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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力资本地位的提升, 如何对人力资本实施有效激励是企业理论的重要课题。人力资本的特
性使得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供给, 必须对其载体进行更合理且多元化的驱动, 尤其是人作为一种社会的
人, 其个人行为必须镶嵌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为此, 必须超越产权激励探寻新的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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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upgrading of human capital, how to practice efficient inspir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Its carries more rational needs and polynary drive because of its character supply demand. Especially, as social seings. , mans.
behavior must be set into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e environment. Thus, we must seek for new method exceeding property
right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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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认为: 企业就是指各种生产
要素的所有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 通过契约方式而组
成的经济组织。但生产要素的范畴 已突破传统 的货
币、实物资本, 而转为强调知识、技能的投入。这里, 知
识、技能的投入即人力资本概念的狭义所指, 而拥有知
识与技能的人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 企业实际上
又可看成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法人
治理结构新的课题关心的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
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如何安排? 如何激励和监督人
力资本所有者以防/ 偷懒0? 如何监护非人力资本以防
非人力力资本被/ 滥用0, 或是受到/ 虐待0? 所有对这
些问题的关注实际上都反映了人力资本地位的提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
经济增长余数的不断增多已经不再是物质资本或财物
资本的投入能解释得了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舒
尔茨、贝克尔、卢卡斯、罗森等经济学家正是从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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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发, 认为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和收入增长的重要
源泉。
一、人力资本激励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
尔茨在 1960 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讲演并指出, 人
的知识、能力、
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要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增加重要的多。人力资
本的提高包含双重含义, 一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即
人力资本的投资; 二是人力资本效率的提高, 即人力资
本的供给。存量与效率的关系, 也就是绝对量与增量
的关系。显然对于其他形式的投资而言也具有重要的
意义, 但对人力资本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原因在于
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性。
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性表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
有不可分离性, 这也是人力资本的自然属性。知识、技
能及健康等只能依附于作为个体的/ 活生生的人0才有
意义, 因此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唯一具有能动性的
活要素, 是一种/ 主动产0。人力资本的这个自然属性
决定了个人行为的重要性, 在研究人力资本的问题时
132 Hans- Jiirgen Zimmermann, Fuzzy sets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for Decision Suppor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责任编辑: 席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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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忽视个体行为决策。首先, 人力资本的形成绝
大部分取决于个人选择。以教育培训投资为例, 个人
是否花费于教育、是否追加离校后教育投资等均依赖
于个人效用函数及成本 ) 收益比较。但是, 人作为一
种社会存在, 这种个人选择还可能会受到经验、习惯及
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其次, 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
下, 人力资本是否充分供给直接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
度。也就是说, 个人努力程度大小使得人力资本具有
一定的弹缩性, 即个人若努力工作人力资本的效率会
提高, 而一旦个人偷懒, 人力资本的供给必然减少。显
然, 个人努力程度难以观测和监督, 需要激励。正如周
其仁所指出的, 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不可分离性意味
着即使奴隶主也不能无视奴隶的积极性问题。
人力资本重要性及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引发了激
励的必要性。由于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 因此对人力
资本的激励也就是研究如何满足人的需要, 这也是人
力资本理论与行为学相交叉的原因。从行为学的角度
出发, 激励就是使行为主体的意志和组织目标调整一
致, 增强行为主体的意志, 调动积极性并促进目标的实
现。因此, 激励不仅是一种手段, 而且是一门科学, 其
理论基础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及赫茨伯格的双因素
模式。他们的研究指明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力资
本价值的回报。因此, 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经
营绩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供给。
二、
激励方式的选择与激励手段的设计
在人力资本的投资、
使用过程中, 激励机制的设计
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 制度经
济学派的产权理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产权经济学
看来, 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取决于一个有效的产权制
度安排。产权激励的理论根源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
在人力资本早期理论中,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除
了会给投资者本人带来收益外, / 作为邻居和纳税人的
其他家庭都将得到某些收益0, 从而/ 必然会存在一个
已在社会中广泛扩散开来的教育收益序列0。¹ 贝克尔
则从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出发论述了
外部性。但这时/ 外部效应0 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提出
来, 直到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卢卡斯指出经济的持
续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 外部效应0 的概念
才被明确提出并构成新增长理论的基础。外部性的存
在导致了产权的重要性, 因为在科斯看来, 外部性可能
带来侵权行为, 只有界定产权, 才能达到边际收益等于
边际成本的目标。对一个企业而言, / 一个最大化企业
总价值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使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
部效应最小化的所有权安排。在企业理论里, 这个原
则表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 , ,0。º
在企业中, 人力资本主要指两种人, 一种叫技术创
新者; 另外一种叫职业经理人。考察企业产权激励的
设计, 其一, 控制权方面, 针对技术者主要是保护专利
权; 对经理人则实行控制权回报制度, 包括建立集中的
经理人投资制度、让经理人拥有 较多的股份、在 职消
费、
建立控制权损失制度等。其二, 剩余索取权方面,
主要是对技术创新 人及经理人的 薪酬制度。除 了年
薪、
奖金外, 股票选择权日益受到重视。以美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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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88 年, 美国实行分享制的企业达 30% , 而截止 1997
年底, 45% 的上市公司实行了认股权计划。可以说, 产
权激励手段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激励了人力资本
的供给, 带来了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 以及价值目标的
实现。但是理论的完善是否意味着实践上的一帆风顺
呢? 或者说, 产权激励真的就万无一失吗?
