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号

分类号

10384

B9711038

密级

UDC

位

论

文

摘

要

学

库

学校编码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研究

肖

虹

指导老师姓名：

申请学位级别

曲晓辉 教授

博

专 业 名 称：
论文提交日期

会

士
计

学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论文答辩日期：

２０００ 年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答辩委员会主席

1

月

评

阅

人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库

要

要

摘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当前 中国资本市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 这种行为产生的基础是
什么 其性质是否为机会主义行为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有何影响 如何正确定位
这种行为的经济后果 以上述问题为中心 本文分六章展开研究 各章节所涵盖的主要内容
为
第一章
绪论 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和意义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结合相关文献 分别阐述属于机会主义性质的控股股
东关联交易盈余管行为的条件 动机和经济后果 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相关证
据进行综述
第三章
中国现存制度环境背景分析 主要分析中国现存制度环境综合作用下 控股
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机理及特征
第四章
研究设计 阐述本研究的假设 样本选择以及相关的资料来源
第五章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说明研究方法 列示对各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 并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概括总结本文检验的研究结论 探讨本研究的局限性 并
对完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监管制度提出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 在中国 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的产生 主要与控
股股东谋求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获得便捷的融资渠道目的相联关 当上市公司连续三年
未能配股融资时 控股股东往往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具有这类行为的上市公司 其业
绩持续性差
本文采用市场模型回归检验的结果表明 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在 97 年和 98
年均具有显著的市场价格反应 表明企业被市场错误定价 但从披露前后 29 天平均超额收
益率的表现来看 97 年和 98 年的价格变动趋势不尽相同 对此相关原因 本文进行了分析,
认为这种结果反映了市场投机性的进一步增强和资源的错误配置
针对 ９８ 年的盈余管理行为特征 本文根据其盈余管理金额构建投资组合 在控制规模
和帐面市价比因素影响之后 发现具有显著的负值非正常超额收益 而且 盈余管理金额越
高 非正常超额收益负值越大 表明在盈余公布的随后月份内 由于信息的进一步释放 投
资者修正了对企业的错误定价
本研究认为 中国现存制度环境综合作用下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问题 实质上
是一种逆向选择问题 其经济后果启示我们 为维护经济秩序 公平配置经济资源 必须限
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完善和强化制度约束 加快关联交易相关监管法规建设 加大执法力
度 据此 本文对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会计准则及相关关联交易监管法规提出若
干建议
2

