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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代理理论———适用于公司治理中的争论———构建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神话之上。然
而，真正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权和所有权，即股东股份所有权和公司资产所有权之间。股东不是被代理
人；董事和高管亦不是股东的代理人。股东确实选举董事，不过董事奉公司法为圭臬，根据公司法行
事，而公司法极少要求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相反，公司法允许甚至鼓励董事为公司的基业长青而行
事，只要董事有合理理由认为其行为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然而，代理理论对此现实置若罔闻。与此
不同，正如早期文明通过参照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与看不见的神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前者，代理理论学者
讲述的是股东们为保持安宁而有所牺牲（支付监督成本），而管理层则做出承诺并以此行事（引发约束
成本），但股东们最终还是要处理不受诸神控制的一时冲动（剩余经理自主权）。然而，尽管研究成果
丰硕纷呈，但表明这场战斗是真实的证据尚付阙如。管理者通常忠诚可靠，这可能是因为现行公司法
的重点在于规制管理者不忠，并且商业领域的竞争远比大多数代理成本模型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其
几乎没有留给管理者任何松懈余地。相反，有证据表明管理者受认知偏见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管
理者显得乐观。管理者乐观主义和公司法的灵活性可以为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的大多数有争议理论
的失败提供解释。如果学者直面现实，将代理崇拜抛之脑后，经济学与法学研究的学术水平都将得到
提振。
关键词 公司治理 代理成本 代理崇拜 管理者乐观主义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商业研究员。 原文为：Ｊ．Ｂ．Ｈｅａｔ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是２０１７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１７ＣＦＸ０７２）的阶
段性成果。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９５·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引

言

代理路径已指出了一些有趣方向，但如果通过询问它是什么从而对其判断，那将是
一种反向观察，或被作为对它不利的证据，进展便很糟糕。恰恰相反，似乎没有什么现象
超出“代理成本”的范围，有时这个词语更像是咒语陷阱，而非分析工具。
———斯蒂芬·罗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与金融大辞典》（１９８７）

公司股东与董事、高管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我们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正是因为股东并不
是被代理人，董事和高管亦不是股东的代理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言之凿凿、说得轻巧，就
像重复的咒语，然而这种分离乃海市蜃楼，是纯粹的虚构。而法律对此是极其清楚的：所谓分离是
所有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公司拥有资产，而股东拥有股权。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证明：如果股东
拥有公司，股东便不可起诉公司，但现实中股东是可以对公司提起诉讼的。因此，这说明股东并不
拥有公司。此外，正如数百年来法学家所理解的，股东和公司的分离对于公司作为一种组织经营
方式的有效性而言是最为根本的。
股东通常所拥有的是投票选举公司董事的权利。这种投票极具影响，其可改变谁任董事，或
现有董事的行为。作为一种代议制民主的选举任免，其可使那些仰赖股东投票的人手握重权（或
担惊受怕）。然而，在任何时候，当选的董事均负有义务（包含受信义务）和享受保护机制（包括商
业判断规则）———而这几乎总允许董事做出其所认为 （或振振有词地声称）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
“长期”利益的决策。除非将公司出售，否则董事无需最大化现有股东价值。这才是现实状况，可
惜当前经济和法律分析置若罔闻，认为此与实际公司行为的研究几乎无甚关联。
公司治理的代理理论研究随着公司发展而勃兴，其构建在如此神话之上：公司是虚拟的，股东
实际上在公司资产中拥有财产权。正如早期文明通过参照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与看不见的神之间
的关系来解释前者一样，代理理论学者讲述的是股东在下、管理者在上的故事：股东们为保持安宁
而有所牺牲（支付监督成本），管理层则做出承诺并据此行事（引发约束成本），但股东们最终还是
要处理不受诸神控制的一时冲动（剩余经理自主权）。
如同原始宗教一样，最终并无证据表明这场神话般的战斗是真实的。管理者通常忠诚可靠，
这可能是因为现行公司法的重点在于规制管理者不忠。此外，商业领域的竞争远比大多数代理成
本模型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几乎没有留给管理者任何松懈余地。相反，有证据表明管理者受认
知偏见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管理者显得乐观。管理者乐观主义和公司法的灵活性可以为最大
化现有股东价值的大多数有争议理论的失败提供解释。如果学者直面现实，将代理崇拜抛之脑
后，经济学与法学研究的学术水平都将得到提振。
本文第一部分虽开门见山，但不可或缺，其阐述了一个简单的法律现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所
有权与所有权分离，而不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世界。股东并不“拥有”公司，董事和高管亦不
是股东“被代理人”的“代理人”。公司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虚构———当然也不是“合同集束”———而
是一种必要和基本的分配、锁定和保护公司资产的法律手段，令其不受包括股东在内的其他实体
影响。此外，公司法决然迥异于神话中股东（被代理人）对管理者（代理人）所发布的指令，即最大
化当前股东价值。公司法明确规定，除非出售公司，否则管理者无须最大化当前股东价值。公司
法允许甚至鼓励董事为公司的基业长青而行事，只要董事认为其行为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代理
理论学者忽视这些法律现实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董事、高管、投资者和许多为其服务的专业人士在
·９６·

［美］Ｊ．Ｂ．希顿（Ｊ．Ｂ．Ｈｅａｔｏｎ）：公司治理与代理崇拜

公司治理问题上的斗争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进行的。
第二部分探讨公司研究的代理成本范式。代理成本概念源于早期对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假
设的质疑。当时几位经济学家特别是奥利弗·威廉姆森（Ｏｌｉｖ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断言（在没有经验证据背
景下）管理者为最大化自身价值，会故意转移价值给自己，从而推卸利润最大化的责任，此即后来的经
理自主权路径。自此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单独研究代理关系的经济学问题。其后，著名学者詹森
（Ｊｅｎｓｅｎ）和梅克林（Ｍｅｃｋｌｉｎｇ）认为，代理成本无处不在，其包括被代理人为防止代理人转移的支出、
代理人为约束自己预期转移的支出以及因代理人转移引发的损失的总和。因为，诚如上述斯蒂
芬·罗斯的话所暗示的，代理成本理论无所不及地解释了大多数事情———好行为是被代理人和代
理人支出有效的证据，坏行为是不可预防的剩余损失的证据———代理成本理论的解释焕发生机和
活力。旋即，代理成本理论的解释便占据多数领地。代理理论使经济学家摆脱学习公司法的束
缚，也使得对公司的经济分析转变为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博弈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一个创新性框
架内进行的，而这促进了数学自由叙述，令经济学学者和法学家也展开了广泛争论。
第三部分回归现实，讨论代理崇拜的终结。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文章引用代理理论，但几无证据表明
管理者没有最大化既有股东价值是因为管理层的不忠诚。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现行公司法重点
在于规制管理层不忠，可以明确的是在美国大公司中控制管理者转移并非难事。其二，商业领域的竞
争远比大多数代理成本模型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其几乎没有留给管理者任何松懈余地。
第四部分提出，实证表明管理者之所以没有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要么是因为公司法允许，要
么是因为管理者对其能力与公司前景过于乐观———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充分证据的认知偏见。
管理者乐观主义极易与代理理论相关的行为和机制相契合，并在预测更加敏锐的基础上大胆行
事。一条有望在对冲基金积极主义和其他公司治理问题等现实争论中更有意义的“前进之路”，能
够识别出所有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公司法的灵活性以及管理者乐观主义的心理偏见，这些因素有
时会使现有股东价值最大化创造者的地位高于管理者。
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简要结论。

一 、法律与经济现实
（一）所有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公司管理者是股东的代理人，这种关系充斥着各种利益冲突。〔１〕
公司股东不能对管理者行为发号施令。事实上，股东显然被剥夺了干涉公司管理者
活动的权力。他们可能不希望，或理性上不应希望如此行事，将管理者描述为他们的代
理人的扭曲。〔２〕
在公司理论中，对代理理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批判观点：股东不是被代理人，董事和高管亦不
是股东的代理人。〔３〕 在这方面，法律再清楚不过了，其远非如伯利（Ｂｅｒｌｅ）和米恩斯（Ｍｅａｎｓ）所声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Ｊｅｎｓｅｎ，“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７６
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３２３，３２３ （１９８６）．
〔２〕 ＶｉｃｔｏｒＢｒｕｄｎｅ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８５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Ｒｅｖ．１４０３，１４２８ （１９８５）．
〔３〕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Ｌｙｍａ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ｉｌｌ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 Ａｆｔｅｒ ＨｏｂｂｙＬｏｂｂｙ”，７０
Ｂｕｓ．Ｌａｗ．１，１４ （２０１４）．（“代理的定性亦缺乏法律依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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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４〕 股东拥有股权，但不拥有公司及其资产。公司成立之时，亦是
“法人团体”〔５〕与发起其成立的发起人 “隔离和区别”之时。〔６〕 此时此刻，公司并不归属于任何
人。与之相反，公司通过其代理人行事，业务和事务由其董事决定，〔７〕上述人员无须成为股
东，〔８〕也并非股东或公司的代理人。〔９〕 公司的高管是公司而非股东的代理人。〔１０〕
此种法律上的分离并非虚构，这一点也恰最为重要。公司成立极为简明，因为它允许分离：一组
由股东锁定却不能抽离的资产，〔１１〕能够免受股东债权人解体公司以满足求偿的危险。〔１２〕 设立公
司的这些优越之处，连同其他闻名遐迩的公司人格特征如有限责任，业已在１７世纪得到肯认。〔１３〕
（二）公司法（几乎没有隐藏）的指令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以来，金融经济学的观点（显然也是许多股东的观点）认为公司
管理者的职责是使公司当前价值最大化，〔１４〕时至今日 ＭＢＡ 学生也被反复灌输此等观念。〔１５〕
ＭＢＡ 课堂教学与现实司法实践是如此大相径庭。例如，特拉华州判例法要求董事最大化“股
〔４〕 ＡｄｏｌｆＡ．ＢｅｒｌｅａｎｄＧａｒｄｉｎｅｒＣ．Ｍｅａｎｓ，犜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狉犻狏犪狋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３６），ｐ．４．