三、产权激励的不足与对激励的深层次思考
让人力资本参与公司的产权安排, 从理论上讲可
以增强载体的归属感, 尽量使外部效应内在化, 以最大
化企业总价值, 但事实上, 在实践中却不可避免的存在
度量的问题。
度量困难的首要体现是人力资本的薪酬设计。首
先, 薪酬结构难以确定。在总经理的薪酬设计中, 固定
的薪水报酬消除了外生事件( 利率、天气、和平与战争、
政治选举等变动) 对报酬的影响, 但会产生当业绩受总
经理决策影响而改变报酬的错误; 股票选择权把报酬
与企业的股票市场业绩联系在一起, 却无法区分这种
业绩是由总经理决策还是有外在事件影响。所以实践
中的做法通常是使总经理的报酬部分根据固定薪水,
而部分根据股本的价值变动。但是如何保证这种结构
是合理的? 或者说, 如何保证报酬同人力资本的贡献
成正比呢? 实际上, / 为了奖励或惩罚总经理而实行报
酬计划, 并不能明确地区分股本价值变动原因。例如,
用一个报酬委员会来评价股本价格的较大变动, 以便
决定哪一部分股票价 格变动是由总经理的决 策引起
的, 哪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行为或某些完全外生的事
件引起的, 这种做法是不现实、不可信的错误倾向。0 »
其次, 薪酬水平的确定有同样的问题。从副总经理升
为总经理, 薪水可能有三倍的增长, 但总经理的生产率
就一定是副总经理的三倍吗? 对此问题拉齐尔和罗森
试图以比赛理论加以解释, 他们认为, 总经理报酬是给
予那些成为总经理的人的奖金, 这不是因为这些人的
生产率与这种奖金等值, 而是因为这种奖金会使所有
第二层经理人员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 为什么不是
两倍或其他 呢? 可见, 薪酬 制度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
/ 所有的这一切表明, 大公司管理者报酬制度与企业业
绩的关系似乎是微弱的, 尽管这种制度的目的之一是
把报酬与业绩联系起来, 但看来这种制度的设计并不
好。0¼
产权制度试图按每个人力资本的生产率贡献来确
定其企业产权份额的努力, 这不仅是困难的, 而且是不
现实的。产权激励不仅是体现在经济利益度量的困难
上, 实际上, 人力资本的两大趋势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
对激励的本质再认识。
首先, 人力资本的团队化趋势。社会分工越来越
发达, 专业化程度越高, 相互间的协作就变得很重要,
企业作为/ 团队生产方式0决定了企业生产绩效是团队
共同努力的结果。协作生产的方式只能说明区分每个
人资本的贡献是困难的而不是相反, 按个人贡献明确
产权也就是不现实的。/ 管理者的团队结构不仅使得
把业绩报酬分给管理者团队的每个成员是困难的, 而
且使得在管理者与股 本之间分享这种报酬也 是困难
的。0½ 人力资本的团队化趋势还表明, 人力资本进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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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会获得一种集体协作力, 这种协作力使得单个人力
资本所有者对企业集体有一种归属感。汪丁丁认为,
一个人除了掌握专业知识外, 还必须具备/ 制度知识0,
这些知识使得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与其他
的工人交流信息。因此, 人力资本的发挥还有赖于个
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以相对长期时间投入
和精力形成的特有的信任、尊重、友情、团队精神、集体
荣誉感等。而这些显然不是产权能解决的。
其次, 人力资本的投资日益表现为追求自我福利
最大化的选择。在马斯洛看来, 人的最高需求是/ 自我
价值实现0( Self- actualization) , 人力资本效用使得这类
动机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模式则
认为对人的需求分为保持因素和激励因素, 前者包括
人际关系、企业方针、工作安全、现场工作条件、个人生
活等, 后者则包括成就、提升、发展前途、重视、工作本
身、
责任等。总而言之, 个人选择的效用评价已从简单
利益最大化转变为福利最大化, 人力产权不仅仅是以
经济利益为驱动目标, 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供给, 必须
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合理、更高级多元化的驱动。为此,
