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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理论、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
一个分析框架

———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夏立军

  内容提要 本文从代理理论出发,考察了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股的上

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的不同,藉以说明所有制形式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

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公司治理效率是和股权文化、法制环境、信用体系、政府

治理水平等公司治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公司治理环境是相对所有制形式来说更

为重要的因素;公有制的公司治理效率并不必然比私有制的公司治理效率低

下,两者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公司治理难题,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才是解

决这些难题的关键。本文的分析框架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改

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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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学术界关于公

有制和私有制经济效率的争论在中国已经由来已久,但是有关争论依旧存在。
中共“十五大”之后,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战略已经基本确立,中共“十六大”
则对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最近召开的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

决定。然而,在理论界,对于国有经济到底应该占多少比重、公有制到底要不

要继续搞下去等等问题依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公有制经济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代理理论以及从

代理理论中演译得出的结论,即公有制经济由于其代理链条上的严重问题使

得效率低下。我们认为,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效率比较主要应针对这

两种经济形式下的公司治理效率。因此,本文依然从代理理论出发,将公有制

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与私有制经济的高级形式———上市股份公司的治理效率

进行直接比较,以免除已有的关于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争不能切中要

害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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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的支持公有制经济的文献往往从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
公有制经济有利于保持社会公平、公有制经济对于社会产生的环境污染等负

的外部性较少等等角度来论述。本文不从这些角度探讨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

经济的利弊,因为通过比较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各自的利弊并不能澄清

问题。我们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同等的竞争环境下,公有制经济形式下是

不是可以具有很好的公司治理效率? 公有制经济形式下的公司治理效率是不

是必然比私有制经济形式下的公司治理效率低下?

  本文的研究表明:(1)公司治理的效率是和股权文化、法制环境、信用体

系、政府治理、市场竞争程度、产业发展阶段等等因素(本文称之为“公司治理

环境”)密切相连的,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司治理标准;(2)公有制经济的

公司治理效率并不必然比私有制经济的公司治理效率低下,两者在公司治理

上都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难题;(3)仅仅从公司治理效率角度来看,公有制还是

私有制即所有权性质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可能是公司治理的机制以及上

面提到的公司治理环境。

  本文的以下部分作如下安排:第二节,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效

率;第三节,讨论公司治理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分析公司治理环境对

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第四节,从代理理论角度探讨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股

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上的差异;第五节给出研究结论及其局限。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为了使讨论切中要害,免除不必要的干扰,本文将研究的问题局限于探讨

和比较在同样的竞争环境下,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

理上的差异。这样做的原因是基于以下研究假设:(1)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

股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典型形式和高级形式,具有

代表性,能够说明问题;(2)公司治理效率是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效率比

较的关键,将研究问题限于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可以抓住要害,免除公私之争中

的无的放矢、隔靴抓痒式的争论;(3)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比较限于

同等的竞争环境下,有利于增加可比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涉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维护社会公平、便
于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差异。同时,本文的讨论是基于发展的眼光,因为若非如

此,难以看到问题的本质。举例来说,公有制经济在某一段时间其效率可能高

于私有制经济,而私有制经济在某一段时间其效率可能高于公有制经济,但是

对于在国有经济中已经采取“抓大放小”战略的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回答:
公有制经济是不是必然会导致低效率? 私有制经济是否必然就会导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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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若不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它们的效率各有千秋?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改

革措施以提高它们的效率? 本文的分析和探讨将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出回

答。

三、公司治理环境与公司治理效率

  历史地看,公司治理的模式处于不断演变中,并且公司治理总是与一定的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狭义的公司治理仅仅指有关公司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这种概念主要针对现代公司而言,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那些股东与经营者合一的公司里则不存在公司治理的问

题。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
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
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等这样一些问题(Blair,

1995)。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一个更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概念,并将公司治理界定为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和公司治理环境三个有机结合的环节。公