〔５〕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ｅｌ．ＣｏｄｅＡｎｎ．ｔｉｔ．８，１０６．
〔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Ｍ．Ｔｏｄｄ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犔犻犿犻狋犲犱犔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牶犃犔犲犵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犃狀犪犾狔狊犻狊

（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１６），ｐ．５．（“公司分离的首要含义是，公司具有与其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同
的受法律承认的人格。”）
〔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ｅｌ．ＣｏｄｅＡｎｎ．ｔｉｔ．８，１４１（ａ）．（“根据本章组织的每一个公司的业务和事务应由董事
会管理或在其指示下管理。”）
〔８〕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ｅｌ．ＣｏｄｅＡｎｎ．ｔｉｔ．８，１４１（ｂ）．（“除非公司注册证书或章程有此要求，否则董事不必
是股东。”）
〔９〕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ｒｄ）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１．
０１ｃｍｔ．ｆ（２）．（“在本节中，鉴于董事在当代美国公司法的待遇，虽然公
司的股东选举董事，并在其当选后有权更换，但董事既不是股东的代理人，也不是公司的代理人。”）

〔１０〕 Ｉｄ．ａｔｃｍｔ．ｃ．
〔１１〕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Ｂｌａｉ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ｉ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ｈａｔ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５１ＵＣＬＡＬ．Ｒｅｖ．３８７，３９２（２００３）（强调“公司在建立一个资产池中所起的
作用，该资产池不受任何想要收回投资的个人参与者的清算或解散”）；ＬｙｎｎＡ．Ｓｔ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Ｔｉｍ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ｏｒｍ”，３８ＳｅａｔｔｌｅＬ．Ｒｅｖ．６８５，
６８８ （２０１５）．（“简单地说，一旦你用你的钱购买了一家公司的股票，你的钱就变成了公司的钱。你没有法律权利要
求归还。”）
〔１２〕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ｅｎｒｙ Ｈａｎｓｍａｎ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ｅｒＫｒａａｋｍａｎ，“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Ｌａｗ ，１１０ＹａｌｅＬ．Ｊ．３８７，３９０ （２０００）．（“资产分割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有限责任的逆转，即保护实体的资产不受
实体所有者或管理者的债权人请求的影响。这意味着组织法作为财产法比合同法更为重要。”）
〔１３〕 ＳｅｅＢｉｓｈｏｐＣａｒｌｔｏｎＨｕｎｔ，犜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犈狀犵犾犪狀犱，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３６），ｐ．３．［“在１７世纪，公司成立所产生的商业利益愈发明显：永久性、独立于成员
的存在（和管理）的连续性、对第三方或成员提起诉讼的容易程度、股份的可转让性、股权的无限可分性以及公司债
务和股东债务责任的明确划分。”］亨特（Ｈｕｎｔ）指出：“例如，１６９２年丝绸纺织公司成立的请愿中就强调了公司不
对成员债务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如果这种组织形式仅以合伙条款为载体，则其将对几个合伙人的特定债务和私
人债务承担法律责任，也将因任何一人的破产而被撕成碎片。’”Ｉｄ．
〔１４〕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ＲｏｂｉｃｈｅｋａｎｄＳｔｅｗａｒｔＣ．Ｍｙｅｒｓ，犗狆狋犻犿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犻狀犵 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ｏｆＩｎｄｉａ，１９６５），ｐ．２．（“这本书假定财务经理的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ＥｕｇｅｎｅＦ．Ｆａｍａａｎｄ
ＭｅｒｔｏｎＨ．Ｍｉｌｌｅｒ，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犲 （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Ｗｉｎｓｔｏｎ ，１９７２），ｐ．６９．（管理层应该“最大化公司
当前市场价值”，此被称为“市场价值规则”。）
〔１５〕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Ｂｒｅａｌｅｙ，ＳｔｅｗａｒｔＣ．Ｍｙｅｒｓ，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Ａｌｌｅｎ，犘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狊狅犳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
犉犻狀犪狀犮犲７ （２０１４）．（“一位聪明而高效的管理者所做的决策会增加公司股票现值与股东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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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长期利益”；〔１６〕他们没有义务 （如果不存在控制权变动交易）“将公司当前股价最大化”。〔１７〕
正如特拉维斯·拉斯特（ＴｒａｖｉｓＬａｓｔｅｒ）法官最近所指出：“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价值的受信义务
并不意味着董事为了追求短期战略，必须牺牲长期价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董事必须每天或每
季度试图使上市公司的股价最大化。这种受信义务要求董事为了股东的利益，采取谨慎、忠诚和
善良的行动，在长期内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１８〕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指出，特拉华州法院在其公司法意见中使用的短期或长期的言辞遮蔽了真
正的竞争：一方是敏锐的股东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理性愿望，另一方是法院和其他人士对公司
基业长青的渴望。〔１９〕 正如金融学教授对 ＭＢＡ 学生的教学那般，特拉华州法院以“长期”的言辞来
减轻董事压力：“董事在有意、知情和真诚地追求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种旨在实现长
期价值的方针，即使以即时价值最大化为代价。”〔２０〕
特拉华州现任首席大法官里奥 · 斯特林（ＬｅｏＳｔｒｉｎｅ）在最近评论中有所透露，其所欲乃是令
公司专注于长期经营，而非股东价值最大化。他提出如下一些观点：“股东就公司事务提出建议和
投票的权利是以股东有兴趣提升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的理论为前提的。”〔２１〕“总之，真正的投资者
所需求的正是一个社会所需求的，也是我们作为最终用户、作为投资者所需求的，即为公司创造可
持续的财富。”〔２２〕“为了促进可持续财富增长，股东本身必须像真正的投资者一样，他们要对长期
财富的创造和保值抱有兴趣，而不仅仅在乎股票价格的短期波动。”〔２３〕“许多机构对季度收益和其
他短期指标的关注，从根本上不符合大多数最终用户投资者的目标，这些投资者的储蓄主要有两
个目的：其一是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其二是为自己退休养老提供资金。这些最终用户投资者不
在乎季度收益或短期噱头，他们希望公司能够创造出可持续的财富，以备其不时之需。”〔２４〕
简而言之，首席大法官里奥·斯特林希望公司董事会“在通过冒险努力追求利润和谨慎保护
价值之间达致适当的平衡”。〔２５〕 这不是“最大化当前股东价值”而是“可持续经营”的说辞。然而，
这恰恰是支持管理者的法律背景，也是 ＭＢＡ 和法律学生进入职场所面对的真实世界。
〔１６〕 ＬｅｏＥ．Ｓｔｒｉｎｅ，Ｊｒ．，“ＴｈｅＤａｎｇｅｒｓｏｆＤｅｎｉａｌ：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ａＣｌｅａｒＥｙｅｄ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５０ ＷａｋｅＦｏｒｅｓｔＬ．Ｒｅｖ．７６１，
７７２ （２０１５）．［ｑｕｏｔｉｎｇＴＷＳｅｒｖｓ．，Ｉｎｃ．ｖ．ＳＷＴ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ｐ．，Ｃｉｖ．Ａ．Ｎｏｓ．１０４２７，１０２９８，１９８９ＷＬ２０２９０，ａｔ
７ （Ｄｅｌ．Ｃｈ．Ｍａｒ．２，１９８９）．］
〔１７〕 Ｉｄ．ａｔ７７４．
〔１８〕 犞犻狉狋狌狊犆犪狆犻狋犪犾犔．
犘．狏．犈犪狊狋犿犪狀犆犺犲犿．犆狅．，Ｃｉｖ．Ａ．Ｎｏ．９８０８ ＶＣＬ，２０１５ ＷＬ５８０５５３，ａｔ１６ｎ．５
（Ｄｅｌ．Ｃｈ．Ｆｅｂ．１１，２０１５）．
〔１９〕 Ｊ．
Ｂ．Ｈｅａｔｏｎ，“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７２Ｂｕｓ．Ｌａｗ．３５３，３５６ （２０１７）．Ｓｅｅａｌｓｏ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Ｖ，“ＴｈｅＬｏｎｇ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３Ｇｅｏ．ＭａｓｏｎＬ．Ｒｅｖ．１９，２０ （２０１５）．（“即使假设
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前景较短，短期投资者将在长期中将政策推向有害方向的论争关键缺乏基础，这一主张与主流
金融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不一致。”）
〔２０〕 犃犻狉犘狉狅犱．牔犆犺犲犿狊．，犐狀犮．狏．犃犻狉犵犪狊，犐狀犮．，１６Ａ．
３ｄ４８，１２４ １２５ （Ｄｅｌ．Ｃｈ．２０１１）．
〔２１〕 ＬｅｏＥ．Ｓｔｒｉｎｅ，Ｊｒ．，“Ｏｎ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ＷｅＦａｃｅ：Ｃａ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Ｂ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ＵｎｌｅｓｓＴｈｅｉｒ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ｓＡｌｓｏ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６６Ｂｕｓ．Ｌａｗ．１，
８ （２０１０）．
〔２２〕 Ｉｄ．ａｔ２６．
〔２３〕 Ｉｄ．
〔２４〕 Ｉｄ．ａｔ１２．
〔２５〕 Ｉｄ．ａｔ１８ｎ．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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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
（一）公司研究中代理的起源

