他收入部分均应用于公益性或非营

利性事业，否则不得认定为非营利组织。按照民办非

企业单位相关的会计规则，资源投入者不从宗教团

体中获得任何回报，“有关、合理支出”可以包括宗教

团体运行附属事业的支出，同样可解释为“非营利活

动”，例如必要的住宿业、符合宗教习惯的餐厅等。而

金融业等明显属于营利为目的的产业，则违反非营

利组织的章程与宗旨，断然不可免税。在调研中，台

湾学者林本炫老师告知笔者，我国台湾地区“财政

部”规定，只要有定价，即视为买卖交易行为，需要纳

税。贩卖宗教书籍、出售燃香等行为，视为存在对价

的贩卖，同样需要缴税。而随喜布施属于宗教行为，

并不扣税。因此，寺院往往在燃香处写明“随喜布

施”，信徒布施后，任意取燃香使用，寺院方不需要纳

税。

主管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发

现宗教组织不符合免税资格规定条件的，例如帮助

他人偷逃税、从事违法营利行为等，经查实后，应及

时报告核准该宗教组织免税资格的认定机构，由认

定机构进行复核，复核不合格的，取消其享受免税优

惠的资格④。可以参见日本法，主管机关对于被借壳

免税的休眠宗教法人，有权主动注销其主体资格。

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宗教团体应当办理税务登

记，在纳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备案手

续。宗教组织所举办的事业当年符合规定的免税收

入，免予征收所得税；当年不符合免税条件的收入，

应根据相应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关于具体的免税、不免税事项，可供参考的是，

我国台湾地区 2005 年“宗教团体法”（草案）第五章

财产中⑤，涉及宗教法人的租税减免规定。其中第 23

条为所得税减免规定的规定，“宗教法人除有销售货

物、劳务收入或附属作业组织者外，得依所得税法相

关规定，免办理年度结算申报。个人或营利事业对宗

教法人之捐赠，得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作为列举扣

除额，或列为费用或损失。宗教法人接受捐赠之所得

及孳息，得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免纳所得税”。此草

案第 24 条有关于土地增值税：“私人或团体捐赠宗

教法人专供宗教、教育、医疗、公益、慈善事业或其他

社会福利事业等直接使用之土地，得由受赠人申请

不课征土地增值税。但再移转第三人依法应课征土

地增值税时，以该土地捐赠前之原规定地价或前次

移转现值为原地价，计算涨价总数额和课征土地增

值税。”

（二）取消免税资格的情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

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3

号）第六条的规定，已认定的享受免税优惠政策的非

营利组织有下述情况之一的，认定机构应当取消其

免税资格：1．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

业单位逾期未参加年检或年度检查结论为“不合格”

的；2．在申请认定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3．有逃避

缴纳税款或帮助他人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4．通过关

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和服务活动，变相转移、隐匿、

分配该组织财产的；5．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而受到税务机关处罚的；6.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处

罚的。其中第 1、2 点，可以交由登记管理机关以撤销

登记等方式处理。第 4 点“变相转移、隐匿、分配该组

织财产”的情况，则以“宗教团体未依法建立完备的

财务制度、未将所有收益和支出纳入财务管理”的形

式进行规定。针对未建立财务制度，应当制定适当的

制裁措施。制裁措施应该包括自行废止条款，在比较

法上的做法包括对组织的免税权进行定期复审、对

不遵守报告和信息透明制度的管理者进行民事或刑

事惩罚等［10］。为在实践中更为容易操作，使权力部门

之间权责分明，应当选用的责任方式是由税务管理

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于税务的法律责任不仅包

括宗教法人，而且包括未登记为法人的宗教团体。这

意味着，所有宗教团体均应建立完备的财务制度、将

所有收益和支出纳入财务管理。从而，法律实施过程

中违法成本显著高于守法成本，从根源上杜绝借教

敛财现象的立法效益高于立法成本与实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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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对于利用宗教财产营利的问题，一方面，任何机

关、机构与个人（包括宗教场所自身）不能利用真实

存在的宗教组织营利，强行参与门票分红等。另一方

面，无论出于营利或其他不法动机，不具有宗教团体

资质的任何机关、机构与个人不得擅设宗教场所。宗

教场所的营利行动可以存在，分为自养范围内的合

理营业行为和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自养范围内

的营业行为应与该宗教团体历史上的惯行方式相符

合，该部分收入无须纳税。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需

要控制在合理限度范围内，防止造成不正当市场竞

争。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不属于免税范畴，应当纳

税。俄罗斯的相关条文为我国构建宗教组织的营业

活动制度提供了模板，宗教场所可以从事一定限度

内的企业活动。

注释：

①云南岩泉寺案件、广仁宫案件等，参见国家宗

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宗教政策法规读本》，宗教

文化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5 页。

②参见《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

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 号）。

③在日本，假如宗教法人不按照《宗教法人法》

进行活动，行政机关可以提出宗教法人的解散。有的

机构借宗教法人之外壳进行高利贷的营利活动、嫖

娼活动，所管辖的行政机关可以发出解散命令，停止

该活动。总体而言，日本法律制定框架，操作层面以

行政解释、通知、通达等方式进行。日本《宗教法人

法》的规定是原则性的，实施的细节需要根据行政判

例、行政解释进行操作。例如，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的

宗务科通过通知或操作指南来进行管理活动。比如，

宗教法人的认证条件、人数、活动业绩等事项。日本

《宗教法人法》依照美国的版本制定，但美国没有宗

务科之类的机构，日本《宗教法人法》是结合战前日

本《宗教团体法》与美国宗教法的产物。

④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采取“披露———

分析———发布———惩罚”制度，首先通过制度规范来

加强非营利组织业绩信息的披露，然后通过监管机

构对非营利组织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向公众发布以

引导公众进行明智的捐赠，最后对不遵守相关规定

的组织进行处罚。国家税务局和州级政府首席检察

官，对违法信息披露的行为履行制裁职能。由美国国

税局主要管理税收事务，从管理非营利组织的历史

看，它仍是现有机构中最合适的选择。参见刘亚莉主

编：《会计理论与应用前沿》，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2 页。

⑤该部分与我国台湾地区“宗教团体法”草案

（2015 年“行政院”版本）第五章“税负”中的内容相

较，不存在过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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