仅仅停留在产权激励上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超越产
权的范围探寻新的激励方式。
四、
激励方式的创新: 文化激励
我们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出发, 得出人力资本
的投资和使用较大的呈现为一种个人选择, 但是这种
个人选择并不完全的自由和随意, 因为个人不仅是自
然人、
经 济人, 更是一 种社会人。人 作为一种社 会存
在, 其个 人选择必然直接镶嵌 到社会文化 结构之中。
因此/ 在基本生活满足以后, 社会成员必然面对各种不
同的基本价值以及价值选择问题, 必然在各自的价值
选择之间达成某种方式的谅解和兼容。
0 ¾ 这种/ 价值0
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微缩到一个企业范围, 就是要构
筑企业文化, 对人力资本实行有效的文化激励。
但长期以来, 文化因素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 原因
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文化发展不如经济发展显
得重要, 而且, 文化发展及文化因素的影响通常是长期
而缓慢, 不易察觉。但这并不能否认文化因素的作用,
相反, 文化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表面层次, 其作用是深层
次的, 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文化中包含的价值制度
为人力资本带来了更高级的激励。我们说, 在知识经
济下有没有任何纯粹的/ 经济0 问题, 这也是我们要跨
越产权的范围, 重视其他包括文化禀赋在内的其他基
础条件的原因所在。
界定文化概念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但广义一般的
文化至少包含下列三方面含义: 一是文化依群体而存
在, 群体规模可有大小之分。它不仅是群体中不同个
体的普遍本质, 还包括个体间处理相互矛盾的准则和
模式。二是文化是历史的沉积, 同时也随历史的演进
而变化, 文化是过去形成、现在仍存在并发生作用的传
统, 一般而言, 基于过去生活条件和人们的认识能力限
定下的理性选择沉积而成。当文化选择理性选择发生
偏差时, 文化就会做出调整。三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文
化特性有很大差别, / 每个社会应该根据本身的文化特
性, 根据本身的思想和行动结构, 找到自己的发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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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式。有多少社会, 就应有多少发展-蓝图. 和发展
模式。共同适用的统一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近几十
年的经验充分表明, 任何发展模式都不是普遍适用的,
也不能 推广, 无 论从地 域还 是从时 间上讲 都不 能推
广。0¿
当我们试图对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实施激励时, 应
该认识到: 企业文化的作用是长期的深层次的, 是随企
业经营而沉淀的, 同时它又是独特的, 一个企业只有形
成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文化特质, 才能拥有长期竞争
力。那么, 作为一 个企业来讲, 文 化的核心在 于一种
/ 价值评价体系0。具体而言, 就是在企业成长过程中,
将其中优秀的积极的东西加以沉淀, 并融合国家的、民
族的文化传统与变化发展 的环境进行 整合、总结、梳
理、提升、
升华, 从而对内凝聚成企业的精神力量, 形成
一种信任、团结、合作同上的激励氛围, 对外则转化为
产品力量、市场业绩。在一个优秀的文化氛围中, 人力
资本获得的是一种价值的肯定, 包含尊重、成就感以及
自我发展, 这比单纯的经济利益更高级, 也更有效。综
观企业经营实践, 松下有他的/ 松下精神0, 井植馨创立
了/ 三洋哲学0, 微软则主张自由、创造与发现; 在中国,
/ 海尔文化0也开始吸引人们的目光。人们正逐渐认识
到文化生存也许才是一个企业最高的生存方式, 探寻
有效的文化激励手段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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