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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管薪酬披露规则比较
厦门大学
在美国，高管薪酬在最近二十年中迅猛增长，远远高出一般

查 婧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报的内

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Murphy 2004），薪酬和业绩只存在微弱的联

容与格式》
（2007 修订版）。可以将相关规定归纳如表 1。

系（Murphy 1990）并且经理人有能力影响自身薪酬（Bebchuk et al.
2002）。这些研究结果都加重了股东和公众对高管薪酬问题的担

表1

忧。2006年，美国SEC对高管薪酬信息披露规则做了自1992年以
来最大幅度的修改，以适应高管薪酬实践的变化，并回应社会公
众对企业高管薪酬飙升和薪酬不透明现象的批评。在我国，高管

中国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

披露对象
内容

1、报酬的决 1、报酬总额由以下项目组成：基本工资、奖金、津
策 程 序 、 确 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

薪酬制度也经历了变革，年薪制、股权激励的引进使得我国上市
公司的高管薪酬实践逐步与西方实践靠近，相关的薪酬披露规则
也已经建立。本文将对比中美相关规则的差异，结合我国薪酬实

定依据及报 金以及其他形式从公司获得的报酬
酬的实际支 2、获得的股权激励按照可行权股数、已行权数量、
付情况

践的特点，对我国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规则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
建议。

的内容 3、获得的股 股份购买；对激励对象的考核；对激励对象范围

（一）高管薪酬信息的内容 高管薪酬相关信息包含三方面的

权激励

的调整及履行的程序；股权激励股份授予数量及

4、股权激励 解除锁定情况；股票期权授予及行权情况；股票
内容

在本报告期 期权行权价格及期权数量等的调整情况及履行
的具体实施 的程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本报告期及以

序、薪酬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等。
披露这三方面信息的意义在于帮
助外部投资人对高管薪酬水平，即薪酬方案的制定进行有效的监
督，保证薪酬契约的公平合理及激励有效性，抑制企业内部人的机
会主义行为。
（二）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意义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有两方面

行权价以及报告期末市价单独列示

在 年 报 2、税前报酬 3、股权激励在本报告期的实施情况包括：计划履
行的程序及总体情况；激励基金提取；股权激励
中 披 露 总额

一、高管薪酬信息内容及其披露意义

内容：一是高管所获薪酬的具体情况，即获得什么形式的报酬，金
额为多少；二是薪酬方案，
即事先确定的如何对经理人进行报酬的
计划和依据；三是与薪酬相关的公司治理信息，如薪酬制定的程

详细规定

情况

后个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股权激励 1、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摘要主要包括：计划的目
计划草案的 的；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及范围；拟授予的权益
及时不
定期披

摘要

数量、标的股票种类、来源、数量；激励对象各自

2、董事会就 可获授的权益数量、占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

的意义：一方面，高管薪酬水平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过高的薪
酬水平会减少股东财富；另一方面，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代理问
题、激励高管努力工作的一种手段，
股东关心其是否有效。充分的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可以帮助股东更清楚地评价薪酬水平和薪酬方
案的合理性，在薪酬制定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经理人和没有尽
到责任的董事都会受到惩罚。Bebchuk（2002）曾提出
“愤怒成本”一

（二）美国高管薪酬披露规则的演变及 2006 规则出台背景 1938

说，认为即使高管人员可以操纵自己的报酬，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将

年，SEC首次要求公司当局在代理人声明书中披露高管的薪酬水

其扩大。因为，若高管的报酬超过利益相关者认可的范围太远，
利
益相关者就会变得愤怒和不安，
他们会做出反应。当这种
“愤怒”被

平。随后，SEC于1942年、1952年、1978年、1983年、1992年多
次从披露内容或披露形式上修改了高管薪酬披露规则。1992年以

进一步激化的时候，利益相关者会采取措施来惩罚经理人和董事。
充分即时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会直接对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产
生威慑，并迫使董事尽职尽责地参与高管薪酬的制定，
保证薪酬水
平的合理性和薪酬契约的激励有效性。

来，美国经理人的薪酬迅速增长，股票期权成为最主要的薪酬方
式，1992规则已不能充分地反映经理人的薪酬情况。针对多方对
1992规则的批评，SEC在2006年对高管薪酬披露规则作了最近一
次的修改，变化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薪酬总额数字；

