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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际经济活动中，公司的治理范围已超越 了其法人边界，但传统的公司治 

理研究却局限在法人边界之内，鲜有文献探讨公司治理边界扩大后的特征对公司自身治 

理的影响。本文搜集了上市公司子公司、合营公司与联营公司的数据，并以此作为公司超 

法人治理边界的替代，探讨了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与高管超额激励之间的关 

系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其高管的超额货币 

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越高，上市公司高管由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而获取的超额收益 

对企业价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 

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和不同两权分离状况的公司中并无显著差异。 

但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对高管超额激励的影响程度在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 

大。本文的结论支持了有效契约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中的适用性，为上市 

公司的高管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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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企业的生产规模迅速增长。由于单个企业内部靠行政结构来 

组织生产，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管理成本大幅上升，这时候通过内部资 

源分化成立子公司，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但相应的代价是增加治理成本，公司治理的任务是对公司给 

予总的指导、监督和控制所采取的行政措施，使说明责任制满足合法的期望值，并通过超出公司界限 

之外的利益进行公司调整(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当子公司化节约的管理成本比增加的治理成本 

大，这种转化是有效率的。除了内涵式分化，外延式兼并也是子公司化的重要途径，当企业达到一定 

的规模，可以通过兼并收购其他企业实现子公司化，节约交易成本，并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更加有 

效地利用各种专用和通用资源。此外，基于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企业可能会与 

其他企业共同成立关联公司，比如合营公司或联营公司。而根据资源理论(Goto，1982；Guillen，2000； 

吕源等，2005)，某些从外部市场无法获得的关键资源通用性的特点，很难通过市场或者跨组织转移。 

这些资源积累的结果是推动企业不断进入新的行业(多元化)，从而产生了众多的子公司和关联公司。 

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的出现，使企业的权力、责任配置以及监督、指导、决策等治理活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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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的法人边界。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认为，公司治理边界涉及的是公司治理的对象范围，是对 

公司治理客体的界定，即公司权力、责任以及治理活动的范围及程度。根据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的 

分析，公司治理边界包括内边界和外边界。母公司与子公司体现的是绝对控制权的关系，母公司的决 

策意志能够充分地体现在子公司的行为中，也就是说母公司决策意志延伸的范围构成了母公司与子 

公司外延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司治理内边界，超越了企业法人的边界，是基于控制权的边界，体现 

出母公司决策权的范围。公司治理内边界体现了“说明责任”的范围。公司治理内边界包括公司法人 

边界和超法人治理内边界，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是上市公司的超企业法人治理内边界，是公司治理内边 

界中，企业法人边界外的部分。 

为了加强对子公司的人事、资本、财务、管理及战略各方面的控制，母公司往往会向子公司派遣董 

事、监事和经理层。除了由于天然的控制权关系导致母公司对子公司进行控制与协调，母子公司本身 

的相关性也使这种控制协调成为必要性。潘爱玲等(2005)认为，母公司通过对子公司信息的控制协 

调，可以减低成员企业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保证准市场交易的长期稳定和暗含契约的实施；通过对子 

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控制和财务控制，使子公司的经营层与母公司的效用目标尽可能的趋于一致。 

由此可见，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活动体现了其治理范围已超越了法人治理边界。 

此外，基于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形成关联公司，比如合营或 

联营公司。它们构成的外延界限我们称之为公司治理外边界，它确定了母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发言权 

的范围，即在关联公司治理中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上市公司作为其关联公司决策者的一员要按其 

出资份额承担权力和义务(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公司治理外边界体现了“有限责任”的范围。公司 

治理外边界包括公司法人边界和超法人治理外边界，上市公司的关联公司是上市公司的超企业法人 

治理外边界，是公司治理外边界中，企业法人边界外的部分。 

随着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出现，企业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组成法人联合体。因此当存在子公 

司、关联公司时，企业的公司治理必将超越其法人治理边界。Khanna and Yafeh(2007)指出，母子公司 

及关联公司组成的法人联合体是介于市场和企业间的混合组织，可为现有的企业理论以及企业边界 

提供新的解释。同时，该组织形式给传统的组织战略和财务管理都将会带来新的挑战(张会丽和陆正 

飞，2014)。公司治理边界的扩大意味着企业治理的主体从股东扩大到诸利益相关者，其治理的目标 

也从单个企业法人的利益扩大到企业及其子公司、关联公司组成的整体的利益。由此可见，治理边界 

的扩大将使企业高管治理状况不同于局限于法人边界下的企业高管治理状况，在企业高管治理中，如 

果不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往往会增加代理问题，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 

本文对手工搜集的样本的统计，上市公司平均存在 11．8个子公司，2．6个合营或联营公司，从这些数 

目可看出，本文研究公司治理边界的问题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图 1是上市公司产权关系链条，现有的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第 
一 是局限在法人边界内，探讨上市公司法人边界内的特征对其公司治理的影响(如 Coreet a1．，1999； 