公司法和金融经济学的多数研究都假设代理成本的存在，其由防止管理者不忠产生的支出，与即
便有所支出股东价值仍由于不忠造成的损失所共同构成。代理成本理论源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对新古
典经济学假设———公司尤其是具有巨大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的有力挑
战。〔２６〕 利润最大化范式的捍卫者们承认，在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市场中，非金钱利益对公司管理者来
说是可能的，也可能是重要的，〔２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管理者
会最大化自己的价值。〔２８〕 尽管如此，因为股东和管理者由于不同原因都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
在早期，“管理动机”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说法并不明显。股东期盼“提高股利的数额”，而管理者则希
望 “能确保公司安全，或扩大公司规模，或出于各种其他原因而获益。”〔２９〕虽然希克斯（Ｈｉｃｋｓ）教授建
议管理者可以追求垄断，这样他们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３０〕其他经济学家认识到，外部和内部现实
（包括来自追求“安逸的生活”工作的其他管理者的竞争）可能迫使管理者追求或趋近利润最大化。〔３１〕
然而到１９６３年，奥利弗 · 威廉姆森教授指出从 “管理动机 ”转向 “经理自主权 ”的研究进
〔
路。３２〕威廉姆森认识到，任何直接衡量自主权的尝试都极为困难，因此其认为管理者存在着非金
钱利益的动机，比如“安全、权力和威望等”， 〔３３〕他进而追问“这些动机会引发什么活动”？〔３４〕这一
转向，与时代的方法论精神保持一致。因为到 １９６３ 年，只要遵循可检验的预测，接受主流经济学
〔２６〕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ｄｅＳｃｉｔｏｖｓｋｙ，“ＡＮｏｔｅ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１Ｒｅｖ．Ｅｃｏｎ．

Ｓｔｕｄ．５７（１９４３）．（进行一项分析，表明利润最大化意味着代表企业家的特定偏好可能不成立）；Ｍ．Ｗ．Ｒｅｄｅｒ，“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５５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４５０，４５０ （１９４７）．（“该公司的现行理论明确地假定
该公司的经营方式能使其利润最大化。”）
〔２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ｉｔｚＭａｌｃｈｕｐ，“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６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
５１９，
５２７（１９４６）．（“事实上，商业行为中非金钱因素的性质、强度和影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认为，生产更高的产量，支付
更高的工资或收取比最高利润更低的产品价格，对商人来说可能涉及社会声望的提高或一定程度的内在满足感。”）
〔２８〕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ＬｅｏｎｉｄＨｕｒｗｉｃｚ，“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ａｎｄ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１４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０９，１１０
（１９４６）．［“因此考虑企业家的心理素质 （稍微晚些），并且至少暗含着，利润最大化被效用最大化所取代。”］Ａｌｓ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ｗａｓＧａｒｙＢｅｃｋｅｒｓｔｈｅｎ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ＧａｒｙＢｅｃｋｅｒ，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狅犳犇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１９５７）．
〔２９〕 Ｃ．ＡｄｄｉｓｉｏｎＨｉｃｋｍ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１９Ｕ．Ｃｈｉ．Ｌ．Ｒｅｖ．７９４，７９８ ７９９ （１９５２）；ｓｅｅａｌｓｏＣ．
ＡｄｄｉｓｏｎＨｉｃｋｍ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４５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５４４ （１９５５）（提议研究管
理动机）。
〔３０〕 Ｊ．
Ｒ．Ｈｉｃｋ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８ （１９３５）（“最好的垄断利润是安逸的生活”）。
〔３１〕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Ｐ．Ｗ．Ｓ．Ａｎｄｒｅｗｓａｎ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ｒｕｎ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ｉｅｔＬｉｆｅ”，１１Ｊ．
Ｉ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７２，７８（１９６２）．（“如果企业要避免陷入困境，我们提出管理者对‘安逸的生活’的追求无济于事，他们必须
热心地考虑利润，但不一定是短期内的利润。”）
〔３２〕 Ｏｌｉｖｅ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５３ 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１０３２
（１９６３）．威廉姆森后来承认，他正在解决一些人认为不存在的问题。ＳｅｅＯｌｉｖｅ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狅犳
犇犻狊犮狉犲狋犻狅狀犪狉狔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牶犕犪狀犪犵犲狉犻犪犾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狊犻狀犪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犉犻狉犿 １ （１９７４）．（“对一些观察者而言，自主权
的机会是广泛的，自主权的行为被广泛地表现出来，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还不清楚在任何重要意义上这样的选择
实际存在，更不用说行使了。”）
〔３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５３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ａｔ１０３４ （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３２）．
〔３４〕 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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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假设可能是“不现实的”，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
文所提到的。〔３５〕 然而更好的是，威廉姆森认为管理者利用经理自主权将资源转移给自己，且没有
全力以赴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并不会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旧式利润最大化理论的辩护倾
向于依赖于它们作为基准的有用性，以及它们更易于检验的事实。〔３６〕 事实上，可能是在威廉姆森
的假设中被接受的现实主义为他的理论所遭遇的实证失败提供了借口。〔３７〕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威廉姆森教授（和其他学者）〔３８〕的经理自主权理论成为经济学文献中
一个独特分支。〔３９〕 反对这一理论可测试性的人相对较少。〔４０〕 这一理论的变体，如“Ｘ 非效率”理
论，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发展。〔４１〕 然而，真正的突破来自其他地方。
（二）詹森—梅克林模型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金融学家们仍致力于管理者将当前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观点。法
玛（Ｆａｍａ）教授和米勒（Ｍｉｌｌｅｒ）教授在 １９７２ 年提出，“尽管存在多年来的争议，但目前仍无证据表
明，市场价值规则下的预测结果与所观察到的管理者行为存在较大差异，以至于排除了这种预测，
即使作为第一近似值也是如此”。〔４２〕 此外，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公司内部的管理者可以协调劳动
者的行动，以获致有效的结果。〔４３〕 换言之，至少在金融领域，现在还不是时候接受经理自主权而
非忠诚管理者的观点。
金融领域朝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就像事后想的一样，是斯蒂芬·罗斯教授提出的。〔４４〕 他对
代理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分析，并在论文结论处提出了一项建议，其可能适用于管理者和股东：
“再提一条利益之路———在一个真实的不确定的世界里，不存在适度未定市场，公司的管理者基本
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犘狅狊犻狋犻狏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 （１９５３），
ｐ．７．［“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发展一种理论或假设，对尚未被观察到的现象做出有效和有意义的 （即非常识的）
预测。”］
〔３６〕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Ｈ．
Ｔ．Ｋｏｐ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１５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９６３）．［“利润最大化假设历来备受攻击，主要是因为其缺乏现实性，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人对权力、休闲、社会
声望和类似的非金钱回报的其他欲望。将这些利益纳入更普遍的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可能性曾被作者考虑过，但最
终遭到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假设逻辑重复和（或）不可用。”］
〔３７〕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威廉姆森实证结果尚付阙如，因为他对成本的主要预测在数据中并不成立。Ｓｅｅ，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ｍｉｒｌｏｃｋ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Ｍｏｎｏｐｏｌ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ｓ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１４Ｂｅｌｌ．Ｊ．Ｅｃｏｎ．１６６，１６７ （１９８３）．（“我们的结果不支持垄断权力与费用偏好行为之间
的假设关系。”）ＬｏｒｅｔｔａＪ．Ｍｅｓｔｅ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Ｅｘｐｅｎｓ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ＭｕｔｕａｌｖｅｒｓｕｓＳｔｏｃｋＳａｖｉｎｇｓａｎｄ
Ｌｏａｎｓ”，２０ＲＡＮＤＪ．Ｅｃｏｎ．４８３，４８３ （１９８３）．（“这项测试的结果不支持先前关于管理费用偏好的结论。”）
〔３８〕 Ｍｏｓｔｎｏｔａｂｌ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Ｂａｕｍｏｌ，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犞犪犾狌犲犪狀犱犌狉狅狑狋犺 （１９５９）（注意到企业似乎以达
到令人满意的利润水平为前提，实现销售最大化）。
〔３９〕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ｄｎｅｙＧ．Ｗｉｎｔｅｒ，“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ｉ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Ｒｅｍｎａｎｔ”，８５Ｑ．
Ｊ．Ｅｃｏｎ．２３７，２３７ （１９７１）．（“管理层强调现代公司的大规模、分散股权和市场力量使其有较大自由追求自己目标的
权利，没有正确代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诉求。”）
〔４０〕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Ｒｈｅｅｓ，“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ｓ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４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２９５，３０７ （１９７４）．（结论是经过广泛的分析，“在检验费用偏好理论与公司竞争理论时会出现困难。”）
〔４１〕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ａｒｖｅｙ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ＸＩｎ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６ＢｅｌｌＪ．Ｅｃｏｎ．５８０，
６０３ ６０４ （１９７５）（“由于约束程度中隐含的自身利益，个人不太可能选择对公司产出贡献最大的岗位”）。
〔４２〕 Ｆａｍａ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７５，（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１４）．
〔４３〕 Ｓｅｅ Ａｒｍｅｎ Ａ．Ａｌｃｈ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Ｄｅｍｓｅｔｚ，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２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７７７ （１９７２）．
〔４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ｏｓ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６３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１３４ （１９７３）．
〔３５〕