司内部治理机制可以视为处理公司股东之间关系、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

一整套法律和制度安排,包括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

制度、高级管理层激励与约束制度等等。而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视为是

公司外部的影响公司股东之间关系、股东与经营者关系的一些法律和制度安

排,包括经理人市场机制、银行机制、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和监管机制、接管与购

并市场机制、对股东的法律保护机制等等。公司治理环境则涉及更为广泛的

内容,包括股权文化、法制环境、信用体系、市场竞争、产业发展、政府治理、政
治制度等等方面。

  本文中公司治理效率主要是指公司治理在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中的有效

性。由于公司治理环境会对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

响,因此,公司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安排必须适应已有的公司治理环境,同
时公司治理环境本身也应该不断完善,以产生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的土壤。
图1说明了公司治理三个层次的关系。

  那么,公司治理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效率的呢? 我们认为,公司治

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是建立在特定的公司治理环境基础之上的。没有良好的

公司治理环境,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例如,在一个

法律不完善、法律执行不健全的国家,投资者会预期到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合

约(有形或无形的合约)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可能会不愿意投资。Shleifer
和Vishny(1997)的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和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对公司

治理的效率会产生重要影响,在那些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和对中小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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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的程度也较高,投资者手中的资本也更愿

意投入到公司中。

图1 公司治理的三个层次

  现有的企业理论研究文献已经集中讨论了公司治理机制和产品市场竞争

程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Shleifer和Vishney(1997)认为产品市场竞争是

相对公司治理机制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从长远来看,产品市场竞争会影响公

司的治理机制。另外,信用体系、股权文化以及政府治理等也会影响到公司治

理的效率。公司治理的本质是要解决公司股东之间以及股东和公司经营者之

间的责、权、利分配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责、权、利的分配关系视为一些有

形或无形的合约的话,那么公司治理的本质则是要解决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

经营者之间的合约签订和履行的问题。显然,法制环境的优劣、信用体系的发

育程度、尊重股权的文化、政府治理的水平等公司治理环境的要素会影响合约

的签订和履行,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

  如果我们把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看作是房子的内外组成部分

的话,那么公司治理环境则可以视为房子的地基。地基不同,那么在特定地基

上所能盖出来的房子也不同;地基不牢,那么房子的坚固性就成问题。从这个

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环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性非同一般。更为重

要的是,公司治理的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改革,一国可以营造出与其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环境。例如,政府治理水平对

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来说就非常重要,而且政府治理的

水平也是可以不断提升的。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环境相对公司治理的内部机

制和外部机制来说又是相对稳定的,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创建可

能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公司治理环境的营造则需要较长的时间。

四、大型国企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

  上文探讨了公司治理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利用上文的分析

框架来考察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差异。本文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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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企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都实行股份公司制度,都属于中国的《公司

法》规范范围。在考察股份公司的基本模型之后,本文着重分析在中国现有的

制度背景下,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各自所面临的公司治理难题。同时,我们还结

合全球公司治理的现状,对这两种类型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

讨。

(一)股份公司的基本模型

  图2描述了股份公司的基本模型。公司由企业家或经营者负责组织和营

运,股东作为资本的投入者,获得公司的有价证券(股票),这种有价证券的索

取权是由公司担保的对公司经济行为净结果的分享,这种分享是在已经履行

了对公司经营者的合约,支付了公司员工、供应商和其他的债权人之后进行

的。

图2 股份公司的基本模型

  债权人也是资金的提供者,作为交换条件,贷款人获得公司还款优先权的

许诺,这种许诺是以公司资产来保证的,并且拥有按照一定的利率收取资金的

使用费用(利息)的索取权。公司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提供者,在提供劳动和

治理资源的同时,要求获得相应的工资报酬、安全福利保障的权利;消费者、供
应商作为公司经营链上的重要一环,同样关系到公司的运作。

  在上述模型中,股东得到的红利,是在企业结算最后得到的支付,因此,股
东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股份公司中,公司治理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

司的经营者努力工作,以使公司在履行对员工、供应商和其他债权人的支付义

务后,能够让公司股东获得满意的回报。由于公司经营者的努力不可观察或

者观察成本太高,同时由于公司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可能与股东的目标函数并

不一致,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和股东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从而产生公司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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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难题