露的内
容

股权激励方 总量的百分比；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
案形成的相 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的禁售期；定价方法；激励对
关决议

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重要事项的调整方法
和程序；计划的变更、终止

我国对高管薪酬信息披
露的要求始于 1998 年，当时要求披露的内容包括董事、监事、高管

提供高管所获股票期权的现金价值，之前只提供涉及到的股票数
量，而非价值；降低在职消费等福利的披露门槛值；高管手中限
制性股票的价值；新增一个表格来介绍企业高管退休金的详细内

的基本信息及年度报酬情况(童卫华等 2006)。目前，
我国对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进行规范的法规主要有三个，即《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公

容；比照高管薪酬概述表新增一个董事薪酬表格；若企业并购会
导致控制权的变更，则企业必须说明高管从企业并购中所获得的
经济利益。由此可以看出，2006规则扩大了高管薪酬或高管其他

二、中美高管薪酬信息披露规则
（一）我国高管薪酬信息的披露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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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披露范围，加强了对各种薪酬的价值披露。2006规则的主
要内容包括：一是三个披露工具。2006规则将使用三个披露工
具：薪酬讨论与分析（compensation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以下简

数量、行权价、过期日等信息。期权行权与股票获得表披露当期
权益薪酬的变化情况，即对当期完成的权益薪酬的流量情况进行
披露，是对前期已授予权益薪酬的后续披露。具体内容包括行权

称CD&A）、表格、叙述性描述 （narrative description）。第一个工

股票数量与行权时实现的价值。第三类，退休薪酬及其他离职后

具——
—CD&A，它作为高管薪酬信息的概述，着重对薪酬政策进
行阐述、分析、讨论。其内容包括：薪酬方案的目的，所采取的
报酬方式，选择这些报酬方式的原因，如何确定各种报酬的金

薪酬。其对应的表格包括养老金收益表、非合乎税法递延薪酬
表。养老金和递延薪酬都是早已归属于高管，但直到后期才支付
给高管的收益。养老金收益表具体内容包括：计划名称、年限、

额，这些报酬是否与薪酬目标相匹配等。SEC并没有对CD&A做

现值和当年已支付给高管的金额。非合乎税法递延薪酬表的具体

太多的硬性规定，只是给予原则及概念上的指引，并提供了一些
示例。SEC认为该原则性的规范方法能够为披露提供弹性。第二

内容包括：当年增加的递延额、递延额在当年的收益、递延额的
支付以及递延额的余额。这六个表中，薪酬概述表是最核心的

个工具——
—表格，是各项具体薪酬数据的载体，其优点在于清晰

表，其他的五个表或者是对薪酬概述表进行补充或者是对前期记

明了、易于比较，2006规则中主要使用六个表格来披露具体的薪
酬数据。第三个工具——
—叙述性描述，它在表格之后，用文字形

入薪酬概述表的薪酬内容进行后续披露。它们相互结合，对高管
薪酬形成了完整、动态的披露。

式为表格数字提供背景信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表格中的
数字。这些信息包括：经理人雇佣协议的重要条款，股票期权等
薪酬工具的重定价情况及其他方案的重大修改情况；薪酬数额的

（一 ）规 则 比 较 对比中美规则，可以发现两者在披露对象、
披露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第一，中美规则涉及的人