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本文验证了研究假设 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但受条件限制 本
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 随着可检验年度的增加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加以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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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arning management by controlling stockholder for the
related transactions In China s stock Exchanges, and wants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which involved the following: What’s the nature of the earning management? Does it
constitute an opportunist act? What the influence makes on the resources allocation in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How to correctly expect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opportunist act? Therefore, the article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The main ideas of each
chapter are as follow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and materiality, while describe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motive and
regulations.
Chapter Two, Research background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reviews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demonstrates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consequences
Chapter Three, The Analysis on the environment of relative China's Regulations, this
chapter main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rning management
under lying the environment of China's relative regulations.
Chapter Four, Research Design.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sets the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the sampling and the data resources.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give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n the hypotheses of the study, samples selected and the data
resources.
Chapter F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the findings.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lain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gives the details of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hypotheses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Chapter Six,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This chapter summarizing the conclusions
discusses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tockholders' earning
management of the related transactions.
By using Regression market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s that the 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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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the stockholders' related transactions has notable reaction of market
price in 1997 and 1998, shows that the enterprises were priced mistakenly by the market.
The result shows the resources misallocation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the earning management in 1998, the article finds
remarkable abnormal returns of negative value. What’s more, the higher the amount of the
earning management is, the larger the amount of negative value of the abnormal returns
be. All these indicate that in the following months after publishing the earning
management, the investors correct their error evaluations of the enterprises, because of
the further releas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ccounting standards on ｔｈｅ
disclosure of Related Parties and Its Transactions, and the relevant supervision law of the
related transactions.
It has to point out that, though the article verifies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and
reaches 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 being handicapped by some conditions, there still
exists many limitations, and the limitations can hopefully be overcome in the following
research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specti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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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资本市场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 充分发挥这一功能 能够促使稀缺资源流向
高质量上市公司 提高社会经济效率 然而资源配置优劣与否与投资者掌握相关信息的完全
性和准确性程度紧密相联 1 相关信息的充分公开揭示 对维护市场公平与效率 促进价格
发现与资金有效分配具有极大帮助 上市公司质量信号的真实披露 成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功能 合理配置有效资源 降低市场风险的重要基础
目前 从世界范围看 困扰上市公司质量信号显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盈余管理问题
盈余管理的本质含义 正如 Katherine Schipper 1989 所指出的 是 揭示管理 即由于
会计信息不对称而人为对财务报告过程的干涉 这种干涉 可以是以向投资者传递管理层私
人信息为目的 也可以是以误导投资者及其他财务报告使用者为目的 从 Katherine Schipper
这个定义中可见 盈余管理”并不基于盈余的任何特定概念 对盈余各组成成份的管理以及
对附注披露的管理均包括在内,它可以发生在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部分 并可采取数字的形
式 稍微扩展该定义 还包括 真实 的盈余管理 即通过安排投资或财务决策时间来改变
报告盈余或其子项目 subset Paul M.Healy 和 James M.Wahlen (1999) 也对 盈余管理” 给
出定义 明确指出盈余管理的目标 他们认为 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
财务报告时以及通过规划(structure)交易变更财务报告的过程中 旨在就公司的经济业绩误
导某些利益关系人或者影响依赖财务报告数字的契约的后果
现有不少研究成果均发现存在企业以歪曲盈余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证据 其中包括为融
资目的而在股票初次发行 二次发行中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证据 对此 Katherine Schipper
1989 认为 这是一种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 机会主义行为是欺骗性地追求
自利的行为 也是一种最强的自利行为 从更一般层面上看 Ｏｌｉｖ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强调 它
指不完全的或扭曲的信息揭示 尤其是有目的的误导 掩盖 迷惑或混淆 不确定性基础上
的机会主义 使经济组织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结果 当事人和第三方面临更加困难的真相揭
示问题２
过度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必然造成欺诈和取巧 对资本市场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1999
年美国证监会主席阿瑟 李维特在题为 数字游戏 的演讲中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及其对资
源配置的影响表示严重关注 呼吁对欺诈取巧者予以严厉惩罚 美国证监会为此正在审议新
的披露要求 并组建了一个盈余管理工作组以严惩有盈余管理行为的公司 证监会将要求更
多的公司重述已披露的收益 并促进披露的规范化 这些举措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和讨
1