Engelberget a1．，2013；权小峰等，2010)。第二是讨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如大股 

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 占或支持及相关的治理、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决策的影响等等(如 Keister， 

1998；Chang and Hong，2000；Luo and Chung，2005；Yiu et a1．，2005；吕源，2005；窦欢等，2014)。La 

Porta et a1．(1999)发现美国外很多国家的公司由大股东所控制，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着代理问题 

(第二类代理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大多数国家公司的主要治理问题。大股东可能会利 

用对公司的控制权，通过各种渠道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损害投资者利益 (Claessen et a1．，2000； 

Friedman et a1．，2003；Jiang et a1．，2010)。大股东有时甚至会联合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占上市公司的 

利益，如Wang and Xiao(201 1)发现，大股东两权分离越大，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和在职消费就越 

高，表明大股东与管理层在分享相关的收益。大股东的这些行为在微观上会损害上市公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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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市公司产权关系链条 

和投资者的利益，宏观上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Morck et a1．，2005)。外部监管、股权结构安排和上 

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等是解决母子公司之间代理问题的主要措施(贺建刚等，2008；La Porta et a1．， 

1999；叶康涛等，2007)。 

从图 l的分析可看出，鲜有文献关注上市公司治理边界扩大至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时上市公 

司自身治理发生的变化。通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子公司和上市公司合营或联营的公司的数据，以 

此分别作为上市公司超企业法人治理内边界和超企业法人治理外边界的替代，本文探讨了上市公 

司超企业法人治理边界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检验发 

现，上市公司超企业法人治理边界越大，其高管的超额货币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越高，高管因上 

市公司超企业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而获取的超额收益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稳健性检 

验并没有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进一步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超企业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 

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和不同两权分离状况的公司中并无显著差异。但上市公司超企业 

法人治理边界对高管超额激励的影响程度在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大。最后，本文还发现，上市 

公司高管并没有因其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得的高薪酬进行辩护，进一步地说明了高管因上市公司超企 

业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而获取的超额收益可能是合理有效的。现有文献主要用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有 

效契约理论解释高管超额薪酬的形成，本文的结论支持了有效契约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 

定中的适用性，为上市公司的高管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进一步拓展现有的高管治理的文献。 

本文剩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第四部分 

是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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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述评：高管超额薪酬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 

现有文献 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超额薪酬的存在：管理层权力理论 (managerial power 

hypothesis)和有效契约理论(efficient contract hypothesis)。在管理层权力理论下，高管超额薪酬是 

管理层权力造成的，是委托代理成本的一部分(Bebchuk et a1．，2002；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权小峰 

等，2010)。现有的大量的经验证据都支持管理层权力理论。Core et a1．(1999)发现，随着董事会中 

与公司或其高管有私人或业务往来的关联董事数 目的增加，支付的高管超额薪酬也随之增加。 

Brick et a1．(2006)发现，经理人超额薪酬与董事超额薪酬显著正相关，意味着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 

化损害了公司治理的效能，郑志刚等(2012)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了同样的结论。吴育 

辉和吴世农(2010)检验了管理层控制权力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 

控制权的增加而明显增加。权小峰等(2010)针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制度背景，发现我国国企高 

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取的超额货币性私有收益和超额在职消费越高。 

有效契约理论认为，高管薪酬主要决定于高管的能力、风险偏好和任务的复杂性。由于管理者 

的异质性，不同管理者的能力、风险偏好以及所在公司的风险也不尽相同，有效的薪酬契约也不应 

该是一成不变的，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可能是对管理者 自身能力与所在公司经营复杂性的补偿 

(Kaplan and Minton，2011)。事前的高薪反映了公司对高管高能力的期望 (Bi~ak et a1．，2008； 

Wowak et a1．，2011)，事后高薪则是公司对高管优良绩效的回报(方军雄，2012)。现有文献中，支持 

有效契约理论的经验证据并不多。方军雄(2012)通过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随后高管解聘或者薪 

酬调整决策的影响检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发现上期高管薪酬状况显著影响到 

董事会随后高管解聘或者薪酬调整的决策，上期支付超额薪酬的公司，随后高管解聘的业绩敏感性 

更高，薪酬变动的业绩敏感性也越高，意味着有效契约观依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以及中国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契约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张亮亮和黄国良(2013)实证考察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发现管理者超额薪酬越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管理者超额薪酬更 

多地反映了管理者能力的大小，领取高薪的管理者更有可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公司的资 