计算公式与计算标准；薪酬相关的业绩；股票期权等薪酬工具的

员范围不同。美国规则主要针对公司CEO以及除CEO以外的薪酬

行权时间表等。三个披露工具相辅相成。从内容上看，CD&A讨
论薪酬背后的薪酬政策，表格披露具体的薪酬情况；叙述性描述

最高的四位高级管理人员，至于董事薪酬，仅要求用一张类似薪
酬概述表的表格进行披露。我国规则则针对所有高级管理人员、

提供薪酬相关的背景信息；从形式上看，表格形式使得薪酬信息

董事和监事。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要求披露的内容较详细复杂，而

简洁、可比，文字形式增加了薪酬披露的灵活性和信息的可理解
性。二是六个表格和三类薪酬信息。2006规则将高管薪酬信息分

我国要求披露的薪酬内容较简单；另一方面，我国公司的公司治
理尚不完善，董事与管理人员的职责划分不清楚，因此我国规则

为三类：当期薪酬。无论是当期支付还是递延支付，包括期权、
限制性股票等报酬的授予；以前授予的但未完成的薪酬,它们的

将两者一并纳入披露范围。第二，中美规则要求披露的薪酬内容
不同。在美国，高管的所有当期薪酬项目都在薪酬概述表中披

价值仍处于风险之中，如在前期授予但本期尚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退休薪酬及其他离职后薪酬。六个表格与以上三类薪酬信息
相对应，每两个表格对应一类薪酬信息。第一类，当期薪酬。对

露，表中列出的明细项目包括：基薪、奖金、基于非权益方案的
激励薪酬、股票、期权、企业年金固定收益计划精算价值的变化
以及递延薪酬在当期的收益，以及“所有其他薪酬”。“所有其

应的表格为薪酬概述表、基于激励方案的报酬授予表。其中，薪
酬概述表披露当期的所有薪酬项目，包括现金薪酬、股票报酬、
期权报酬、非权益激励薪酬、养老金计划价值变化和非合乎税法

他薪酬”的内容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我国，管理当局只需披
露薪酬总额，薪酬总额应包含的项目有：基本工资、奖金、津
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金以及其他。

递延薪酬盈利以及其他薪酬，如表2所示。各项加总后得出“总

这些项目的数额不需详细披露，对其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或说明。

表2
姓名与 年份 基薪 奖金 股票 期权 非权益性激 养老金计划价
职位

所有 总额

报酬 报酬 励方案报酬 值变化和非合

其他

乎税法递延薪

薪酬

酬盈利

a

b

c

d

e

f

g

h

i

j

CEO

而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报酬和在职消费并没有包含在薪酬总额
中，虽然规则要求对股权激励进行披露，但没有要求披露高管当
期被授予的股权激励的价值。第三，中美规则使用的披露工具不
同。美国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有三个工具：薪酬讨论与分析
（CD&A）、表格和叙述性描述。薪酬讨论与分析对薪酬政策、薪
酬方案进行阐述、讨论和分析；表格对具体薪酬状况进行全面、
动态跟踪式的披露；叙述性描述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帮助投资这
更好地理解表格中的数字。而我国，规则中没有可用的披露工
具，只对需要披露的内容做列举。从内容上看，我国规则要求披
露薪酬决定程序、薪酬决定依据、股权激励的方案草稿，这勉强

…

计”栏。规则对“所有其他薪酬”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包括在职
消费、由于雇佣合同的终止或控制权变化而支付或应付的款项；
每年公司对固定缴款年金计划的缴款；公司为经理人支付的人寿
保险保费等。基于激励方案的报酬授予表披露当年授予的基于激
励方案的薪酬情况，具体内容包括业绩标准、授予数额、行权价
等，是对薪酬概述表的补充。第二类，以前授予的但未完成的薪
酬。对应的表格为年底未完成的权益报酬表、期权行权与股票获
得表。其中，年底未完成的权益报酬表披露权益薪酬在年底的存
量情况，包括处在各个阶段（如可行权未行权、不可行权）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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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高管薪酬披露规则比较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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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美国规则中的CD&A相对应，但由于相关规定不够细致，
缺乏操作指南，因而很难导致实质有意义的披露。具体的薪酬信
息，我国的要求与美国规则中设计的六个表格差距较远；而叙述
性描述，我国规则几乎没有要求对薪酬数字进行解释和说明。
（二）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拟对我国高管薪酬披露规则

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是扩大薪酬披露范围，提供更完整的薪酬
总额数字。具体说来，应在总额中增加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
高管人员从长期激励计划中所获得的收益，如当期授予的期权的
价值。该类薪酬虽然在我国才刚刚出现，但随着我国高管薪酬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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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高校内部审计比较及启示
西南大学

戴瑞君

香港与世界各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这使得香港高校在外
部环境、
发展经历以及管理体制上与内地高校不同，
香港高校内部

符合国际惯例。在内地高校的审计，
既
际内部审计准则》实施审计，
有审计署颁布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内部审计准