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表现为投资者依据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功能而制定相应的投资决策 而这些决策不
仅影响到资源配置效果 也影响到社会财富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
2
埃瑞克 G 菲博顿 鲁道夫
瑞切特 编 孙经纬译
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出版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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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且和成熟资
本市场相比较 中国资本市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 其目的或为协助上
市公司达到股票二次发行的标准 使控股股东能够从中更多地融取资金 或为保住上市公司
的上市资格 打通控股股东未来融资渠道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现行中国市场环境 企业治理
结构和法律规范 市场监管状况相关
针对这种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发布并实施了第一项会计准则即 关联
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准则 1997.7 然而 一方面 实务中以控股股东关联交易为主
的盈余管理行为仍在不断增加4 迫使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发布一系列具体规章加以规范
调整 如近期发布 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
1999.10
强调对关联交易
要予以充分披露 另一方面 作为信息披露规范的主要标准 现行准则及相关规定在体现信
息披露完整性 准确性和可比性原则以及规范的可操作性上 本身仍须进一步完善 不少人
甚至对是否应当改进规则 以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的相关详细信息还抱有不同的看法 一些人
从片面强调市场筹资功能角度出发 对这种盈余管理行为采取接受甚至鼓励的态度
本文认为 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不但无可厚非 而且十分必要 但是 资本市场
功能不仅局限于筹集资金 还包括其他各项功能 如资源配置功能 优胜劣汰功能 在转轨
经济中 同时具有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转变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等功能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 客观上也对资本市场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长远来看 资本市场在发挥基本
筹资功能的同时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市场 必须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全面的作用 这已成
为关心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道路有识之士的共识 在 １９99 年一项面向深沪两地股票市场
主要上市公司总经理 就 进入第 １０ 年的中国股票市场 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中５ 受调查的
绝大多数人认为 在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与发展过程中 尽管在短期内 是以市场的融资功能
为主导 以资金为市场定位 核心目标在于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 为企业发展生产筹集资金
但在未来 １０ 年内 中国股票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将是帮助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 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
事实上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 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和其他功能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
联系的 其中一种功能不能脱离其他功能而独立起作用 过于强调筹资功能而忽视其他功能
违背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将导致市场行为的不规范和市场功能的扭曲 当过度的机
会主义盈余管理误导资源配置 造成泡沫经济 危害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6 阻碍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的改革进程时 市场的筹资功能也必将最终丧失
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面临着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利益冲突
是一种普遍和自然的现象 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及市场的使用便是为了扼制冲突 形成秩序和
创造价值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 在一个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 由于不存在一个界定各放牧者

3

转引自 Paul M.Healy and James M.Wahlen,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s ,December 1999 Para 366.
4
1997 年沪深两市有 10 家上市公司具有利润增加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 并被注册会计师以出
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形式加以披露 而 1998 年在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中 这类上市公司增
加至 27 家
5
1999 年面向深沪两地股票市场上流通股本居前的主要上市公司总经理 就 进入第 １０ 年的中国证券市场
问题所进行的调查 结果表明
４０％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融资功能 ６０％的受调
查者认为是帮助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
６６．７％的受调查者认为 当前中国股票市场表现得最为
突出的功能是融资功能 ３３．３％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国有企业脱困的重要手段
８０％的受调查者认为未来
１０ 年中国股票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将是帮助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治理结构 ６．６７％的受调查者认为是融资
１３．３３％的受调查者认为是国有企业脱困的重要手段
6
资产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金融泡沫 其所造成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南亚经济以严重打击 这
个教训应当给我们敲响警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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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放牧范围的规则 因此放牧者既不会考虑牧场整体的利益 也不会考虑明年的牧草长势
在这样一种无法无规 你抢我夺的自由放牧下 牧草资源自然会渐渐枯竭 畜牧业的繁荣无
从谈起 这意味着有限的牧场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也就是说无法无规下的 自由竞争
只能导致毫无效率的你抢我夺７ 要提高经济效率 就必须建立规范制度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 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 旨在约束追求主体
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８ 在经济关系领域中 这些规则 程序在建立有关经济
活动的预期时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它提供了对于别人行动的保证 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
和不确定的世界中赋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 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然而 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变迁是某种现象的反应行动 responsive action 也
是利益集团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 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监管制度也正是
这样一种由控股股东与监管机构之间所达成的动态博弈契约 因而 在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
易的披露 会计准则执行三年之际 剖析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基础和动机
研究并揭示其对中国资本市场资本资源配置的影响 正确定位这种行为的经济后果 对于正
确认识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道路 在成本效益比较基础上明确完善会计准则规范的必要
性 提高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透明度 限制并缩小操纵空间 加强对资本市场机会主义盈余管
理的规范和监管 配合管理层为加强市场而监管 肃本清源 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而采取的
系列措施 贯彻落实 证券法 的精神实质即充分重视和坚持市场的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促使企业在筹资过程中真正转换经营
机制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具有现实意义
从学术研究来看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会计实证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现有文
献主要考察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 并集中于对公认会计原则下应计会计
利润的全面计量 近期有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利用特定应计会计项目 如坏帐准备 来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9 针对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特定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 现存研究中有关
这种行为产生显著经济成本的证据也不够充分 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对现有盈余管理研
究成果也是一个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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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框架共分六个部分 即六章
各章节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 绪论
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和意义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结合相关文献 分别阐述作为机会主义行为 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所具有的条件
动机和经济后果 对迄止为止所发现的相关证据进行综述
第三章 中国现存制度环境背景分析
主要运用现有相关实证证据 分析在中国现存制度环境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控股股东关
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特征
第四章 实证研究假设与样本选择
阐述本研究的假设 样本选择以及相关的资料来源
第五章 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说明研究方法 列示各研究假设的实证结果 并对这些结果进行分析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总结概括本文的研究结论 探讨本研究的局限性 并据以对完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
管理的监管制度提出建议
上述整体研究框架可图示如下
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第三步骤