本结构决策，说明了最优契约假说具有很强的适用性。Engelberg et a1．(2013)基于美国上市公司的 

数据，发现 CEO的社会网络越宽，其薪酬也越高，CEO的薪酬社会网络(pay．for．connectivity)存在敏 

感性，支持最优契约假说。 

根据两种不同理论，超额薪酬也存在不同的经济后果。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超额薪酬会降低 

公司业绩。而根据有效契约理论，超额薪酬会增加公司业绩。权小峰等(2010)通过对实际薪酬的 

分解 ，发现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而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权小峰和吴世农 

(2010)发现 CEO的权力强度越高，企业经营业绩的波动性越高，经营风险越大，而且这种现象在国 

企表现得更为明显。辛清泉等(2007)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做出补 

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 

现象。陈冬华等(2005)、卢锐等(2008)分析了当前我国法律和产权制度的现状后认为，在外部制 

度约束较弱的环境下，权力型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明显偏高，这直接造成了企业产权效率、经营 

业绩的降低。 

从以上关于高管超额薪酬的文献回顾来看，已有文献很少关注上市公司治理边界扩大至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发生的变化。而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将会为高管治理 

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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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高管薪酬的决定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引起了研究者持久的关注(方军雄，2012；Murphy，1985： 

Jackson et a1．，2008)，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有效契约理论是两种解释高管超额薪酬决定的最重要理论 

(Kaplan and Minton，2011；Shen et a1．，2010)。 

大部分的文献都用管理层权力理论解释高管超额薪酬的形成。但由于管理者的异质性，不同 

管理者的能力、风险偏好以及所在公司的风险也不尽相同，有效的薪酬契约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方军雄，2012)。管理者的超额薪酬可能是对管理者 自身能力与所在公司经营复杂性的补偿 

(Kaplan and Minton，2011)。在最优契约假说框架下，管理者薪酬是董事会对管理者的能力与公司 

经营复杂性的期望与评价，管理者薪酬越高，表明管理者能力越强，需要面对的公司经营环境越复杂。 

上市公司治理边界的扩大过程通常被看作是上市公司“做大”的过程。公司治理边界扩大后 

的复杂性使得边界内的公司治理具备双重特征：上市公司、子公司分别有治理结构行使治理的职 

责；公司治理边界内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治理机制运行系统。公司的治理边界涉及的是公司治理 

对象和范围，是对公司治理客体的界定 ，即公司权力、责任以及治理活动的范围及程度。上市公司 

作为母公司，在其治理边界内的地位使得其权力、责任配置以及监督、指导、决策等治理活动超越了 

其企业的法人边界。但对于一个子公司来说，其公司决策意志范围被限定在法人边界内，也就是说 

公司的权力、责任的配置以及治理活动不能超越其法人边界。从这个意义来说，一个子公司或者一 

个独立的企业，其公司治理边界和法人边界是一致的。但是，母公司对子公司控制权的边界体现出 

母公司决策权的范围，母公司治理边界已然超越了企业法人的边界。Stein(1997)认为，母公司会 

通过“挑选赢家”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投资机会好的子公司。骆家胧(2014)也认为母公司需要构 

建信息化条件下财务集中管控的概念模型，说明了母公司治理边界已超越了其法人边界。 

根据在产权关系中地位的不同，母子公司存在着以下关系：经营主体上的委托关系和管理主体 

上的主从关系。具体地，母公司作为出资人，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行使重大决策权、资产收益权 

等，而子公司作为经营者，以出资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母公司是其公司治理边界内 

管理的中心，负责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对子公司进行管理。 

子公司处于从属地位，服从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自觉接受出资人的监管。企业治理边界内的协同 

治理就是要在母子公司之间形成一种共同利益的合作体系，是实现整体长远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母子公司整体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 

母公司需要保证治理边界内决策的科学性，解决治理边界内在现实运作中出现的问题，实现治 

理边界内公司整体的良好效益。在母子公司的模式下，子公司在母公司的管理与控制下进行经营 

活动。由控制关系联系起来的企业必须根据共同的指示，构成某个企业的组成部分。母公司会对 

子公司进行人事控制、投资控制、财务控制、企划控制。 

基于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上市公司也需要在其合营或联营的公司中表达 

自身的意志，体现其发言权的范围。 

根据以上分析，上市公司如果下设子公司，或者成立合营或联营公司，其高管需要面临更复杂 

的经营环境，需要更高的治理与协调能力，协调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之间的经 

营问题 ，而不仅仅是只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边界的角度考虑相关的决策。随着治理边界的扩大，上 