·１０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上是股东的代理人。因此，对代理关系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难题。”〔４５〕
詹森和梅克林全速追赶罗斯的建议，在他们１９７６年的里程碑式论文《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
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代理理论研究范式。〔４６〕 詹森和梅克林试图发展一种内
部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分离所有权理论。〔４７〕 他们简要批判了之前公司理论研究，包括威廉姆森的理
论。〔４８〕 然后，在阐述他们的理论时，他们将代理成本定义为被代理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约束成本
及剩余损失之和。〔４９〕 詹森和梅克林论文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断言：“公司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
系符合纯粹代理关系的定义。”〔５０〕他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理论，说明公司如何产生代理成本：“上
述所讨论的代理成本的大小因公司而异。这将取决于管理者的偏好，取决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以及监
控和约束行为成本中能够多大程度地轻松发挥自身偏好，而非实现价值最大化。代理成本还将取决
于衡量和评估管理者（代理人）表现的成本，设计和应用与所有者（被代理人）收益相关的补偿指标的
成本，以及制定和执行特定行为规则或政策的成本。当管理者对公司控制利益不足，它也将取决于市
场对管理者的需求。来自其他潜在管理者的竞争限制了获得管理服务的成本（包括如果所有的监督
成本和约束成本都为零，那么特定的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施偏离理想的解决方案）。分歧大小
（代理成本）直接与更换管理者的成本相关。如果管理者的职责对公司专业知识要求较低，那么其表
现极易评估。如果替换搜索成本较低，则与理想的差异将相对较小，反之亦然。”
“这种差异还将受到公司本身市场，即资本市场的限制。所有者总是可以选择整体或部分出
售他们的公司。管理公司的所有者可以不时地对资本市场进行抽样调查，如果他们发现未来收益
流对他人的价值高于公司给他们的价值，他们可以选择将公司出售，因为公司由管理者经营。可
以想象的是，其他所有者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甚或拥有管理才能和足够财富的个人会选择收购这
家公司。在后一种情况下，由这样的个人收购公司将彻底消除代理成本。”〔５１〕
这一说法接近承认代理成本范式过于灵活，自由度太大，因此能够解释绝大多数事情，詹森和梅
克林不承认这一点。但大家都可以看到问题就在这里。一个通常与代理问题不存在明显关联的结
果，却看似合理地可用所谓的代理成本问题解决办法来解释。〔５２〕 一个看似不合理的结果总是可以用
无法控制的代理成本的剩余损失来解释。当所有这些论点都取决于所称的不可观察的成本时，由此
〔４５〕 Ｉｄ．ａｔ１３８．
〔４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３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３０５ （１９７６）．
〔４７〕 Ｉｄ．ａｔ３０６．
〔４８〕 Ｉｄ．ａｔ３０７．
〔４９〕 Ｉｄ．ａｔ３０７．虽然詹森和梅克林显然不知道这一点，但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巴里 · 米特尼克
（ＢａｒｒｙＭｉｔｎｉｃｋ）早些时候发表了关于监督成本的确切观点，称其是对“监督”的投资：假设被代理人出于某种原因希
望监督他的代理人。注意，监督的一种形式是鼓励代理人遵守受信义务；但是，我们不会在此考虑实际的监督模式。
假设被代理人没有外部资源用于监督机制，然后，其必须将可能分配给自己和代理人的部分可自由支配的资源转用
于监督机制。ＢａｒｒｙＭ．Ｍｉｔｎｉｃｋ，“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ｉｎｇ‘Ｐａｒａｄｏｘ’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４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２７，３１ （１９７５）．米特尼克还预计到詹森和梅克林的代理成本的第三部分———剩余损失———表明监督可能只解
决代理关系中的部分损失。Ｉｄ．ａｔ３３ ３６．约束成本是詹森和梅克林定义的代理成本中唯一的新贡献。
〔５０〕 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３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ａｔ３０９ （
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４６）．
〔５１〕 Ｉｄ．ａｔ３２８ ３２９．
〔５２〕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ｏｎａｌｄ 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Ｃｅｃｌｉａ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ｅＧｕｉｂａｕｄ，ａｎｄ ＭｉｈａｉｌＺｅｒｖｏｓ，
“Ａｇｅｎｃｙ，Ｆｉｒｍ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７３Ｊ．Ｆｉｎ．４１９，４２２（２０１８）．（建模代理问题，然后解释数据与模型
对最优合同的预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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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解释可能不过“只是逸事而已”。〔５３〕 代理成本范式为公司和管理者提供了一个诱人的理论框
架，但是，正如开篇斯蒂芬·罗斯引证所言，“如果通过询问它是什么从而对其判断，那将是一种反向
观察，或被作为对它不利的证据，进展便很糟糕”。〔５４〕 例如，利用现金流收购公司的管理者可被描述
为“浪费股东资金的帝国缔造者”，〔５５〕而那些不扩张业务的管理者可以被描述为在不忠地享受“安逸
的生活”。〔５６〕 似乎没有什么能超越代理成本的解释力，但这并不是一种好的路径。
（三）代理理论的慰藉
当詹森和梅克林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司所有者与最高管理层之间的合同安排得出的代理成本
分析”时，〔５７〕他们大概知道，股东不会与公司最高管理层达成这样的安排。为了避免这种不便，他
们引入了可以说已成为法律经济学中最棘手的术语之一———合同集束（ｎｅｘ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重要
的是要认识到，大多数组织只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拟制，其作为个体间一系列合同关系的集束 ……
私人公司或企业只是法律拟制的一种形式，它是合同关系的集束，也是以对组织中一般未经其他
订约人许可即可出售的资产和现金流有可分割的剩余索取权的存在为特征的……从这个角度看，
试图区分公司内部人与局外人并无多大意义。只有法律拟制（公司）与劳动力、物质和资本投入的
所有者以及产出的消费者之间大量复杂的关系（即合同）才存在非常真实的意义。〔５８〕
在解释公司法和金融学中代理理论的勃兴时，无论怎样强调詹森和梅克林合同集束理论的重
要性都不为过。〔５９〕 对公司作为一个虚构实体的忽视，鼓励了经济学家在公司研究中避免学习公
司法。经济学家可以无视公司，甚至无视“所有权”概念来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６０〕 不幸的
是，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控制其所研究的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律限制。〔６１〕
此外，詹森和梅克林的合同集束理论是如此影影绰绰，以至于代理理论提供了有关公司融资
争辩的机会，这种争辩以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同样可用的叙事形式出现，这是跨学科接受的真正
〔５３〕 ＲｕｄｙａｒｄＫｉｐｌｉｎｇ，犑狌狊狋犛狅犛狋狅狉犻犲狊 （１９０２）．
〔５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ｏｓｓ，“ＴｈｅＮｅｗ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８７）．
〔５５〕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Ｗ．Ｍａｓｕｌｉｓ，Ｃｏｎｇ ＷａｎｇａｎｄＦｅｉＸｉｅ，“Ａ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ｔＤｕａｌＣｌａｓ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６４Ｊ．