研究假设

门

大

学

研究动机和意
义

厦

研究背景与文
献综述

资料搜集
中国现存制度环境背
景 分析

样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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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证伪主义 其经
济学基础是实证经济学 它要求在研究过程中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判断 以经验事
实和数理统计分析来证实 或证伪 理论命题假说 而规范会计研究则运用演绎法兼
用归纳法 其经济学理论基础是规范经济学 主导思想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 提出政策制定依据和标准 尽管这两种
方法存在许多不同点 而据此将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是不正确的 科学逻辑
表明 规范演绎与实践证实 或证伪 有密切联系 证伪演绎的特点是从理论命题演
绎出事实命题即假说 然后检查证该命题 一方面演绎证明可以使研究者在假说实践
证实 或证伪 前 对假说做出某种评价 使之逻辑严密 另一方面 如果假说被证
伪 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 作为解释性的这组前提也无法成立 事实说明
没有规范演绎 实证是盲目无条理的 而没有实践证伪 规范演绎也只是一种猜想
任何政策结论都必须基于对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将产生后果的预测 而该预测必然明显
或不明显地基于实证经济学
基于以上认识 本文力图通过实证分析来避免规范研究的空泛和表面性 在对控股股东
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的规范分析基础上 提出实证假设 运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市场回
归模型以及控制规模 帐面市价比因素后的 9 个 Size B/M 投资组合等实证研究方法加以
检验 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原因和经济后果研究提供证据 并据以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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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 在此联结中 各契约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经
济人的逐利本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以及契约的会计数据基础 成为盈余管理的重要条件 许
多盈余管理研究也是以财务报告规则和契约设计固定不变并可为盈余管理实施者所利用为
前提假设的 然而 Katherine Schipper
1989 指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财务报告和契约
设计所存在的灵活空间 作为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管制机构压力的反应 是不断改变着的
这些压力涉及盈余管理本身或被盈余管理事项的属性
因而 她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
财务报告规则和契约应是盈余管理问题的外生变量 当然 它们也可能在给定的报告期如一
年内是固定不变的
Ｄｅｃｈｏｗ Sloan Sweeney 1996 的研究也表明 产生盈余管理的可
能性与公司内部治理监督的弱化相联系 他们的研究发现 被 ＳＥＣ 起诉的公司样本与控制样
本相比 更可能由公司发起人担任总经理 更可能由总经理兼任董事长 董事会更可能被内
部人所控制 更不可能拥有审计委员会等
本文认为 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具体情况来看 除了财务报告规则和契约所
具有的灵活空间外 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更为基本的条件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经营管
理决策具有控制权
由于关联交易特点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