市公司的高管面对着更复杂的经营和治理环境，根据有效契约理论 ，必须给予其高管超额薪酬以补 

偿治理边界扩大而导致的治理成本。 

高管与公司间的激励契约，除了常见的显性的货币薪酬之外，还包括隐性的在职消费(Rajan 



金 融 评 论 2017年第4期 

and Wulf。2006；Ye珊ack，2006；Luo et a1．，2010)。在职消费是高管的自我激励契约，相对于货币薪 

酬来说，可以省却大量的信息调查成本和制定实施的成本 ，也可以更为方便地调节 (陈冬华等， 

2010)。 

根据上述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高管的超额货币性收益越高。 

假设 1b：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高管的超额非货币性收益越大。 

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框架下，高管超额薪酬是管理层权力的体现(Bebchuk et a1．，2002)，薪酬 

越高意味着高管权力越大，自然地，其受到董事会挑战的可能性越小(方军雄，2012)。换言之，根 

据管理层权力理论，高管薪酬契约被视为委托代理成本的一部分，会导致公司财富的毁损 

(Bebchuk et a1．，2002；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权小峰等，2010)。权小峰等(2010)通过对实际薪酬 

的分解，发现操纵性薪酬具有负面的价值效应。但有效契约理论认为，超出市场平均的薪酬是高管 

能力和经营复杂性的体现(Fama，1980；方军雄，2012)。方军雄(201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 

了管理者超额薪酬对随后管理者变更与薪酬调整决策的影响，发现管理者超额薪酬提高了高管变 

更的业绩敏感性与薪酬变动的业绩敏感性，具有一定的公司治理效应。从业绩的角度来看，根据有 

效契约理论，高管薪酬是对高管的能力及其经营复杂性的补偿，合适的高管薪酬会使企业的业绩更 

好。权小峰等(2010)等发现分解的激励薪酬具有正面的价值效应。良好的高管薪酬契约是实现 

经理人 目标和股东目标兼容的主要机制之一(Jensen and Meckling，1976；Jensen and Mushy，1990)。 

现有文献基本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uwhy，1985；Lone et a1．，2o06； 

Jackson et a1．，2008)。 

根据有效契约理论，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越需要通过超额薪酬补偿上市公司高管因 

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导致的治理复杂性的超额付出。因此，高管因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扩 

大而获取的超额货币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是激励性收益，将会为企业价值带来正面影响。 

总的来说，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高管因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取的超额货币性收益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 

影响。 

假设2b：高管因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取的超额非货币性收益对企业价值产生正 

面影响。 

四、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我们以2007—2011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样本，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 

市公司的样本；(2)剔除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社会团体控股和职工持股会控股类的上市公司样本； 

(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 

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可以通过数量边界(如子公司数量、合营或联营公司的数量)和规模 

边界(如子公司的资产规模、合营或联营公司的资产规模)两个维度来衡量。但鉴于子公司、合营 

或联营公司的资产规模难以获得，而且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认为，子公司、关联公司的增加意味 

着企业治理成本的增加。因此，本文用数量边界替代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 

本文用上市公司所拥有的子公司数替代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 

搜集上市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的个数，具体确认标准如下：(1)如果明确指明是否纳入合 

并报表，那么就直接依据此数据做出判断；(2)如果没有明确指明是否纳入合并报表，那么就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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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来确定 ，大于50％(包含50％)则纳入合并报表，低于50％则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3)如 

果没有给出持股比例，就没有纳入计算范围，由于此类数据很少，对分析影响不大。 

对于上市公司治理外边界，本文用上市公司合营和联营的公司数来替代。本文利用上市公司 

年报搜集上市公司合营和联营的公司的个数，具体确认标准如下：(1)如果明确指明为合营或联营 

公司，那么就直接依据此数据做出判断；(2)如果没有明确指明为合营或联营公司，那么就按照权 

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中，持股20％一50％(包括20％和50％)的公司个数计算合营或联营公司 

个数；(3)如果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中没有给出持股比例，就没有纳入计算范围，由于此类 

数据很少，估计影响不大。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中，上市公司年报从金融界网站(http：／／www．jrj．COrn．cn／)上下载，其他数 

据均来源于 CSMAR数据库，并且所有非哑变量都经过 1％的winsofize处理。 

(二)变量说明 

1．高管薪酬(Lnpay) 

参考权小峰等(2OLO)，选择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作为“高管”，取 

其薪酬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 

2．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Govboundary) 

上市公司治理边界包括内边界和外边界(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子公司受母公司控股，母 

公司对子公司决策意志延伸的范围构成了母公司与子公司外延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公司治理内 

边界(李维安和武立东，1999)。它超越了企业法人的边界，是基于控制权的边界，体现出母公司决 

策权的范围。公司治理内边界体现了“说明责任”的范围。根据该公司治理内边界的定义，本文用 

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 目(Zi_num)来替代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 

此外，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基于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通过各种契约而形 

成关联关系。它们构成的外延界限我们称之为公司治理外边界(参股公司)，它确定了母公司在公 

司治理中发言权的范围，即在关联公司治理中表达 自己意志的权力。公司治理外边界体现了“有 

限责任”的范围。合营或联营公司是企业对其具有重要影响的参股公司，而且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关联方披露的要求，合营与联营企业需要在年报中进行披露。因此，本文用上市公司合营和联 