Ｆｉｎ．１６９７，１７２２ （２００９）．（“具体来说，随着内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歧越来越大，外部股东提高了额外持有的公司
现金的折扣，首席执行官获得更大的报酬，管理者从事更低效的帝国建设活动，如收购和巨额资本支出。”）
〔５６〕 ＳｅｅＭａｒｉａｎｎｅ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ａｎｄＳｅｎｄｈｉｌ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Ｅｎｊｏｙ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ｉｅｔＬｉｆ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１１１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１０４３，１０４３ （２００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帝国建设可能并非常
态，管理层可能更青睐享受安逸的生活。”）
〔５７〕 ３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ａｔ３０９ （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４６）．
〔５８〕 Ｉｄ．ａｔ３１０ １１．
〔５９〕 合同集 束 论 断 一 直 是 法 律 学 者 批 判 的 主 题。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ＶｉｃｔｏｒＢｒｕｄｎｅ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８５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Ｒｅｖ．１４０３，１４４４ （１９８５）．（从合同集束
甚至从代理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公司，将问题置于一个框架中，意味着与制度障碍所允许的相比，公司经理自主权更
少，投资者有更有效的投资选择。这些分析包含了严重的描述性不准确之处，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私人自治制度所
暗示的规范性后果，从而使他们不适合这样一个世界：被认为能够讨价还价的一方是一个由分散个人组成的集
体，而另一方则是一个协调一致的群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Ｂｒａｔｔｏｎ，Ｊｒ．，“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７４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Ｒｅｖ．４０７ （１９８９）（批判合同集束观点）。
〔６０〕 ＳｅｅＥｕｇｅｎｅＦ．Ｆａｍａ，“Ａ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８８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２８８，２９０
（１９８０）．（“从合同集束的角度来看，公司所有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
〔６１〕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ｔｅｗａｒｔＣ．ＭｙｅｒｓａｎｄＲａｇｈｕｒａｍ Ｒａｊａ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１１３Ｑ．Ｊ．
Ｅｃｏｎ．７３３ （１９９８），其模型忽略了欺诈式转让法律对防止几乎所有问题的影响。许多“产权”文献都受到这一问题
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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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资产定价研究的时代———期权定价理论 〔６２〕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６３〕的发展———为金融
以外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数学标准，在正规的代理理论中，这个标准仍然很高，〔６４〕在公
司法和金融学中应用的代理理论，为对重要问题的几乎无休止的猜测提供了一个相互参照的框
架，这个框架通常根本没有任何数学依据。〔６５〕 金融学者可以通过非数学的讨论来扩大他们的影
响力，比如詹森的短文认为债务是好的，因为它吸收了自由现金流以及收购者可约束管理者以防
止管理者恣意耗费，〔６６〕而法学学者则可以通过代理论点为基础的叙述来查阅经济学文献。〔６７〕 大
多数关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收购的争论都是在代理论点的数学自由应用框架内进行的。〔６８〕
代理理论的影响是令人敬畏的。根据一项引证排名研究，詹森和梅克林的文章在主要经济学杂志
期刊中引用排名第三。〔６９〕 在社会科学研究网（ＳＳＲＮ．ｃｏｍ）上搜索，共有两千多篇标题含有“代理”术语的
论文。在詹森和梅克林的文章发表数十年后，人们仍然经常根据他们的理论命题来激发学术研究。〔７０〕

三 、代理理论的虚假之神
（一）公司法中最重要（但被忽视）的作用
尽管有其影响，但四十多年的积极研究仍未发现任何显著证据证明管理者有系统的不忠以及
代理理论的重点———金融决策、投资决策等———最好被理解为代理问题的作用。恰恰相反，我们
〔６２〕 Ｓｅ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ｌａｃｋａｎｄ ＭｙｒｏｎＳｃｈｏｌｅｓ，“Ｔｈ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８１Ｊ．

Ｐｏｌ．Ｅｃｏｎ．６３７ （１９７３）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Ｃ．Ｍｅｒ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ｅｂｔ：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ｓ”，２９Ｊ．Ｆｉｎ．４４９ （１９７４）．
〔６３〕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Ｓｈａｒｐ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ｅ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Ｒｉｓｋ”，１９Ｊ．Ｆｉｎ．４２５（１９６４）；ＪｏｈｎＬｉｎｔｎｅｒ，“Ｔ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ｓｋｙ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Ｓｔｏｃｋ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ｓ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ｕｄｇｅｔｓ”，４７Ｒｅｖ．Ｅｃｏｎ．＆Ｓｔａｔ．１３ （１９６５）；ＲｏｂｅｒｔＣ．Ｍｅｒｔｏ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４１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８６７ （１９７３）；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Ｒｏｓｓ，“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１３Ｊ．Ｅｃ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３４１ （１９７６）．
〔６４〕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ｈａｖｅｌｌ，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１０ＢｅｌｌＪ．Ｅｃｏｎ．５５ （１９７９）（研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帕累托最优费用安排 ）ａｎｄＢｅｎｇｔ
Ｈｌｍｓｔｒｏｍ，“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０ＢｅｌｌＪ．Ｅｃｏｎ．７４ （１９７９）．
〔６５〕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ＥｕｇｅｎｅＦ．Ｆａｍａａｎ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Ｊｅｎｓｅｎ，“Ａｇｅｎｃ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Ｃｌａｉｍｓ”，
２６Ｊ．Ｌ．＆Ｅｃｏｎ．３２７ （１９８３）（分析代理问题和剩余索取权）。
〔６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Ｊｅｎｓｅｎ，“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ｏｆＦｒｅｅ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７６
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３２３，３２３ （１９８６）．
〔６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ａｎｋ Ｈ．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 “Ｔｗｏ 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ｓ”，７４
Ａｍｅｒ．Ｅｃｏｎ．Ｒｅｖ．６５０ （１９８４）．
〔６８〕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ＦｒａｎｋＨ．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Ｒ．Ｆｉｓｃｈｅｌ，“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Ｂｉｄｓ，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Ｔａｃｔｉｃｓ，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Ｗｅｌｆａｒｅ”，３６Ｂｕｓ．Ｌａｗ．１７３３，１７３６（１９８１）（“这些代理成本是大型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
必然结果”）；ＦｒａｎｋＨ．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ａｎｄＤａｎｉｅｌＲ．Ｆｉｓｃｈｅ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９１ＹａｌｅＬ．Ｊ．６９８，
７０５ （１９８２）．（“如果更好的管理者获得对公司资产的控制，或者如果他们改变了现有管理者的激励结构，那么公司
控制权交易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６９〕 Ｅ．ＨａｎＫｉｍ，ＡｄａｉｒＭｏｒｓｅ，ａｎｄＬｕｉｇｉ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ＷｈａｔＨａｓＭａｔｔｅｒｅｄ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０”，２０Ｊ．Ｅｃｏｎ．
Ｐｅｒｓｐ．１８９，１９２（２００６）．
〔７０〕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ＯＣｏｎｎｏｒａｎｄＭａｔｔｈｅｗＲａｆｆｅｒｔ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４Ｊ．Ｆ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９７，３９７（２０１２）．（“詹森和梅克林在１９７６年表明，代理问题是具有分散所有权结构
的现代公司的固有部分。代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管理公司的高管和股东不是同一个人。只要股东监督管理者存
在困难或代价高昂，管理者就有动机最大化自身效用，而非股东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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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系统的、故意的不忠行为是极不可能的。〔７１〕 早期实证表明，调查和制裁消除
了詹森和梅克林所宣称的最逃避责任的行为。〔７２〕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多数公司法对公司保留充
分自主权以有效执行业务的同时涉及一系列旨在控制管理松懈和转移的实质性规则和程序性手
段”。〔７３〕 显然，在美国大公司中公司法的基本约束太强大了，没有给债务、大股东和控制有意管理
不忠的收购留下太多空间。如果事实如此，这里便有极大的讽刺意味。如前所述，詹森和梅克林
对公司纯粹虚构的漠视，使得经济学家们无须研究公司法的基本机制，而这些机制可能控制了公
司董事和高管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不少论者极易忽视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力。〔７４〕 活跃的股东原告律师和老练的投资者在大公司中
质疑挑战薪酬决定、〔７５〕剥夺公司机会、〔７６〕严重的管理不善、〔７７〕自我交易 〔７８〕以及剥夺公司资产的交
易。〔７９〕 研究表明，此类诉讼在管控代理成本理论所意欲解决的许多不端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８０〕
（二）激烈竞争的小事
毫无疑问，在股东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模型中加入管理层不忠的假设可以产生最微妙的学术激
直接衡量代理成本的尝试无法令人信服，部分原因是它们只能用小企业进行比较。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ａｍｅｓＳ．Ａｎｇ，ＲｅｂｅｌＡ．Ｃｏｌｅ，ａｎｄＪａｍｅｓＷｕｈＬｉｎ，“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５５Ｊ．Ｆｉｎ．８１，
１０４ （２０００）（“用小企业的数据研究代理成本随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变化”）。
〔７２〕 ＤｏｕｇｌａｓＶ．ＤｅＪｏｎｇ，ＲｏｂｅｒｔＦｏｒｓｙｔｈ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Ｌｕｎｄｈｏｌｍ，ａｎｄ ＷｉｌｆｒｅｄＣ．Ｕｅｃｋｅｒ，“Ａ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ａｎＡｇｅｎｃ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２３Ｊ．Ａｃｃｔ．Ｒｅｓ．８１ （１９８５）．
〔７３〕 ＲｏｂｅｒｔＣ．Ｃｌａｒｋ，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犔犪狑狓狓犻犻犻 （１９８０）．
〔７４〕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ｉｌｌＥ．Ｆｉｓｃｈ，“Ｔｈｅ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ｅｄＰ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７７Ｕ．Ｃｈｉ．Ｌ．
Ｒｅｖ．９２３，９３７ （２０１０）．（“商业判断规则具有将法律诉讼限于涉及自我交易或利益冲突的交易的实际效果。由于
这一限制，关于代表诉讼的实证研究发现这是相对无效的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代理理论宣称的绝大多数（虽然
不是全部）涉及自我交易和利益冲突交易的有效性危在旦夕。
〔７５〕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犈狊狆犻狀狅狕犪狏．犣狌犮犽犲狉犫犲狉犵，１２４Ａ．
３ｄ４７，６６ （Ｄｅｌ．Ｃｈ．２０１５）．（“完全公平审查标准要
求被告证明交易是公正交易和公平价格的产物。因为被告仅仅依靠批准作为辩护，他们并没有试图提供完全公平
的足够证据表明有权作为法律事项获得判决支持，也没有证明关于２０１３年补偿的完全公平性没有实质性事实的
真正问题。因此，我拒绝他们第一条请求简易判决的动议。”）Ｓｅｅａｌｓｏ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ｒｙ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犜狅狉狀犲狋狋犪狏．犕狌狊犽犲狋犪犾．，ｃ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０４０８．
〔７６〕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ｒｅＲｉ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Ｎａｔｌ，Ｉｎｃ．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Ｌｉｔｉｇ．，Ｎｏ．ＣＶ９７９６ ＶＣＧ，２０１６ ＷＬ
４０４５４１１，ａｔ１７ （Ｄｅｌ．Ｃｈ．Ｊｕｌｙ２８，２０１６）．（“根据前述，原告声称，由于合并消除了剥夺公司机会的主张，被告违反
受信义务的行为在驳回诉讼的动议中幸存下来，所以合并是不公平的。”）
〔７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ｙａｌａｒｇｅＵｂ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ｉｎｖｅｓｔｏｒ，犅犲狀犮犺犿犪狉犽犆犪狆犻狋犪犾
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犞犐犐，犔．犘．狏．犜狉犪狏犻狊犓犪犾犪狀犻犮犽犪狀犱犝犫犲狉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犐狀犮．，ｃ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２０１７ ０５７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
Ｃｈａｎｃ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７８〕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ｒｏｕｇｈｔｂｙＣａｒｌＩｃａｈｎｓｃｏｍｐａｎ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ｇｏｐｒｉｖ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ｔ
ＡｍＴｒｕｓ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ｃ．，犐犮犪犺狀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犔犘犲狋犪犾．狏．犅犪狉狉狔犇．犣狔狊犽犻狀犱犲狋犪犾．，ｃ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０３５８，
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Ｃｈａｎｃｅ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７９〕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ｙ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ｑｕｉｔｙｏｗｎｅｒ，犌犘犕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狊
犔犔犆犲狋犪犾．狏．犛狌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犐犞犔犘犲狋犪犾．，ｃａｓｅｎｕｍｂｅｒ１：１８ ｃｖ ００７９６，ｉｎｔｈｅＵ．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ｒｔｆｏｒ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ｏｆ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８０〕 ＳｅｅＤａｉｎＣ．Ｄｏｎ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Ｇ．Ｙｕｓｔ，“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ａｎｄ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Ｎｅｖａｄ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Ｌａｗ”，５７Ｊ．Ｌ．＆Ｅｃｏｎ．７４７，７５０ （２０１４）．（“提供证据表明，公司高管和董事的诉讼风险似乎是
一种强有力的治理机制，能显著提高公司价值并约束管理行为。我们的发现强调了诉讼风险作为降低公司内部人
和外部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机制的重要性。”）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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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纷至沓来的研究为重要的公司事务建立了复杂的代理解释，〔８１〕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
提出一种反对意见，即现实世界中的管理者面临着残酷的商业竞争，而这种竞争肯定限制了逃避
和转移的能力。〔８２〕 詹森和梅克林承认了这一问题，尽管是在其论文第 ３０ 个脚注中提到这个问
题：“在对手众多且进入门槛较为轻易的竞争背景下，持续偏离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走
向灭亡。经济上的自然选择占据历史舞台。”〔８３〕
但是，在承认了这种毁灭性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反驳了这一观点，并声称：“由于正如人们常说
的管理控制问题，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的存在不会消除代理成本。如果竞争对手都承担相当或高
于我的代理成本，我将不会被他们的竞争对手淘汰出市场。”〔８４〕
假设代理成本会在竞争中存在，是因为代理成本无处不在的观点并无说服力。这是代理成本
理论无约束性的又一例证，但是其只能说服信徒。

