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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配置不同性质的股权，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相对

比较优势，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水平、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通过对混合所

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的配置模式问题的研究发现：可以采用金字塔、交叉持股、优先股或特殊管理股等多

样化的形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的内在要求是保障国有

资本的收益和安全；国有主导模式和非国有主导模式是两种主要的国有资本配置模式，具有不同的治理

问题和治理对策；强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利益。

研究结论对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水平、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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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终极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

国有股权配置模式研究

一、引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

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

式。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

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提出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

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等，混

合所有制成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内容。实

际上，混合所有制的实践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早

已出现，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引入了股份制，

非国有经济成分逐渐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之

中，股份制成为多种经济成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重要实现形式。然而，股份制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混合

所有制，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没有国有经济的参

与，非国有成分也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如民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的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是需要国有经济

成分的参与，通过引入非国有经济成分如个人、外资

或民营经济，而形成的一种企业所有制实现形式。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关键在于合理配置不同

性质的股权，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相对比

较优势，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水平、管理水平

和经营效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混合所有制企

业中引入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原有国有企业的股

权进行了重新配置，通过控制权争夺实现了股权制

衡（郝云宏、汪茜，2015），有助于改变国有经济“一股

独大”的现象，从而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水平

和效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利用终极控制权

的理论，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股权配置模式

进行研究，提出了国有主导、非国有主导两种模式，

并结合三个典型案例，对这两种模式的治理问题和

治理对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本文对于改善混合所有

制企业的公司治理，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水

平和经营效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01．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迎合激励的上市企业异常派现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项

目编号：14BGL042）；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上市企业股利支付行为与财务弹性选择”（项目编号：2014M561180）



□·42·财会月刊2018.01

二、终极控制权理论及其应用

1. 终极控制权理论的提出。终极控制权理论的

提出与股权的分散与集中密切相关。1932年，Berle
和Means提出了股权分散的理论，并系统论述了经

理革命的思想，即经营者实际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

这一理论对公司治理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股权分

散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经过半个多

世纪，股权分散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对股权集

中的研究逐渐兴起，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又一个重

要方面。实际上，股权的分散或集中只是公司股权的

两种典型特征，在股权分散的国家，也存在一定的股

权集中；同样，在股权集中的国家，也会存在一定的

股权分散。股权的分散与集中并非是区分公司类型

的唯一标准，而是一种研究公司行为的前提和基础。

股权集中现象引起研究者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是La Porta et al.（1999）所提出的终极控制权的研

究框架。他利用27个富裕国家中市值最大的20家上

市公司的数据，通过追索这些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

（Ultim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发现股权集中

是一个普遍现象，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七个

OECD国家的公司，以及所有权集中特征更加明显

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随后的研究中，Claessens et al.
（2000）调查了东亚九国2980家公司，发现超过三分

之二的公司被单一大股东控制；Faccio 和 Lang
（2002）分析了十三个西欧国家5232个公司，发现股

权集中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根据刘孟晖（2009）的统

计结果，我国 687家样本公司 2005年的平均终极现

金流权为 38.59%，终极控制权为 44.71%，具有较高

的股权集中度。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的股权

集中现象也比较明显。

2. 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内涵。终极控制权的核心

在于：通过控制链进行追索，撕开股权的层层“伪

装”，找出复杂控制结构后面的终极控股股东，确定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链是寻找终极控股股东的

关键所在，通过一条或多条控制链，终极控股股东实

现对公司的控制。终极控股股东对标的公司的控制

体现在终极控制权或投票权，终极控股股东从公司

获取的利益体现在终极所有权或现金流权。

对于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模式，

La Porta et al.（1999）给出了三种情况：优先投票权、

交叉持股和金字塔结构。其中，金字塔结构是一种重

要的控制模式，终极控股股东经常利用它来建立一

系列的控制链，其中一个公司可能被另一个公司所

控制，而后者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这样类似的

链条而落在另一个终极所有者手中。区分金字塔结

构与非金字塔结构的关键在于终极控股股东的终极

所有权与控制权是否发生偏离，如果发生偏离则是

金字塔结构，否则就是非金字塔结构。

金字塔结构具有的特征如下：①存在一个终极

控股股东；②至少存在一个公共公司，且控制链中的

终极控股股东至少拥有 20%（或者 10%）的投票权；

③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偏离。

3. 终极控制权理论的应用。终极控制权理论为

分析公司复杂的股权关系提供了分析工具，对于深

入把握公司的股权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图 1给出

了中集集团（000039）的股权结构，据此可以得出终

极控股股东的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

虽然在2016年度报告中，中集集团宣称公司不

存在控股股东，但根据终极控制权理论，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是实际控

制人，通过 3条控制链实现对上市公司中集集团的

控制：

控制链 1：国资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

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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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集装箱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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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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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
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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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集集团（000039）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中集集团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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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
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
中集集团。