营的公司数目(Helian—num)替代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 

3．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激励 

参考 Fiah(2006)，Core et a1．(2008)，方军雄(2012)和权小峰等(2010)，我们用非正常的高管 

薪酬(Expay)来衡量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激励。它是高管实际薪酬与预期正常薪酬的差额。预期 

正常的高管薪酬水平由以下模型(1)估计： 

Lnpay“ =卢0+卢1Lnsize +卢2Roa +卢3Roa ， 一1+ Richarea +卢5Salesgrowth ， 

+JB State + lJ Year+> Industry+s (1) 

其中，Lnsize 为公司规模；Roa 为公司会计业绩；Roa 一 为上一年的公司会计业绩；Richarea 

为发达地区哑变量，参考 Wei et a1．(2005)，我们把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列为发达地区，如 

果上市公司注册地在这五个地方，则衡量地区发达程度的哑变量为 1，否则为0；Salesgrowth“为销 

售增长率；State 为产权性质哑变量。通过模型(1)回归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即表示正常的高管 

薪酬，实际薪酬与正常薪酬之间的差额即为非正常的薪酬，本文以其作为超额货币性薪酬的替代变 

量 。 

4．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激励 

本文用非正常的高管在职消费(Experks)来衡量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激励，采用管理层在职 

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高管预期正常的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Luo e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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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预期正常的高管在职消费水平用以下模型(2)估计： 

Perksi
,
t

=  

1 Asalei t PPEi
,

,+ 埚  mp 'I+气c(2) 

其中，Perks 为高管在职消费，数据取 自管理费用中扣除了董事、高管以及监事会成员薪酬、计提 

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以及当年的无形资产摊销额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的项目后的金额； 

Asset 
一 。为上期期末总资产；Asale 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PPE， 为本期厂场、财产和设备 

等固定资产的净值；Inventory 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loyee 为企业雇佣的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利用模型(2)先对样本企业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通过模型回归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即表 

示正常的在职消费，实际在职消费与正常在职消费的差额即为非正常在职消费，本文用于替代高管 

超额非货币性报酬激励。 

(三)研究模型 

我们首先检验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实际薪酬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3)如下： 

Lnpay 
，f=卢o+卢l Govboundary ，￡+ 2ROA ，t+卢3Lnsizef． + Level 。t+卢5Growth ，f 

+卢6Risk + Dual +卢8Ind_Dir ，l+卢9Statei．#+卢l0Salary_ind ，‘ (3) 

+卢1lFirst_share +卢12Power +卢13Diveri,t+∑Industry+∑Year+8 
其次，验证高管是否能够通过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获取超额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收益，回 

归模型(4)如下： 

Expay (Experks )=卢0+卢1Govboundary +卢2ROA ，￡+Jl83Lnsize +卢4Level +卢5Growth 

+卢6Risk ． +卢7Dual ， + 8lnd_Dir ， + State +卢l0Salary_indi。 (4) 

+卢11First_share +卢12Power +卢13Diver +∑Industry+∑Year+ 

借鉴权小峰等(2010)，本文用如下模型(5)估计高管因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而获取的 

超额货币性 (Predictpay)和高管因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 的扩大而获取 的非货币性收益 

(Predictperks)： 

Predictpay (Predictperks )= 1 Govboundary (5) 

其中， 的估计是通过模型(4)回归获得。 

我们进一步构建如下回归模型(6)检验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与超额激励的价值效应： 

TobinQf，l= +卢1Predictpay (Predictperks )+卢2ROA +卢3Lnsize + Level 

+卢5Growth￡，t+卢6Risk ，t+卢7Duali
，
f+卢8Ind_Dir 。f+卢9State ．t+ 1oFirst_sharei．f (6) 

+ 11 Power + 12Diver +∑Industry+∑Year+ 
变量的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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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见，2007—2011年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货币性薪酬的均值为 138．73万元 ，权小峰 

等(2010)利用 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样本统计发现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均值为 

① 这些指标分别如下：(1)CEO是否具有高级职称，如有 ，则为 1，否则为 0。高级职称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建筑师、高级会 

计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国际商务师、国际商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律师、教授 、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中科院以 

及中国工程院院士等。(2)CEO是否具有高学历的教育背景，如有 ，则为 1，否则为 0。本文定义的高学历是指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3)CEO是否当年发生变更，如没有，则为 1，否则为0。刚上任的 CEO由于任职年限短，代理问题相对较少。(4)CEO是否 