四 、前 进 之 路
有一条破除代理崇拜的出路，这条道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公司治理，也可能帮助董事和高
管更好地管理公司资产。代理理论在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如此之小，这一点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
公司董事和管理者会竭尽心思寻找每一个自私自利、中饱私囊的机会逃避责任，比如赞成乘坐公务机
去阿斯彭滑雪度假———或者收购下一家不必要的公司，像乐高那样构建自己的帝国———令董事、高管
和专业顾问（如银行家和律师）深感虚幻缥缈。当然，有可能找到公司治理中的孤例，即沉迷过度的福
利，避免艰难的决策，但对大多数公司的高管而言，他们在黎明前起床，为了工作牺牲家庭与健康，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日复一日地战斗。对于学术理论将他们视为避免寻找有利可图项目的人，如认为
“因其需要太多的操劳或努力来管理或学习新技术，从而使公司的价值大大降低”，〔８５〕他们以合理的
轻蔑做出反应。前进之路可以将以下二者结合：（１）更好地了解（或温故知新）公司法如何鼓励偏离
股东价值最大化；（２）行为公司金融的应用。前已述及公司法的灵活性，现转而论述行为公司金融。
与代理理论不同的是，没有证据表明管理者是故意不忠的，但许多证据表明，管理者被误判了。〔８６〕
〔８１〕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ａｊｅｓｈＫ．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Ａ．Ｓａｍｗｉｃｋ，“ＷｈｙＤｏ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Ｔｈｅｉｒ

Ｆｉｒｍｓ？Ａｇｅｎｃｙ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５８Ｊ．Ｆｉｎ．７１，７３（２００３）．（“与先前文献一致，我们发现公司绩效随着激励增加而提
高，随着多元化的拓展而降低。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证据表明公司高管有激励增加公司多元化……我们发现，在
这些研究中发现的负相关关系是由未观察到的、公司的特定因素造成的。我们通过使用公司级别固定效应来使用
这些因素。多元化激励增加的结果表明，激励和多元化方面的变化是与多元化有关的私人利益的变化所致。”）
〔８２〕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ｅｔｅｒ ＤｅＭａｒｚｏ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Ｆｉｓｈｍ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Ｒｅｖ．Ｆｉｎ．Ｓｔｕｄ．１５１ （２００７）（建立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公司的动态模型）；Ｒｕｉ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ａｎｄ
ＮｅｎｇＷａ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ｓｓｅｔＰｒｉｃｉｎｇ”，６３Ｊ．Ｆｉｎ．１（２００８）（ｓａｍｅ）；ＰｅｔｅｒＭ．ＤｅＭａｒｚ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Ｆｉｓｈｍａｎ，ＺｈｉｇｕｏＨｅ，ａｎｄＮｅｎｇＷａ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ｇ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ｑ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６７Ｊ．
Ｆｉｎ．２２９５ （２０１２）（ｓａｍｅ）；ａｎｄＢｏｒｉｓＮｉｋｏｌｏｖａｎｄＴｏｎｉＭ．Ｗｈｉｔｅｄ，“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ａｎｄＣａｓ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６９Ｊ．Ｆｉｎ．１８８３ （２０１４）（ｓａｍｅ）．
〔８３〕 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ｅｃｋｌｉｎｇ，３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ａｔ３２９ｎ．
３０ （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４６）．
〔８４〕 Ｉｄ．ａｔ３３０．
〔８５〕 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Ｍｅｃｋｌｉｎ，３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ａｔ３１３ （
ｃｉｔｅｄｉｎｎｏｔｅ４６）．
〔８６〕 ＩｔｚｈａｋＢｅｎ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Ｒ．Ｇｒａｈａｍ，ａ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Ｒ．Ｈａｒｖｅｙ，“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Ｍｉ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２８ Ｑ．Ｊ．
Ｅｃｏｎ．１５４７ （２０１３）（提供调查结果显示对管理者信仰的判断严重失当）；ＪｏｈｎＲ．Ｇｒａｈａ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Ｒ．Ｈａｒｖｅｙ，ａｎｄ
ＭａｎｊｕＰｕｒｉ，“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１０９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１０３ （２０１３）（提供证据证明首席执行官的
行为特征，乐观情绪和管理风险厌恶情绪与公司财务政策有关）；Ｕｌｒｉｋｅ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ａｎ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Ｔａｔｅ，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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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关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研究乃立基于心理学文
与代理成本相比，〔８乐观情绪反而是可估量的
献成果之上，表明当估计事件的可能性时，个体倾向于进行系统偏倚的概率评估。〔８８〕 管理者的乐
观主义非常适合公司治理，因为有证据表明，个人不仅对当前信念的有效性有信心，而且相信只要
有足够的时间，也会看到这些信念的正确性。〔８９〕 管理者乐观主义理论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提供了并不依赖于不可观测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的更简练的预测和证据。〔９０〕
管理者乐观主义解释了管理者对内部财务的偏好，以及为何自由现金流对有乐观管理者的公司而
言是危险的。〔９１〕 管理者乐观主义预测并购 〔９２〕及其他公司投资模式 〔９３〕中管理者超额偿付。管理