门

一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的控制

厦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 是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劳动
协调投入活动和贯彻投入要素间
达成的契约 这一切都具有 决策 的特性 而股东作为企业风险承受者的作用 在于约定
要接受不确定性和在每一个生产期间结束时总收益与总成本间差额可能为负的结果 而且
在通常情况下 风险承受者必须事先提供财富以保证契约的履行与业绩 10 因此 对于一个
投资者而言 最优资本组合似乎都是将许多企业资本进行分散投资 以避免其财富过多地依
赖于某一个企业 而控股股东则相反 他将其财富的很大部分集中投资于某个企业 因而承
担了中小股东所无需承担的更大的特定企业风险 是什么原因促使其做出这种风险承担选
择 Lous Puterman (1993) 指出 风险承受和对决策的控制是与同一主体相联系的 因为风
险成本与风险承受者对所发生风险的控制程度呈反比11 德姆塞茨进一步分析认为 这是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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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控股股东在施行控制时具有或自认为具有某种比较利益 并且可以利用这种比较利益为自
己实现货币收入或非货币收入 这种风险补偿有两个渠道 其一是通过有效运用股权所赋与
的控制权 能够从生产中拨付更多的补偿性开支 其二是通过信息优势进行内部交易 他强
调 可能影响所有权结构的因素之一是 潜力控制
即股东对企业实施更有效控制所产生
的利润潜力 而要保持这种控制 就要向企业投入大量的个人私有财产 要使投资者做出这
种决策 则要求相应扩大其所有权利益 要大到使之足以鼓励其承担两种任务 一是对经营
者和其他投入要素监督 二是为企业确定一个合理的管理程序12
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控股股东的自利性 是其盈余管理的内在利益驱动器 而且这种
管理能力又是以其所有权所产生的控制权为条件的 它与企业的股权结构密切相关 一般地
控股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之分 从理论上看 只有持股比例达到了 50%以上才能实现控
股 这是绝对控股 但从现代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 在持股低于这一比例的某些特定情况下
往往也能实现控股 这称为相对控股 德姆塞茨将控股股东理解为那些在任何一家企业中持
股相对较多的投资者 显然这是一种相对广义控股股东 Cubblin 和 Leech 1983 赞同这
一观点 他们指出控 股 股 东 可 以 定 义 为 在 某 一 企 业 拥 有 最 多 股 权 的 股 东 而 且 这 种 持股 比 例
使其对企业享有最高程度的控制力 13
因而 研究股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可以确定谁是企业股权的主要代表 谁对企业管理
决策具有控制权 测定这种代表是否存在 可以使用各种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股份数量 具
体包括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数量 前五位大股东的持股数量 前 10 位大股东持股数量 第二
个标准 是股权比率 如持股 50% 30% 20%
根据这些标准 可以确定这些少数大股
东的重要程度 研究还表明 控股股东控制权不仅取决于其持有股份的数量和比率 而且还
取决于其未拥有股份的离散程度 一般地 股权越分散 股东人数越多 控股所需的持股比
例越小 股权离散程度可以用赫尔芬德指数来表示 其计算公式为 H= j (mj) 2 其中 mj
是每个股东持股的百分比
Cubblin 和 Leech 1983 研究指出 控股股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 可以定义为控股股
东在股东持股比例的一般分布概率假设上所获得的大多数支持 从公式的推导过程可以发
现 它是以股东持股规模分布的赫尔芬德指数为基础的 这种计量模型的优点 在于考虑了
股东之间股权离散程度的不同变化 Encaona 和 Jacquemin
1980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
14
赫尔芬德指数是计量股权集中度的一个较好指数
Muclambi 和 Nicosia 1998 在 Cubblin
和 Leech 计量方法基础上 构造了 Cubblin –Leech 指数 即 F[ Mi / H Mi 2 ]1/2
其
中 F[ ]是标准分布函数 Mi 是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他们用这一指数计量控股股东的控制程
度 并考察了它与上市公司业绩的相互关系
关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互关系 Ｍｅｃｏｎｅｌｌ 和 Ｓｅｎａｅｓ １９９０ 认为 公司价值是
公司股权结构的函数 他们通过对 １９７６ 年 １１７３ 个样本公司以及 １９８６ 年 １０９３ 个样本公司业
绩托宾 Ｔｏｂｉｎ Ｑ 值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认为 Ｑ 值与公司股权结构之间具有曲线
关系 当内部股东所拥有的股权从 ０ 开始增加时 曲线开始向下倾斜 Ｍｅｃｏｎｅｌｌ 和 Ｓｅｎａｅｓ
没有对这一结果进行理论解释 只是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结论 而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