为家族成员 ，如是，则为 1，否则为0。家族 CEO权力相对 比较大。(5)CEO是否具有股权，如有，则为 1，否则为0。拥有股权的 

CEO权力更大。(6)董事长与 CEO兼任情况 ，如兼任，则为 1，否则为0。(7)董事会规模 ，低于样本董事会人数的中位数，则为 1， 

否则为0。(8)独立董事比例，低于样本独立董事比例的中位数，则为 1，否则为0。(9)董事会持股 比例，低于样本董事会持股比 

例的中位数，则为1，否则为0。(1O)委员会设立总数，低于样本委员会设立总数的中位数，则为 1，否则为0。(11)四委会设立个数， 

低于样本四委会设立个数的中位数，则为 1，否则为0。(12)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的一致性 ，如不一致，则为 1，否则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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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4万元，说明近几年由于经济的发展，高管货币性薪酬明显提高。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货币 

性薪酬的最高值为 658．68万，最小值为 16．23万，说明不 同上市公司间高管薪酬差异很大。 

Experks的最小值为一0．0549，最大值为0．1386，说明不同上市公司间高管非货币性薪酬差异也很 

大。Tobinq的值比2大，而权小峰等(2010)利用 20o4—2007年上市公司的样本统计的Tobinq值为 

1．5左右，说明上市公司价值随着时间而增大。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 Zi—num的均值为 

11．77，平均来说，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和资源的专有性，上市公司都有多个子公司，Zi—num的最大值 

为78，最小值为 1，说明上市公司间的超法人治理内边界差异较大。上市公司治理外边界 Heli~一 

num的均值为 2．57，可看出，上市公司的合营或联营公司并不多，也就是说，与上市公司的超法人 

治理内边界相比，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要小得多。Heli~一num的最大值为 22，最小值为0， 

说明上市公司间的超法人治理外边界也差异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控制变量中，DuM的均值为0．1747，说明约 17％的上市公司 CEO兼任董事长。State的均值为 

0．4267，说明本文样本中，约43％的上市公司为民营企业，57％的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Richarea 

的均值为 0．3891，说明约39％的上市公司注册地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这五个地方。第 
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35．9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 

(二)单变量分组检验 

表3为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大小对高管报酬影响的比较。本文把高于上市公司子公司 

(合营或联营公司)数的中位数的样本视为超法人治理内(外)边界较大的样本，把低于等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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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数的中位数的样本视为超法人治理内(外)边界较小的样本。从表 3 

可看出，无论是均值检验还是中位数检验，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较大的上市公司高管报酬都大于 

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较小的上市公司。且 T值和 z值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来看，无论是均值检验还是中位数检验，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较大 

的上市公司高管总薪酬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大于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较小的上市公司，超额 

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收益的分组比较也同样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 

界越大，上市公司的高管报酬也越大。 

表3 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大小对高管报酬影响的比较 

注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三)单变量和多变量回归分析 

表4是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关系的单变量回归分析。从中可以发现，上市 

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Zi_num)显著增加高管货币总薪酬、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超额非货币 

性薪酬，且 Zi_num变量的系数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Helian— 

num)也显著增加高管的货币总薪酬和超额货币性薪酬，但对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没有显著性影响。 

表4 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关系的单变量回归分析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经 White异方差调整后的 t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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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是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关系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Zi—num)依然显著增加高管货币总薪酬、高 

管超额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且 Zi—num变量的系数都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Helian—num)也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增加高管货币总薪酬和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但对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的影响却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表5中，公司规模变量(Lnsize)显著增加高管薪酬，但显著减少高管超额货币性 

和非货币性薪酬。可能是因为大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媒体、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各方面的关 

注，受到的监督也更加严格，因而管理者追求私人收益的行为将得到较好的监督和制约(罗进辉和 

表 5 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关系的多变量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经 White异方差调整后的t值；⋯、”、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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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迪畴，2009)。同时，可能由于存在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其高管普遍获取私有收益的 

可能性越低(马连福等，2013)。产权性质变量 State对高管总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而显著负向影响 

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说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薪酬并无显著差异，但 

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高管超额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薪酬更少，可能因为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 

人为自然人或家族，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控制和监管相对于国有企业更有效。管理层权力变量 

Power显著增加高管薪酬、高管超额货币性薪酬和高管超额非货币性薪酬，说明管理层权力对高管 

激励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表6为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内边界的扩大而获取的报酬与公司当期价值关系的回归分 

析。从表6可看出，无论是 Tobinql还是 Tobinq2，上市公司高管因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的扩大 

而获取的薪酬(Predictpay1)在1％显著性水平上增加公司价值。对超额货币性薪酬(Predictexpay1) 

和超额非货币性薪酬(Predictexperks1)与公司价值的实证分析也具有同样的结果。 

表 6 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内边界扩大而获取的报酬与公司当期价值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经 White异方差调整后的 t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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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为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外边界扩大而获取的报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回归分析。跟 