审计工作符合国际惯例，且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与内地高校内
部审计比较起来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通过比较香港与内地高校的

则》，又有各个系统的内部规定。因为顾及到行业和系统各自的特
点，
使得审计依据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
由于体制和外部环境的不

内部审计，内地高校可以学习其审计理念和先进经验，
这对促进内

同，使两地的审计执业环境差异极大。香港高校外部环境较好，校

地高校内部审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的制度化、
规范化程度较高。
这种完善的内部制度一方面是对内
部审计的一种挑战，
使审计工作可操纵的空间较小，提出建议的机

一、香港与内地高校内部审计的比较
（一）审计机构 香港高校内部审计部门直接对审计委员会负

责，审计委员会属于非行政部门，对学校董事会负责，审计部门的
审计工作结果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报告，具有较强的独立

会不多；另一方面能够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使相同或类似问题不重
复发生。而内地高校的内部审计是国家审计的一种补充，
在管理体
内地高校内部
制上由行政首长负责，
并接受上级审计机构的领导。

性。香港高校多数由社会资源组成，大学管理的透明度较高，校长
管理上有无问题，内审部门可以向校董事会报告。
内部审计部门不

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各项事务的公开化、明晰化程度不

是权力机构，不参与行政决策，只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发生利益

而难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冲突时实行回避制度，
以保证审计的客观性。内地高校的内部审计

高，审计开展工作的难度较大，审计意见和建议也不容易落实，因
（三）审计重点与业务范围

香港高校内部审计的工作重点取

机构是学校的行政机构，对校长负责，
只能审计校长以下的平级或
下级部门。在审计人员任用、工资待遇、办公经费等多方面受到其
他部门的牵制，因此内部审计地位较低，独立性不强。审计部门在
工作上不自觉地涉及具体的行政决策中，往往使内部审计以后无

决于校董事会的目标，
一般在于能否节省资金，
或者是否适合投资
人的要求，该点与内地高校近两年提出的审计工作要服务内部管
理需要是一致的。
但在审计重点的深度和广度的认识上仍有区别，
香港高校的内部审计注重学校宏观目标的实现，没有具体的基建

法客观评价自己的决定。
（二 ）审 计 依 据 与 执 业 环 境 香港高校内部审计直接依据《国

和财务等审计项目，内地高校审计的重点则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确
定，
强调审计监督，
注重具体项目合法性、真实性的审计，
较少涉及

励的发展和完善，它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其薪酬的重要甚至主要组
成部分；另一方面，在职消费是我国公司高管收入的重要来源
（陈冬华 2005）。若不对在职消费进行明确的界定，不将其纳入

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2.
［2］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Related Person Disclosure ，

披露范围，高管们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在职消费来规避对真实薪
酬地披露。二是明细披露薪酬总额的组成项目。这要求首先对它
们进行定义和说明，明确数据来源。重要的项目单独披露，不重

Federal Register.,2006.
［3］Murphy, K. J. and Zabojaik,J.,CEO pay and appointment:a
market-based explanation for recent trends ，The American Economic

要的项目相互合并；如有必要，还需对薪酬数字进行解释和说
明，对各薪酬项目进行明细披露的举措将有助于提高总额数字的
可靠性。三是设计合适的披露工具，如加入表格。现有的规则没
有对披露格式做出要求，使得信息很杂乱，缺乏条理，难以比
较。这在当前要求披露的薪酬信息还较少的情况下问题不大；但

Review,2004.
［4］Sean M. Donahue,Executive Compensation:The New Executive
Compensation Disclosure Rules Do not Result In Complete Disclosure ，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 Financial Law,2008.
［5］陈 冬 、陈 信 元 、万 华 林 ：《国 有 企 业 中 的 薪 酬 管 制 与 在 职 消

一旦扩大披露范围，就必须考虑使用表格等披露工具，以有效组
织信息，提高信息的明晰性与可比性。四是对规则的操作提供指

费》，《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南，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规则的有效执行，考虑对披露提供示
例，加强对规则执行的监管及惩罚力度，发挥注册会计师、律师
等独立第三方在信息质量审核方面的积极作用。

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6］童卫华、石美娟等：《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企业内部激励、
约束机制与会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5JJD630003 ） 阶段性 研 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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