  上文述及,公司治理主要是如何保证公司经营者努力工作以实现公司价

值最大化的问题。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全国人民是公司的最终股东,即实行国

家所有制;政府则是国家的代理人,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从现

有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来看,大型国有企业的代理关系可以表示为

图3。

图3 大型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至少存在着四层代理关系,分别用

①、②、③、④表示这四个代理链条。这四层代理关系涉及一个委托人———全

国公民以及四个代理人,分别是:国资局等政府部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

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大型国有企

业中公司治理的批评主要来自于政企不分、寻租、软预算约束、公司治理动力

不足。而其中,公司治理动力不足同时也是引起其他几个问题的根源。之所

以公司治理动力不足,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不向私人企业那样有明确的股东,或
者说国有企业的股东虽然明确为全国公民,但是这种股东的数量太大,以至

“搭便车”问题极其严重,谁也不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用张维迎(1999)
的“变压器”理论来说,就是公司治理的“初始电压”不足,经过代理链条的“变
压”之后,到最后一层代理链条———总经理已经没有足够的“电压”为公司的价

值最大化服务。

  张维迎(1999)在其《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中论述了国有企业的几个

不可能定理,即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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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在

论述这些“不可能”的基础上,张维迎得出结论认为,国有企业的惟一出路就是

民营化,实质上就是实行私有制。从图3的代理链条可以看出,张维迎提出的

几个不可能确实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面临的难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

代理链条1的有效性不足。而由政府部门作为代理人又会与政府部门的公共

管理职能和目标发生冲突,造成政企不分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
然而,我们关心的是,国有企业中的这些公司治理难题真的是无药可医的绝症

还是特定公司治理环境下的暂时性难题? 本文以下部分将进一步对此进行讨

论。

(三)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难题

  上文考察了大型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实质上,这些问题在私有制企业

中也会产生,只不过问题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图4显示了以私人控股的上

市公司为例的委托代理关系。如图所示,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委托人是公

司的股东,这些股东包含不同的种类,从持有公司股份的多少来看有大股东和

中小股东之分。公司股东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来实现对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因此董事和监事是公司的代理人1,而公司的经营者———总经理则是公司的

最后代理人。

图4 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如果公司的股权比较集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较

高,因此监控公司经理层的积极性也较高。这样,公司最主要的代理问题则来

自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监控

公司的成本较高,实际上是依赖公司的大股东来监控公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大股东又成为中小股东的代理人。但是大股东的利益和中小股东并不

完全一致,大股东往往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公

司价值最大化。这种公司治理的问题常见于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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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那么大股东难以通过操纵公司的董事会来损

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会很严重。但

是,由于股权分散,没有股东有能力或强烈动机对公司进行监控,因此公司股

东与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者———总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变得严重,往往会

出现弱所有者强管理者的现象(Roe,1994)。这种代理问题常见于欧美发达

国家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美国安然事件的发生充分暴露了此种类型的

公司治理难题。

  从全球公司治理的现状来看,上述两种类型的代理问题也是全球公司治

理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法制环境、信用体系、股权文

化、市场竞争等公司治理的环境较好,因此,其一整套的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和

外部机制得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公司股东和总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被限

制在一定程度以内。而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虽然建立

了一些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但是由于公司治理环境不良,这些机制难

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公司治理依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下文我们将

对大型国企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探求公司

治理问题的实质。

(四)公司治理环境与委托代理机制

  在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问题虽然和大型国有企业中不一样,
但是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的公司治理代理问题也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和国有企业比较来说,虽然表面上,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明确的股东,因
此代理问题不甚严重,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大型国有企业中代理问题

也会随着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得到减轻或解决。

  首先,大型国企的代理链条①就必然无效吗? 在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

股权是明晰的,股东数量是有限的,而在大型国企中,股东数量庞大到全国公

民,股权相对模糊。然而,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涉及到其自身的利益,那
么全国公民为什么不会关心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呢? 如果全国公民关心国有

企业的经营效率,那么为什么政府就一定不能成为好的代理人呢? 如果我们

认为大型国企的代理链条①必然无效,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全国公民不会关

心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并且政府不能成为好的代理人,但这样的假设并没有

理论根据。事实上,中国的民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是非常关心的,这可以

从民众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不满上看出来。而且,十多年来,政府也在不断

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治理。这样,如果政府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人