控制链 2：国资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
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中集集团。

控制链 3：国资委→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招

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招商局国际（中集）投资有

限公司→中集集团。

按 照 La Porta et al.（1999）、Claessens et al.
（2000）和 Faccio and Lang（2002）的界定，终极控股

股东的终极所有权份额由每一条控制链上所有权份

额的连乘积加总得到，终极控制权份额由每一条控

制链上所有权份额的最小值加总得到。根据这样的

计算规则，可以计算得到中集集团的终极控股股东

的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份额为：

控制链 1 的所有权份额为 100% × 100% ×
39.02%×100%×100%×0.85%=0.33%，控制权份额为

min（100%，100%，39.02%，100%，100%，0.85%）=
0.85%；控制链 2 的所有权份额为 100%×100%×
39.02%×100%×100%×100%×21.91%=8.55%，控制权

份额为 min（100%，100%，39.02%，100%，100%，

100%，21.91%）=21.91%；控制链 3的所有权份额为

100%×54.78%×100%×24.53%=13.44%，控制权份额

为min（100%，54.78%，100%，24.53%）=24.53%。据此

得到终极控股股东国资委的终极所有权份额为

0.33%+8.55%+13.44%=22.32%，终极控制权份额为

0.85%+21.91%+24.53%=47.29%，终极所有权与控制

权发生偏离，偏离比率为47.29%/22.32%=2.12，是一

种金字塔控制结构。国资委利用较小的财务成本，实

现对中集集团较大的控制水平（接近绝对控制水平

线50%）。
中集集团的分析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往往

借助于一系列控制链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有利于节

约公司财务成本，发挥控制权的杠杆作用。终极控制

权理论对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意

义，国有资本可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采用金字塔、

交叉持股或特殊管理股（程柯、韩硕，2016）等多样化

的形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模式

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的内在要

求。为了规范和指导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意见》（国发［2015］54号，以下简称《意见》），从总体

要求、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分层推进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8个方面进行了总体规划。

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问题，《意见》

明确了国有独资、控股、参股等几种形式。

国有独资适用于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

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及公益类国有企业，《意

见》并没有明确采用国有独资这种形式。国有独资是

国有资本拥有100%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该类企业的

控制模式较为单一，一般不会利用终极控制权理论

进行分析，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不再对此进行探讨。

国有控股指的是国有资本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

营等活动具有控制权，分为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相

对控股两种形式。绝对控股是指国有资本拥有 50%
以上的终极所有权（现金流权）；相对控股是指国有

资本的终极所有权虽不足 50%，但作为标的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其所享有的终极控制权（投票权）足以

对股东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国有绝对控股是一种

具有较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控制形式，可以采用金

字塔控制结构，也可以采用非金字塔控制结构，《意

见》是把绝对控股与国有独资放在一起进行考虑的。

国有相对控股是所有权相对较小但控制权相对较强

的一种控制形式，金字塔结构是一种广为采用的控

制形式。

参股指的是资本主体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等

活动不具有控制权，但作为股东可以分享标的公司

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主要分为国有资本参股与非国

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参股是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

企业，《意见》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和

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优

先股一般没有投票权，但可以获得标的公司所支付

的固定股息，且相对于普通股股东，优先股股东具有

收益分配的优先权，因此可以保障国有资本的稳定

收益。特殊管理股制度则是保护国有资本的一种特

殊股权机制，它可以通过金股制（一票否决）或一股

多权制来保障国有资本在标的公司的控制权。非国

有资本参股则是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非国有

资本不具有控制权，但可以获取合理收益，《意见》中

没有明确非国有资本是否允许使用优先股或特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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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股制度。

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的内在

要求如下：①保障国有资本的收益和安全；②国有资

本的收益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资本配置和运

行效率实现，控股或参股形式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③国有资本的安全则是通过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