表6结果相类似，无论是 Tobinql还是 Tobinq2，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外边界的扩大而获取 

的薪 酬 (Predictpay2)在 1％ 显 著性 水 平 下 显 著增 加 公 司 的价 值。对 超 额 货 币性 薪 酬 

(Predictexpay2)和超额非货币性薪酬(Predictexperks2)与公司价值的实证分析也具有同样的结果。 

本文继续用 Tobinq3、tobinq4当期及 Tobinql、tobinq2、tobinq3和 tobinq4下一期的值作为公司 

价值的替代，发现结果基本一致。 

表7 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外边界扩大而获取的报酬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经 White异方差调整后的t值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行以下检验： 

1．管理层权力既可能影响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的扩大，又可能影响管理层报酬的状况，因此 

是需要对此进行控制的重要变量。在上面回归方程中，本文参考权小锋等(2010)的指标设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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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管理层权力程度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取第一主成分作为管理层权力的替代 ，为了使本文 

结论更稳健，本文继续通过对上述指标的虚拟变量直接相加求平均值，作为管理层权力的另一个替 

代，放到上述回归方程中，发现结果基本一致。 

2．根据掏空假说(Johnson et a1．，2000；郑国坚，2009)，企业集团及其内部交易为大股东转移财 

富实现 自身利益提供了可能。大股东在掏空中可能会与上市公司管理层“合谋”，而给予管理层超 

额报酬。本文将通过加入掏空的控制变量的方式对掏空假说进行排除。参考已有文献(Wang and 

Xiao，2011；李增泉等，2004；郑国坚，2009；刘成立，2010)，本文上面回归方程中已选择两权分离变 

量(Diver)来控制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为了使本文结论更稳健，本文继续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大股东 

对上市公司掏空的替代变量：(1)其他应收款变量(衡量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为上市公司其他应收 

款／总资产；(2)对外担保变量，等于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提供担保的金额／年末总资产；(3)关联交易 

变量，等于上市公司与大股东购买(接受)商品(劳务)和销售(提供)商品(劳务)的年度发生金额 

之和／年末总资产。最后检验结果基本一致。 

3．本文在前面的回归分析中用的是控制异方差的回归模型，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组内相关 

性，本文继续用同时控制异方差和组内相关性的回归模型(robust cluster)重新考察上述变量之间的 

关系，结果基本一致。 

4．本文前面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中的公司资产规模用合并报表的资产规模替代。我们在稳健 

性检验中进一步考察在上市公司法人规模边界一定的情况下，超法人治理边界是否对上市公司高 

管超额激励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因此，我们用母公司(上市公司本身)的资产规模替代控制变量 

中合并报表的资产规模 ，发现结论基本一致。 

5．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变量回归系数的偏误。本文应用 2SLS和3SLS 

方法进行控制。对于2SLS方法，本文选取如下两个工具变量。第一，参考已有文献的一般做法，选择 

行业平均值作为相关变量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工具变量为行业平均子公司数(Zinum— 

ind)(或行业平均合营和联营的公司数 Helianying—ind)。第二，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上市公司子公 

司的形成是以内部市场替代失效的外部资源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本文选取的第二个工具变 

量是上市公司外部市场的发展程度，用樊纲 一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Pro— 

ele)替代。表8是工具变量法(2sls)的第一阶段回归分析结果 ，从中可看出，行业平均子公司数(合 

营或联营公司数 Helianying—ind)(Zinum—ind)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Pro—ele)两个变量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上市公司治理内(外)边界。 

表 9是内生性分析(2sls)第二阶段回归分析，从中可看出，控制了内生性后，公司超法人治理 

内边界(Zinum)和外边界(Helian—Bum)都显著影响高管薪酬、高管超额货币性收益和超额非货币 

性收益。本文的结论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对于用3SLS方法控制内生I生问题，联立方程如下： 

Salary=卢0+卢1Salary_ind+ 2Richarea+fl3ROA+fl4Lnsize+fl5Level+fl6Growth 

+卢7Risk+fl8Dual+fl9Ind_Dir+fl10State+ 1lPowerl+卢l2First_share (7) 

+卢13 Diver+fll4 Govboarder+∑Year+ Industry+ 

Govboundary=卢0+卢1 Govboundary—ind+fl2Pro_ele+fl3ROA+ Lnsize+fl5Level 

+ 6Growth+fl7Risk+fl8Dual+fl9Ind_Dir+~10State+ 11Power1 (8) 

+ 12First
_ share+fl13Diver+fl14Salary+∑Year+∑Industry+ 

在方程(7)中，工具变量为：行业平均子公司数(Zinum—ind)(或者行业平均合营或联营公司 

Heliannumjnd)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MK)。在第方程(8)中，工具变量为：行业平均薪酬(Salaryj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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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和上市公司注册地是否处于发达地区中(Richarea)(社会经济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薪酬水平，发达 