则将股东分为两类 一类是内部股东 他们管理公司 拥有对经营管理决策的投票权 另一
Ｅｃｏｎｏｍｅｃｓ，１７，１９９３．
12
哈罗德 德姆塞茨著，段毅才等译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出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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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John Cubbin and Dennis leech, The effect of shareholding dispersion on the degree of control in British
Companie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Jun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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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外部股东 他们没有投票权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认为 公司价值取决于内部股东所占
有股份的比例 这一比例越小 公司的价值也越高 他们指出 假设 X=企业管理者从其
中获取非货币利益的企业的所有要素和活动向量 P X =由 X 给企业所带来的总利益价
值 B X =P X ―C X = 在不考虑 X 对管理者均衡工资影响下 能给 X 的企业带
来的净利益价值 管理者对财富和非货币利益的偏好为 V 在特定所有权结构下 即企业创
业者出售企业部分股权 使之本身既为企业部分所有者也作为企业管理者 如果允许其自由
选择非货币利益的消费水平 由于在非货币利益消费中 他只是损失作为部分所有者份额内
的财富 因此 所有者―管理者势必会通过增加非货币利益消费使其个人效用达到最大化
企业价值水平将因此下跌 下跌的幅度相当于新增非货币利益消费给企业带来的成本
股权结构的存在表明不同的股东拥有不同的权力．相对而言 股权集中效应在拥有控股
股东的公司中最能得到体现 这类公司控股股东管理决策的财富效应大多数都被内部化了
在董事会中 由于少数股东的股权比例较小 其所有权所赋予的权力有限 在行为能力上与
控股股东具有重大差别 由此决定了董事会容易为控股股东所控制
控股股东行使其控制
权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投票权在股东大会上确定董事会人选 投票权是股东对公司实施管理的
基本机制 是股东根据所持公司股份大小而自然拥有的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权的发言权与控
制权 因而具有特定的经济价值 是一种稀缺资源 Hasmleny 1987 对普通股投票进行
了经济评估 他通过为投票差别待遇构建投票不等指数 发现投票不等指数和投票权溢价 即
具有额外投票权的经济价值 之间显著正相关 而霍尔德尼斯和希汉 １９８８ 则直接以控股
股东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 １１４ 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或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 具有控股股东
指至少拥有 ５０％但不拥有全部普通股股权的个人或实体 的公司 在这 １１４ 家公司中 有
２７ 家是在 １９７８ 年－１９８４ 年期间成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 这表明以控股股权作为主要所有
权的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 在该研究中 控股股东被大致相等地分为个人和公司两类 分
析发现 ９０％的个人控股股东代表和 ９４％的公司型控股股东代表要么是该公司的董事 要么
是该公司的负责人 当把股东集中的公司和股权相对分散的公司进行比较时 霍尔德尼斯和
希汉 １９８８ 证据显示 具有个人控股股东的公司在托宾 Ｑ 值和会计收益率方面要比一般公
司差 而具有公司型控股股东则尚未发现这一问题
董事会是企业一组契约的最高内部执行者 对公司重大问题行使所有者赋予的经营管
理决策权
美国模范公司法 和 特立拉化州公司法 都规定董事会是法定必备并由全体
董事组成的会议体业务执行机关 除非法律和章程另有规定 公司一切权力均应由董事会或
由董事会授权行使 公司一切业务与事务均应在董事会指示下进行 鉴于董事会在企业决策
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贝利 米恩 1932 将 控制 定义为 选择董事会成员 或其大多
数 的实际权力
然而 董事会的这种权力 本质上是全体股东通过股东大会所集体委托
赋与的 在普通公司法上 董事被认为是公司的受托人 董事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ｉｅｓ
因此理论上 董事会在行使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权时 应当从全体股东利益
出发 尽管控股股东作为出资人和委托人 为其自身利益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重大决策行使
投票权以表达其意愿 是其产权契约所赋予的法定权利 但是 该表决权却必须以不侵害少
数股东利益为前提
在法律规范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下 这种受托权力与义务也能够得到一定保证 例如