〔８７〕）“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ＥＯ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２９Ｊ．Ｅｃｏｎ．Ｐｅｒｓｐ．３７，５７（２０１５）．（越来
（接上页
越多的证据表明，很大一部分公司高管对自己的决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症状。）
〔８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ｎｊｕＰｕｒｉ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８６Ｊ．
Ｆｉｎ．Ｅｃｏｎ．７１ （２００７）（检查乐观情绪的估量）。
〔８８〕 ＳｈｅｌｌｙＥ．Ｔａｙｌｏｒａｎｄ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１０３Ｐｓｙｃｈｏｌ．Ｂｕｌｌ．１９３ （１９８８）；Ｎｅｉｌ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Ｕｎ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ＡｂｏｕｔＦｕｔｕｒｅ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３９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８０６ （１９８０）．
〔８９〕 ＴｏｄｄＲｏｇｅｒｓ，Ｄｏｎ Ａ．Ｍｏｏｒｅ，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Ｎ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ｆｉｎａ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Ｆｕｔｕｒｅ”，２８
Ｐｓｙｃｈｏｌ．Ｓｃｉ．１２９０ （２０１７）．
〔９０〕 关于行为公司金融的调查，ｓｅｅＳｉｍｏｎＧｅｒｖａ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ｉｎ
Ｈ．Ｋｅｎｔ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ＪｏｈｎＲ．Ｎｏｆｓｉｎｇｅｒ（ｅｄｓ．），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犪犾犉犻狀犪狀犮犲：犐狀狏犲狊狋狅狉狊，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 犕犪狉犽犲狋狊，
（２０１０）（对有关行为偏见的文献进行的调查表明，有偏见的管理者过度投资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发起过多的合并，
开办更多的公司和新项目，并且青睐于长期坚持无利可图的投资政策 ）；ＭａｌｃｏｌｍＢａｋ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ｕｂａｃｋ，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Ｗｕｒｇｌ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Ｓｕｒｖｅｙ”，ｉｎ 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犻狀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犉犻狀犪狀犮犲牶犈犿狆犻狉犻犮犪犾
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犉犻狀犪狀犮犲 （２００７）；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ａｋｅｒａｎｄＪｅｆｆｒｅｙ Ｗｕｒｇｌ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犎犪狀犱犫狅狅犽狅犳狋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犲 （２０１３）．
〔９１〕 Ｊ．Ｂ．Ｈｅａｔ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３１Ｆｉｎ．Ｍｇｍｔ．３３ （２００２）（表明管理者乐
观主义预测了优序资本结构偏好和自由现金流问题）；ＤｉｒｋＨａｃｋｂａｒ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４３Ｊ．Ｆ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８４３ （２００８）（研究管理者乐观主义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Ｙｕｅｈ
ｈｓｉａｎｇＬｉｎ，Ｓｈｉｎｇｙａｎｇ Ｈｕ，ａｎｄ 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Ｃｈｅ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Ｐｅｃｋ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Ｓｏｍ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ａｉｗａｎ”，１６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Ｆｉｎ．Ｊ．１６０（２００８）（证实了希顿模
型的预测，乐观的管理者比非乐观的管理者表现出对净债务发行／融资赤字更大的敏感性 ）；ＷｉｎｉｆｒｅｄＨｕａｎｇ
Ｍｅｉｅｒ，Ｎｅｏｐｈｙｔｏｓ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ｄｅｓ，ＪａｍｅｓＭ．Ｓｔｅｅｌｅｙ，“Ｍｏ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ａｓｈ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ＴｈｅＣＥＯ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Ｅｆｆｅｃｔ”，４７Ｒｅｖ．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Ｆｉｎ．＆ Ａｃｃｔ．６９９ （２０１６）（与管理者乐观主义的预测一致，乐观的管理者不愿使用外
部资金，不愿为增长机会囤积现金，而是使用更多现金进行资本支出和收购，并在困难时期节省更多现金）。
〔９２〕 ＰｅｋｋａＨｉｅｔａｌａ，Ｓｔｅｖｅｎ Ｎ．Ｋａｐｌａ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ｄ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Ｈｕｂｒｉｓ？Ｕｓｉｎｇ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ＢａｔｔｌｅｓｔｏＩｎｆｅｒＯｖ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３２Ｆｉｎ．Ｍｇｍｔ．１（２００３）（发现在一场收购战中，超额支付
与管理者乐观主义一致，但不符合“基于代理的激励问题”的有力证明）；ＪｏｈｎＡ．Ｄｏｕｋａｓ，Ｊ．ａｎｄ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Ｐｅｔｍｅｚａｓ，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１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ｉｎ．Ｍｇｍｔ．５３１（２００７）（发现管
理者往往把最初的成功归于自身能力，因此变得更加自信，参与更多的交易）；Ｕｌｒｉｋｅ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ａｎ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Ｔａｔｅ，“ＷｈｏＭａｋｅｓ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ＥＯ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８９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２０（２００８）．（这
表明乐观的首席执行官为目标公司支付过高的费用，进行了破坏价值的合并。）
〔９３〕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ＹｕｅｈｈｓｉａｎｇＬｉｎ，Ｓｈ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ａｎｄ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Ｃｈ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ｏｍ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ａｉｗａｎ”，１３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ｎＦｉｎ．Ｊ．５２３（２００５）（在台湾市场数
据中检验希顿的管理者乐观主义，并证实其预测）；Ｕｌｒｉｋｅ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ａｎｄ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Ｔａｔｅ，“ＣＥＯ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６０Ｊ．Ｆｉｎ．２６６１ （２００５）（发现过于自信的首席执行官的投资对现金流反应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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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乐观主义解释了财务错报多于故意行为的原因，〔９４〕也解释了为何管理者不青睐分红而偏好回购
股票。〔９５〕 管理者乐观主义还解释了证券发行和融资选择 〔９６〕以及基金经理在筹集资金时所做的投
资选择。〔９７〕
此外，管理者乐观主义虽然有所吝啬，但也允许外部人员、董事和公司经理之间进行丰富的互
〔
动。９８〕 管理者乐观主义也可能有助于解释局外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这也许是代理方法中最