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来实现，国有独资、控股、参股

3种形式均可以达到这一要求。

2. 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权配置模式。国有

独资是单一的国有资本组织形式，并不属于混合所

有制企业的范畴。《意见》所提出的国有独资形式，主

要目的是保障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支配地位，发挥

国有资本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导作用，而这

种主导作用，往往是非国有资本难以取代的。控股、

参股这两种形式体现了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混

合，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控股以

及参股均需要将国有资本转化为相应标的公司的股

份，各种资本在标的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公司

股权结构的配置。根据标的公司的股权性质，国有资

本配置模式可以分为国有主导与非国有主导两种。

（1）国有主导模式。在国有主导模式中，国有资

本拥有较高的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根据终极控制

权理论，国有资本可以通过金字塔控制结构和非金

字塔控制结构实现其目的。

国有绝对控股形式同时考虑了国有资本的收益

和控制力。国有资本的收益通过终极所有权或现金

流权得到保障，当标的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国有控

股股东可以依靠其所拥有的半数及以上股权获得多

数分配的利润。国有资本的控制力通过等同于所有

权（非金字塔控制结构）的控制权或更高的控制权

（非金字塔控制结构）得到保障。由于国有资本具有

半数或多数股权，其对标的公司的影响力较大，非国

有大股东制衡力相对较弱，在公司治理层面上，需要

重点关注国有控股股东“一股独大”以及侵占非国有

股东利益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将会使非

国有股东丧失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产生所谓的

“搭便车”（Free Rider）现象，严重时非国有股东可能

会选择退出混合所有制公司，这就丧失了引入非国

有资本的根本目的。因此治理对策是加强对国有控

股股东的监管，保护非国有中小股东的利益。

国有相对控股形式重点考虑国有资本的控制

力，但这种控制力达不到绝对控股水平，因此，为了

保障国有资本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金字塔控制结

构是一种较好的选择。由于国有资本具有半数以下

股权，其对标的公司的影响力相对下降，非国有大股

东制衡力增强，在标的公司决策中将会发挥更大的

作用。在公司治理层面上，不同性质大股东股权相互

制衡，有利于改善标的公司的治理水平，但过度的股

权制衡也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大股东之间的矛

盾冲突、控制权争夺（Proxy Fight）等，最终降低标的

公司的决策效率，影响治理水平。治理对策是建立有

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寻求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双

方利益共同点，降低或消除双方利益冲突。

（2）非国有主导模式。当国有资本不寻求对标的

公司的控制权时，就会采取参股的形式进入非国有

资本控制的标的公司，这是一种非国有主导模式。现

代公司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相对分离，股东是公司的出资人，可以选择自己经营

公司，也可以委托其他股东或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

根据参股的国有资本是否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非

国有主导模式可以分为国有资本参股并参与经营和

参股但不参与经营两种形式。

国有资本参股并积极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除

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之外，还可以获得如参与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相应的

工资、福利等。从公司治理层面来看，国有资本参股

并参与经营，有利于股权的真正制衡，这对于改善标

的公司的经营和治理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国有资本

参股并参与经营也可能会存在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冲

突，最终降低标的公司的决策效率和治理水平，但由

于国有资本采取的是参股形式，而非相对控股形式，

一般不会存在控制权争夺问题。另外，非国有股东也

可能利用控制权进行自利行为。治理对策是建立有

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为了保护国有股东利益，可以考

虑采用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等。

国有资本参股但不参与标的公司的经营，将标

的公司委托给其他股东或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国

有资本关注的重点是投资收益，其将会依靠所持有

股权份额获取相应的资产收益。由于不参与标的公

司的经营，国有资本对标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处于信

息劣势，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标的公司的经营者

可以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对国有股东进行利益

侵占，损害国有股东利益，造成资本流失等后果。另

外，现阶段我国并没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可

能也会利用经营权进行高薪酬、利益输送、内部交易

等侵占国有股东利益的自利行为。治理对策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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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所控制的资源（如稳定利润分配政策、债务

控制等），也可以考虑采取具有较高收益分配优先权

的优先股制度。并在特定的领域，考虑建立国家特殊

管理股制度，保护国有股东利益。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出两种模式的治理问题与

对策，如下表所示。

3. 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权配置案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把握国有股权配置模式的特征，本文选

择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案例 1：中国建材的独资和控股。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是国资委直接管理的央企，属于主业

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2005年3月，

设立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并于

2006年3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03323），之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

践。根据《中国建材 2016年度报告》提供的资料，截

止到2016年12月31日，中国建材先后通过独资、控

股方式控制了中联水泥（100%股权）、南方水泥

（82.3%股权）、北方水泥（70%股权）、西南水泥（70%
股权）、北新建材（35.73%股权）、中国复材（100%股

权）、中国巨石（26.97%股权）、中国建材工程（91%股

权）、中建材投资（100%股权）等9家企业，涉及水泥、

轻质建材、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工程服务、投资6个
关联行业。中国建材是其母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

公司的核心企业，为了保障国有资本的收益和控制

力，中国建材采用了独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3种
形式，其中后两种形式属于混合所有制的范畴。