不少国家均规定 如果这种表决权将导致“不公平” ｕｎ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则控股股东也将由于负
有诚信义务而使其表决权受到限制 美国法院曾在 Ｐｅｐｐｅｒ Ｖ．ｌｉｔｔｏｎ 一案中做出如下说明
董事是受托人 支配或控制股东同样是受托人 他们的权力是信托上的权力 他们与公司
之间的交易应受到严格的督查 一旦他们与公司之间的合同或协定受到非议 董事和股东有
义务证明其固有的公平性
当控股股东有违反诚信义务而经营公司时 控股股东应负损害
赔偿责任 法院给予少股股东等受害利益人的救济措施包括金钱赔偿 禁止命令 撤销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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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行为 衡量其公平性有多种测试标准 如 “欺诈”测试标准 ｆｒａｕｄ ｔｅｓｔ “合法程
序”测试标准 ｌａｗｆｕ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ｅｓｔ
“一臂交易”测试标准 ａｒｍ’ｓ ｌｅｎｇｔｈ ｔｅｓｔ 即正
常交易测试标准
“合理期待”测试标准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有利或不利”测试标准
１５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ｅｓｔ 等
与此相关 美国法律保护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另一重
要措施 就是股东代表公司的诉讼 变称派生诉讼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它是指当公
司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就其所遭受的侵害提起诉讼时 公司的少数股东 一个或若干少数股东
可以公司的名义针对该种行为提起诉讼 其旨在使公司获得补偿
在英国 普通法对少数股东提供法律保护的总原则是 控股股东不得对少数股东实施欺
诈行为 而必须以善意的 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 方式为公司整体利益行动 这实质上与美国法律一
样承认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所负的诚信义务 １９４８ 年英国 公司法 规定了对少数股东实施
不公平有害行为的替代救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ｍｅｄｙ ｆｏｒ ｕｎｆａｉｒｌｙ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根据该法第 ２１０ 条的规定 任何股东都有可以请求法院的干预 如果可以证明控股股东对少
数股东实施了欺诈行为或董事违反了诚信义务 法庭一旦介入 则可能改变企业今后的管理
或要求公司购买特定股东的股票
分析现代股份公司控制权 必须区分不同历史文化 法律背景下不同国家的不同股权
结构情况 据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 1999 研究 各国法律制度
对股权的保障有很大的差异 他们发现 由此导致在英美之外的国家 股权大都不分散 上
市公司大都有大股东控股 大股东的形式 或者是银行 日 德等国
或者是家族 东南
亚大部分的国家地区
大股东通常直接参与公司治理 没有英美普遍的股权与管理权分离
现象 研究发现 85%的德国上市公司都拥有其股份 25%以上的非银行大股东 由于股权相
对集中 德国公司在控制代理成本时 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作用 比美国要更重要一些
但是 银行所持投票权的的集中 影响了大股东监控管者的效果 银行对公司董事会具有相
当大的作用力 高晨 王斌 1998 16
而贝利 米恩根据美国的股权结构 提出了著名的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 理论 B-M
理论
他们于 1932 年将美国最大 200 家公司按照每个经济单位持有投票权股份的百分比
分为五组 将股权最高比例为 30%及以上的公司定义为 股东控制型
而将股权最高比例
低于 5%的公司定义为 管理者控制型
发现在这个观察样本中有 44%之多的企业属于管
理者控制类别
B-M 理论提出以后 学术界内外引起了持续争论 产生大量的文献对其加以验证或反
驳 并对公司的不同控制类型 行为与业绩效果进行了分析 例如 Cubblin 和 Leech 1983
认为 要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问题 首先必须对控制权加以界定 并考虑控制的不同程
度 根据持股董事会成员是否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即执行董事或非执行董事 可以将控制区别
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种 它们对企业控制的积极性有所不同 由于在位管理人员控制着
股东大会的会议议程 并能够限制其他各方对公司信息的接触与权利 许多时候 还可以利
用股东惰性 可能还有风险厌恶 加强其控制力 因此 内部控制比外部控制更易实施17
Ａｒｍｅｎ Ａ ． Ａｌｃｈｉａｎ 和 Ｓｕｓａｎ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则指出
股东 一词指的是投资于企业专用性资源
并对任何最终价值拥有权利的人 在股东间常常存在利益冲突 其冲突来源之一在于由谁 看
管店铺 的问题 认为股权分散削弱了公司制度 各个股东都没有动机监管公司 这一逻辑
把相对股份与财富绝对量混淆在一起 当每个股东只拥有很小的相对股权时 由许多股东做
出的决策的成本可能很高 但即使是大型公司 它的董事会也不会比规模小得多的公司的董
15
16
17