民对政府能够实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那么我们便没有理由怀疑政府可以成

为好的代理人。

  其次,大型国企的代理链条②就一定无效吗? 大型国企中政企分开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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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吗? 中共“十六大”后国资委的成立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进一步明确

和优化,已经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政府部门在公共

管理职能之外,就一定不能很好地履行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在政府部门内

部,同样可以清晰地界定职责和权限,同样可以引入竞争。如果职责界定清

晰、并且政府履行职责的信息透明,那么政府的委托人———全国公民便可以对

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因此,政府治理的水平会影响到大型

国企的公司治理水平。在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中,我们同样可以在国有

企业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内部和外部机制,如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制度、
独立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接管和兼并市场、经理人市场等等。

  再次,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公司治理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着公司治

理水平可以达到的程度,因此,无论在大型国企还是在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

中,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都不是本质的问题,而仅仅是手段和方法层面

上的问题。张维迎(1999)提出的国企的几个“不可能”实际上也是属于公司治

理机制的范畴。这些公司治理机制在特定的时期和公司治理环境下的确是

“不可能”,但是公司治理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一旦公司治理的环境发生改

变,所谓的“不可能”就不再成立。同样,对于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其公

司治理的难题也是属于公司治理机制层面的问题,一旦公司治理环境变化,新
的公司治理机制便可能产生,公司治理的难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利用上述分析框架,还可以较好地解释“渐进改革模式”在中国的成功以

及“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得逞。由于一国的法制环境、信用体系、市场竞争、
政府治理等公司治理环境的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营造出来的,因此通

过“休克疗法”可以在短期内改变公司的所有权制度,但这无异于在一个不合

适的地基上造房子。在现阶段的中国,公司治理环境的诸多要素还不足以支

撑对所有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因此,对中小型的国有企业采取

民营化的策略可以减轻政府的管理压力,使政府有能力集中精力于对大型国

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但是,全盘民营化并不是惟一出路。民营化在解决国有

企业的部分公司治理问题的同时,会产生新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至关重要

的是营造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而这才是治本之道。

五、研究结论及其局限

  本文从代理理论出发,尝试建立所有制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的一个分析

框架。通过将公司治理分为公司治理环境、公司治理外部机制和公司治理内

部机制三个方面,并分析三者关系,本文初步实现了上述目标。本文认为,公
司治理环境是公司治理中最为关键的要素,而公司所有制的形式最终内生于

公司治理环境,因此,在特定的阶段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可能低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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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和一成不变的。随着政府治理水平

的提升、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等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
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可能会高于私

人控股的上市公司。

  本文的局限在于通过分析和比较大型国企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公司

治理差异来说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效率差异。但是由于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人

控股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高级形式,同时大型国有企业和私

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将分析局限于大型国有

企业和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有利于切中问题的要害,看到问题的本质。未来

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代理问

题和效率差异纳入分析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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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ameworkonAgencyTheory,OwnershipStyleand
CorporateGovernanceEfficiency

———ConcurrentlyaDeliberationwithProf.ZhangWei-ying
XiaLi-jun

  Abstract Basedonagencytheory,thispaperinvestigatesthedifferencesabout

corporategovernancebetweenprivate-ownedlistedcompanyandbigSOE (State-owned

enterprise)toillustratetherelationshipbetweenownershipstyleandcorporategovernance

efficiency.Theanalysisofthispapershowsthatcorporategovernanceefficiencyisrelated

to manycorporategovernanceenvironmentfactorssuchasownershipculture,legal

environment,trustsystemandthelevelofgovernmentgovernance,andthatcorporate

governanceenvironmentisafactormoreimportantthanownershipstyle. Moreover,the

papershowsthatpublicownershipdoesnotnecessarilymeanlowercorporategovernance

efficiencythanprivateownership.Boththetwoownershipstyleshavetheirdifficulti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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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governance.Thekeymeanstoovercomethedifficultiesistobuildagoodcorpo-
rategovernanceenvironment.Theframeworkofthispaperhasboththeoreticandpractical
significanceforthereformofSOEsandcorporategovernance.
  Keywords AgencyTheory PublicOwnership PrivateOwnership Corporate
Governance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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