〔９４〕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ＳｃｈｒａｎｄａｎｄＳａｒａｈＬ．Ｃ．Ｚｅｃｈｍａ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ｌｏｐｅｔ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５３Ｊ．Ａｃｃ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３１１ （２０１２）（发现四分之三的财务错误报表反映了一种乐观的偏
见，这 不 一 定 是 故 意 的 ），ｓｅｅａｌｓｏ ＡｎｗｅｒＳ．Ａｈｍｅｄ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Ｄｕｅｌｌｍ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５１Ｊ．Ａｃｃｔ．Ｒｅｓ．１ （２０１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首席执行官过度自信与会计保守主
义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９５〕 ＳｅｅＳａｎｊａｙＤｅｓｈｍｕｋｈ，Ａｎａｎｄ Ｍ．Ｇｏｅｌ，ａｎｄＫｅｉｔｈ Ｍ．Ｈｏｗｅ，“ＣＥＯ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２２Ｊ．Ｆｉｎ．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４４０（２０１３）（发现由乐观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的公司的分红派息水平大约低了六分
之一，这与这类管理者对内部融资的偏好趋于一致 ）；ＰｅｉＧｉＳｈｕ，ＹｉｎＨｕａＹｅｈ，ＴｓｕｉＬｉｎＣｈｉａｎｇ．ａｎｄＪｕｉＹｉ
Ｈｕ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ｓ”，１３ＩｎｔｌＲｅｖ．Ｆｉｎ．３９（２０１３）（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
股票回购的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回购强度是由规模大小、执行情况、频率以及宣布的价格和执行后的价格之间的差
额所决定）。
〔９６〕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Ｒｏｎｇ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ｇ，ＫｅｌｖｉｎＪｕｉＫｅｎｇＴ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Ｗ．Ｆａｆｆ，“ＣＥＯ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ｅｂｔ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３６Ｊ．Ｃｏｒｐ．Ｆｉｎ．９３（２０１６）［发现首席执行官过于自信的公司往往采用较短的债务期限
结构，使用较高比例的短期债务（１２个月内到期）］；ＰｏＨｓｉｎＨｏ，Ｃｈｉａ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ＣｈｉｈＹｕｎｇＬｉｎ，ＪｕＦａｎｇＹｅｎ，
“ＣＥＯ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ＢａｎｋＬｅ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１２０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１９４
（２０１６）（发现首席执行官过于自信的银行更有可能在危机前削弱贷款标准 ）；ＬｕíｓＳａｎｔｏｓＰｉｎｔｏａｎｄＭｉｃｈｅｌｅ
ＤｅｌｌＥｒａ，“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ＮｅｗＩｓｓｕｅｓ”，５８ＩｎｔｌＥｃｏｎ．Ｒｅｖ．３８３ （２０１７）（研究乐观
主义对新股发行影响）；ＳａｎａｚＡｇｈａｚａｄｅｈ，ＬｉｌｉＳｕｎ，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ａｎｄＲｏｎｇＹａ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Ｏ
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Ｅｑｕｉ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Ｒｅｖ．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Ｆｉｎ．＆Ａｃｃｔ，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发现证据
表明管理者乐观主义影响股权成本）。
〔９７〕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ｉｒｋＨａｃｋｂａｒｔｈ，“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Ａ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１５Ｊ．Ｃｏｒｐ．Ｆｉｎ．３８９（２００９）（应用实物期权框架，分析管理者乐观主义和过度自信对融资和投资决策之间相互作用
的影响）；Ｕｌｒｉｋｅ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Ｔａｔｅ，ａｎｄＪｏｎＹａｎ，“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ｏ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６６Ｊ．Ｆｉｎ．１６８７ （２０１１）（发现可衡量的管理特征对公司融资
决策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ＣｈｉｈＹｕ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ＦｅｎＣｈ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ａＷｅｎＹｕ，“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Ｐ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ａｉｗａ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ｂｔ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１１９Ｅｃ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３３２
（２０１３）（证明台湾的公司融资决策是由管理者乐观主义推动的）。
〔９８〕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Ｃｏｌｉ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ａｌｌｍｅｙｅｒ，Ｓｈａｎｅ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ｅｓｓｉｃａ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ａｎｄ
ＢｒｏｏｋｅＷ．Ｓｔａｎｌｅｙ，“ＣＥＯ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ｄ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１０１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６９５ （２０１１）（分析管理者乐观主义
的次优和最优水平）；ＡｄａｍＣ．ＫｏｌａｓｉｎｓｋｉａｎｄＸｕＬｉ，“ＣａｎＳｔｒｏｎｇＢｏ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ＦｉｒｍｓＳｔｏｃｋ
ＨｅｌｐＣＥＯｓＭａｋｅＢｅｔｔ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ｂｙ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ＣＥＯｓ”，４８Ｊ．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１７３ （２０１３）（发现独立董事会帮助过于自信的首席执行官在寻求收购其他公司时避免诚实的错误）；
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Ｊｉｌ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ａｎｄＪｕｎＹａ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Ｂｉａｓａｎｄ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３３
Ｅｃｏｎ．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４９３ （２０１３）（发现乐观的管理者比完全理性的管理者承担更多的风险）；ＣｌｅｍｅｎｓＡ．Ｏｔｔｏ，“ＣＥＯ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ａｎｄ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１１４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３６６ （２０１４）（展示公司如何通过调整薪酬合同来调动乐
观管理者积极性）；ＧｉｌｌｅｓＨｉｌａ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ｓｕ，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ｅｇａｌ，Ｒｅｎ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ＴｈｅＢｒｉｇｈｔＳｉｄ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Ｏｖ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６２Ｊ．Ａｃｃｔ．＆Ｅｃｏｎ４６ （２０１６）（管理者乐观主义会带来额外的努力，从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
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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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Ｊ．Ｂ．希顿（Ｊ．Ｂ．Ｈｅａｔｏｎ）：公司治理与代理崇拜

重要的一种主张。〔９９〕 研究人员认为，组织的乐观主义最好通过引入“外部”观点来缓解，这种观点
能够辨识“内部”观点可能错误的所有原因。〔１００〕 局外人，无论是大股东和（或）对冲基金活动人士，
都有能力提请管理层注意可能表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信息。〔１０１〕 公司治理界对外部董事和董事
会外部主席的推动与这一指示不谋而合。总体而言，行为公司金融很可能完全取代代理理论。一
般而言，控制代理成本的机制有数种，包括内部股东、机构股东和大股东的持股，外部董事、债务、
来自其他管理者的竞争，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１０２〕 所有这些均可被接受，而且多数业已通
过基于管理者乐观主义而非管理不忠的模型进行了分析。

结

论

公司治理应当摒弃代理理论。管理者不是代理人，股东亦不是被代理人。公司实行所有权
（股份）和所有权（资产）的分离，对大公司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枉顾这些事实，已然产生了与实
际公司治理问题无甚关联的大量文献。代理理论试图用不可观测的代理成本解释偏离股东价值
最大化的现象。因此，对于研究中的任何现象，至少有两个答案总有用武之地：因为某些机制或其
他控制了代理问题，目前的情况达致最优；因为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控制代理问题，目前的情况未
达最优（或监督和约束成本边际最优）。本文并非第一篇批判代理路径的文章，〔１０３〕只不过先前的
批判寥寥可数、远远不足，我们应该果断结束对代理的崇拜。
笔者以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应当转变。行为公司金融学有望大胆前进，这将更好地解释
公司行为，更好地与现行公司法融合，并为董事和高管提供有益指导。是时候放弃旧式理论，〔１０４〕
以认真对待的方式深入展开理解真正的公司治理的研究了。
（责任编辑：黄韬）
〔９９〕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Ｗ．Ｖｉｓｈｎｙ，“Ｌａｒｇｅ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９４Ｊ．Ｐｏｌ．Ｅｃｏｎ．４６１ （１９８６）．
〔１００〕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ａｎｄＤａｎＬｏｖａｌｌｏ，“Ｔｉｍｉｄ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ｎｄＢｏｌ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３９Ｍｇｍｔ．Ｓｃｉ．１７ （１９９３）．
〔１０１〕 Ｏｎｈｅｄｇｅｆｕ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ｓｅｅＡｌｏｎＢｒａｖ，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ＦｒａｎｋＰａｒｔｎｏｙ，ａｎｄＲ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ｄｇｅＦｕ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６３Ｊ．Ｆｉｎ．１７２９ （２００８）；ＡｌｏｎＢｒａｖ，ＷｅｉＪｉａｎｇ，ａｎｄ
ＨｙｕｎｓｅｏｂＫｉｍ，“ＨｅｄｇｅＦｕ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Ｒｅｖｉｅｗ”，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０）．
〔１０２〕 ＳｅｅＡｎｕｐＡｇｒａｗａ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Ｋｎｏｅｂｅｒ，“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３１Ｊ．Ｆｉ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７７ （１９９６）．
〔１０３〕 Ｓｅ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Ｍｅｕｒｅｒ，“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ｍ”，５２Ｂｕｆｆ．Ｌ．
Ｒｅｖ．７２７，７３１ （２００４）（“公司法的合同集束路径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其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代理理论抓住了公
司理论的精髓”）；ＣｌａｉｒｅＡ．ＨｉｌｌａｎｄＢｒｅｔｔＨ．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ＴｈｅＡｇｅｎｃｙＣｏｓ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ｈｅＧｏｏｄ，ｔｈｅＢａｄ，ａｎｄ
ｔｈｅＵｇｌｙ”，３８ＳｅａｔｔｌｅＬ．Ｒｅｖ．５６１，５６２ （２０１５）［“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在智识上是相当薄弱的，也许在政治和法律
上也是如此（尽管也许不是！）”］。
〔１０４〕 Ａｎｄｒｅｉ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Ｗ．Ｖｉｓｈｎｙ，“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５２Ｊ．Ｆｉｎ．７３７，７４２
（１９９７）．ＳｅｅａｌｓｏＤａｖｉｄＹｅｒｍａｃｋ，“Ｆｌ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ａｎｃ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Ｊｅｔｓ，ＣＥＯＰｅｒｑｕｉ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ｓ”，８０Ｊ．Ｆｉｎ．Ｅｃｏｎ．２１１，２１１（２００６）．（“回归分析发现，首席执行官的财务补贴与薪酬或持股比例之间没有
显著关联，但与个人特征相关，特别是长途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对于私人飞机的使用有极强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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