. 转引自施天涛著
高晨 王斌 编绎

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 433 页
股东
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与公司价值”
会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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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规模大 股权分散本身并不会削弱董事会监督公司活动的有效性１８ Shlefer 以 Fortune 500
家中的 456 家企业为样本 研究发现实际相对大股东的分布十分广泛 出现之处非常之多
456 家企业平均大股东持股 15.4% 其中有 354 家企业至少有一个股东拥有企业 5%以上股
权 样本中大股东的成份 大部分为家族股东 149 个
另外还有养老金 90 个
银行
保险公司或投资基金 117 个
Larner 认为 虽然存在控制的权力和实际实施这个权力分
属不同主体的情况 贝利和米恩将控制定义为 选择董事会成员 或其大多数 的实际权力
仍是合理的 因为 即使大股东或拥有投票权实质多数的利益集团将控制权转移给管理人员
他仍将保留借助投票把其不满意的董事会成员排除出去的法律权力
各国法律制度对股权的保障有很大的差异 据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
Vishny 1999 研究发现 由此导致了在英美之外的国家 股权大都不分散 上市公司大都
有大股东控股 大股东的形式 或者是银行 日 德等国
或者是家族 东南亚大部分的
国家地区
大股东通常直接参与公司治理 没有英美普遍的股权与管理权分离现象 陈建
文 1998 对此分析指出 在这些股权保障比较不完备的国家 通常大股东的代表或者控制
董事会 或者直接成为管理层 对公司而言 他们是 内部
由于公司的股利与控股公司
的现金流量直接相关 股利的多少又取决于当期的利润 所以控股公司有干预利润决定的动
机 匀饰之后的利润降低了反映公司业绩的作用 也使会计报表失去了对外部的决策价值
但在成文法国家 由于小股东的地位和发言权都相对微弱 他们的信息需要对公司的财务会
计起不了牵制作用 19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Ａｌｅｓｓｉ １９８１ 认为 只要股东继续承受企业产品和资产
价值的不可预测改变 如承受企业的利润或亏损
并且继续有权在公开市场上交易企业股
票 他们就具有所有权的特征和动机 他们做出允许使用其资源的决策是为了使之比未被使
用而增加更多 股权分散可能只是产权体系下的一个特定合约安排 不论股东或管理人员
作为企业内部决策者 均有机会和动机以各种未在标准企业理论中说明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
效用20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在特定市场环境下 股权相对集中 控股股东能够掌握公司的控
制权 并能够左右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为其自身利益服务 是实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交易
盈余管理的首要条件
现有盈余管理文献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 Kasanen Kinnunen 和 Niskanen
1996 以 1970-1989 年间在芬兰赫尔辛基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37 家工业公司的年报资
料为依据的研究发现 由于芬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 控股股东主要为金融机构 并且
一般偏好现金股利 希望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稳定的股利现金流 因而当公司未经管理的盈余
不足以支付大股东所期望的目标股利时 管理人员就有动机调高盈余 以满足控股股东的要
求 未管理的盈余高于支付控股股东所需要目标股利的盈余时 为了不过多交纳税款 影响
控股股东利益 管理人员就有调低盈余的动机21
二

关联交易特点及信息不对称

交易

根据美国法院在 Hoffiman Macbinery Corporation Vs Ebenstein 一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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