（2）案例 2：鄂武商A的控制权争夺。鄂武商A

（股票代码：000501）于 1992年在深圳主板成功上

市，也属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

业。上市之后，鄂武商A的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国资委

采用相对控股形式实际控制鄂武商A。根据《鄂武商

A 2016年度报告》，截止到 2016年 12月 31日，武汉

市国资委通过3条控制链实现对该公司的控制。图2
为鄂武商A的股权结构，根据图2可以计算得到，武

汉市国资委的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份额分别为

25.42%和 31.24%，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比率

为31.24%/25.42%=1.23。相对于中国建材，武汉市国

资委拥有鄂武商A的股权份额相对较低，通过金字

塔控制结构采用国有相对控股形式。2006年以后，

鄂武商A的第二大股东浙江银泰及其一致行动人武

汉银泰逐渐增持公司股权，与武汉市国资委持股比

例不断接近，从而引发了2006年和2011年两次较大

规模的控制权争夺战。

（3）案例 3：中信国安集团的国有股东利益侵

占。中信国安集团是财政部旗下中信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业务布局于金融、信息产业等 8个产业，是一

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多元化经营企业集团。2012
年，中信集团通过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进行增资扩

股，对中信国安集团进行改制重组。2013年10月，黑

龙江鼎尚装修工程有限公司等5家民营企业共出资

80亿元，拥有中信国安集团79.055%的股权，中信集

团持股仅有 20.945%（卢俊等，2015），是中信国安集

团的最大股东。但由于 5家民营企业持股比例接近

八成，企业性质一致，很容易结成利益联盟，影响中

信集团国有股权利益。卢俊等（2015）研究表明，中信

国安集团的改制重组信息不透明，存在严重的国有

资产流失等问题，侵占了国有股东利益。

（4）案例总结与分析。案例1中中国建材的混合

所有制综合采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两种形式，属

配置模式

国有主导
模式

非国有主
导模式

具体形式

国有绝对
控股

国有相对
控股

参股并参
与经营

参股不参
与经营

治理问题

国有资本的“一
股独大”、国有控
股股东侵占非国
有股东利益等

大股东之间的矛
盾冲突、控制权
争夺等

大股东之间的矛
盾冲突、对国有
股东的利益侵占
等

侵占国有股东利
益的自利行为

治理对策

加强对国有控
股股东的监管，
保护非国有中
小股东利益

建立有效的沟
通协调机制

有效的沟通协
调机制、优先股
和国家特殊管
理股制度等

稳定利润分配
政 策 、债 务 控
制 、优 先 股 制
度、国家特殊管
理股制度等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模式比较

武汉市国资委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鄂武商A

100%

5.82%

94.18%

21.54%

3.88%

资料来源：《鄂武商A 2016年度报告》。

图 2 鄂武商A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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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有主导模式。在国有绝对控股情况下，为了降低

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利影响，吸引投资者参与联

合重组，中国建材设定了三个条件：①公平的收购价

格，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可以适当溢价收购；②将部分

股权留给被收购企业或企业家，一般情况下为30%；

③将原有民营企业高管转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职

业经理人（童露、杨红英，2015）。这三个条件有力地

保护了民营企业的利益，取得了较好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效果。案例2中鄂武商A采用相对控股形式，属

于国有相对控股，且国有股权不具有压倒性优势，控

制权争夺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

机制，综合考虑国有股权和非国有股权的利益，将为

企业的发展埋下隐患。案例 3中中信国安集团虽然

也采用相对控股形式，但国有股东处于相对弱势地

位，其治理问题类似于非国有主导模式，造成非国有

股东对国有股东的利益侵占。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终极控制权理论，本文研究了混合所有制

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模式问题，结果表明：①终极所

有权理论有助于深入剖析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

权配置问题，国有资本可以通过引入社会资本，采用

金字塔、交叉持股、优先股或特殊管理股等多样化的

形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②混合所有

制改革中国有股权配置的内在要求是保障国有资本

的收益和安全：国有资本的收益通过引入非国有资

本、提高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国有资本的安全

则是通过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

能来实现。③控股、参股均需要将国有资本转化为相

应的标的公司的股份，各种资本在标的公司的地位

和作用，取决于公司股权结构的配置。国有主导模式

和非国有主导模式是两种主要的国有资本配置模

式，具有不同的治理问题和治理对策。④混合所有制

改革采用何种控制模式，除了取决于《意见》给出的

分类，还与国有企业的行业地位、发展战略等方面的

因素密切相关。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应强化顶层设

计和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利

益，充分调动各类资本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积极性。

本文的启示主要在于：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需

要兼顾各方利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推进需要非国有资本的积极参与，如果非国有资本

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参与混合

所有制改革；同样，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需要切实保障

国有资本的利益，如果国有资本的利益受到侵害，改

革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资

本和非国有资本共赢的博弈过程，需要兼顾各方利

益。第二，应限制非国有资本的过分逐利行为。国有

资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兼顾一些公共利

益；而非国有资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公共利益部

分较为弱化。非国有资本的逐利行为无可厚非，但牺

牲公共利益所进行的过分逐利行为，应该在混合所

有制改革中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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