地区的社会经济较好，通常高管的薪酬水平也相对较高)，参考 Wei et a1．(2005)，我们把北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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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上海、浙江和广东列为发达地区，如果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在这五个地方，则衡量地区发达程度的 

哑变量为 1，否则为 0。其他变量的定义跟前面的一致。表 1O是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对高管报 

酬影响的3sls回归分析，从中可看出，控制了互相影响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 

(Zi—num)依然显著影响着高管报酬。表 11是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对高管报酬影响的3sls回归 

分析，从中也可以看出，控制了互相影响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公司超法人治理外边界(Helian—num) 

依然显著影响着高管总薪酬、高管超额货币性收益和超额非货币性收益。 

表9 内生性分析(2sls)第二阶段回归分析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z值；“ 、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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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字为 z值；⋯、“、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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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数字为z值；” 、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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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检验 

1．不同样本组别之间的差异 

我们继续探讨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超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 

不同两权分离状况的公司和不同发达程度地区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 

高管超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和不同两权分离状况的公司中并无显著差异。但 

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对高管超额激励的影响程度在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大。这可能是 

因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上市公司在欠发达地区更注重其治理边界内部的交易状况，使上市公司高 

管更多地面临着治理边界内部的复杂事务，从而需要更多的超额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薪酬激励。限 

于篇幅，本文并没在正文列出相关表格。 

2．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 CEO薪酬和 CEO与 VP之间薪酬差距的关系 

按照薪酬锦标赛理论，高薪是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形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次优选择，因 

为高薪可以引发在任高管与来 自内部和外部的潜在高管之间的竞争进而驱使业绩的提升(Lazear 

and Rosen，1981)。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给予 CEO的高薪酬和CEO与VP之间的薪酬差 

距可以看作是对 CEO的职位补偿和对 VP的激励。因此，本文继续检验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 

与 CEO薪酬和CEO与 VP之间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边界 

和外边界都显著增加 CEO的薪酬，也显著增加 CEO与 VP之间的薪酬差距。从另一个角度为本文 

的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限于篇幅，本文并没在正文列出相关表格。 

3．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关系 

国内外对超额薪酬的研究还发现高管为了避免超额薪酬引起的公关困境，即社会舆论、市场监 

管等，会选择进行薪酬辩护(Faulkender and Yang，2010)。谢德仁等(2012)研究了薪酬委员会的独 

立性与薪酬 一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发现经理人兼任薪酬委员会的企业，其薪酬 一业绩敏感性显 

著提高，显示经理人确实有对 自己的薪酬进行辩护的需求，也有辩护的行为。罗宏等(2014)也发 

现经理人通过提高薪酬 一业绩敏感性为其通过政府补助获得的超额薪酬作辩护。 

本文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 CEO业绩薪酬敏感性并无显著影响，表明上市公司高管 

并没有必要因其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得的高薪酬进行辩护，因为这可能是合理的薪酬回报，是有效薪 

酬契约的一部分。 

六、结 论 

上市公司对子公司具有控制与协调作用，对合营或联营公司具有表达 自身意见的权利，上市公 

司高管的决策影响着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由此可见，上市母公司高管的治理范围已超越了其 

法人治理边界。上市公司治理边界的扩大将会使其经营目标也超越了法人治理边界。上市公司高 

管需要从上市公司本身、上市公司子公司、上市公司合营或联营等公司组成的整体的角度进行决 

策，其激励状况也需要随着上市公司治理边界的扩大而改变。本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子公司(合 

营或联营公司)的数据，以上市公司子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的数量作为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内 

(外)边界的替代，探讨了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公 

司价值的影响。本文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越大，其高管的超额货币性收益和非货币性收益 

越高，上市公司高管因超法人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取的超额收益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有效 

契约理论相符合，因为上市公司高管的超额薪酬是对其面I}缶的复杂的经营状况和治理成本的补偿。 

稳健性检验并没有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进一步检验发现，上市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与高管 

超额激励之间的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和不同两权分离状况的公司中并无显著差异。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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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超法人治理边界对高管超额激励的影响程度在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中更大，这可能是因为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上市公司在欠发达地区更注重其治理边界内部的交易状况，使上市公司高管更 

多地面临着治理边界内部的复杂事务，从而需要更多的超额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薪酬激励。最后，本 

文还发现，上市公司高管并没有因其超法人治理边界扩大而获得的超额薪酬进行辩护，说明了其超 

额薪酬是合理性的，是有效契约的一部分。 

现有文献主要用管理层权力理论和有效契约理论解释高管超额薪酬的形成。本文的结论支持了有 

效契约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定中的适用性，为上市公司的高管治理提供了—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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