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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机制设计：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摘要】以成本最小化为导向，就内部控制的机制设计建立一个委托代理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分析

表明：单纯的工资性激励无法有效地降低舞弊发生的概率，舞弊的防范将主要依赖于内部控制所提供的

事前预防性机制；与改变代理人的事后处罚相比，通过优化内部控制设计以改变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对于

削弱代理人的舞弊动机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作业链长度与代理人的舞弊动机负相关，委托人要实现组织

成本最小化，就必须实现作业链长度的最大化，亦即分工协作程度的最大化。

【关键词】内部控制；机制设计；委托代理；舞弊；作业链；成本最小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8）03-0013-7

浦宝英（高级会计师），黄寿昌（博士）

DOI：10．19641/j．cnki．42-1290/f．2018．03．003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题：

内部控制的性质，即关于内部控制是什么的研究，包

括内部控制的核心概念及其基本原理；内部控制的

设计，即为确保所设计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应遵

循哪些设计原则，采用哪些设计知识；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的市场效应，即利用资本市场反应来检验内部

控制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在国内，对于内部控制早期

以规范研究为主，重在关注内部控制的性质；当前以

实证研究为主，重在检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市场

效应。至于内部控制的机制设计，则鲜有专业文献运

用分析性方法予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对国外有关

内部控制机制设计的相关文献做出简要回顾。

在1974 ~ 1985年间，美国Accounting Review杂

志上连续发表了 3篇论文，就是严格以内部控制设

计为主题的分析性文献，包括Cushing（1974）、Bodnar
（1975）以及 Srivastava（1985）的研究。Cushing（1974）
的研究是在评论Yuji、Thompson（1970）所做研究的

基础上开始的。Yuji、Thompson（1970）运用数学控

制理论研究了企业的会计与预算过程中的控制问

题。Cushing认为他们的研究主要以反馈概念为中

心，并且讨论的主要属于管理控制问题，其研究结论

是否适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内部控制尚不得而知。根

据AICPA（美国注册会计师）关于内部控制的定义，

Cushing将内部控制称作“预防式”控制（与反馈式控

制相对应），目的是预防来自会计数据处理过程中的

有意和无意差错所导致的损失，并进一步在设计的

意义上讨论了内部控制程序与差错之间的关系模

式：在一个内部控制系统内，某些程序仅用来预防一

种类型的差错，而其他程序可能用来预防多种类型

的差错；相反，对某些类型的差错只能设计一种程序

来预防，而对另外一些差错则可能同时设计多种程

序来预防。以货款回收业务的会计处理为例，

Cushing借助可靠性理论首先模型化了“单一程序—

单一差错”情形下的内部控制设计，然后逐渐扩展到

“单一程序—多种差错”“多种程序—单一差错”“多

种程序—多种差错”三种更为复杂的情形。

在Cushing（1974）的启发下，Bodnar（1975）试图

进一步拓展可靠性工程理论在内部控制设计研究中

的应用。基于人类系统与可靠性系统之间的区别，

Bodnar认识到人类失败（human failure）与机械失败

之间的本质差异。由此Bodnar认为在针对内部控制

设计实施可靠性建模时，必须遵循两个步骤：第一，

运用可靠性理论来识别理想的系统要素的运行结

构；第二，运用基于行为科学的相关控制原则，以确

保人类要素确实按照基于可靠性理论的运行结构所

设定的那样正常地发挥功能。Bodnar认为C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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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的研究只完成了第一个步骤，却没有完成第

二个步骤。为此，Bodnar 提出将“双重控制”（dual
control）作为内部控制设计的基本原则。所谓双重控

制，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职责分离，比如会计与出

纳的分离。Bodnar认为，只有与控制原则以及职业

判断等这些以行为和动机为基础的理念相结合，可

靠性理论所提供的概念才能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评

估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

时隔十年之后，Srivastava（1985）在 Accounting
Review上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对可靠性理论在内部

控制设计研究中的应用做出了进一步讨论。借助可

靠性理论中的串联式系统概念，他针对内部控制系

统的设计提出了一个新的可靠性模型。模型分析表

明，随着额外控制元素（或控制环节）的引入，内部控

制系统产出的可靠性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具体

结果将取决于该控制要素的可靠性参数的价值。这

一结果对于内部控制设计的重要启示在于：简单地

增加串联式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元素似乎并不必然提

高内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总体来看，由于上述分析性文献主要借助工程

理论来研究作为人类系统的内部控制设计，因此其

研究结论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直接处理人类行为和动机的基础性理论逐渐

发展起来，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以及由

此演变而来的机制设计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研究

对象是人类系统，能够解决现有文献在借助可靠性

理论研究内部控制设计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以，本

文将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实践提供

一个简要的分析性框架。

二、单一代理人模型

（一）一般性讨论

内部控制设计是针对具体的业务流程进行的。

如果将业务流程中的具体环节定义为作业，则内部

控制设计可抽象为作业链设计。为了在模型中对作

业链的长度做出度量，笔者在一般意义上将组织成

员在任务中的角色区分为两个类型：任务执行者

（P）与任务控制者（C）。其中，任务执行者只负责完

成分配给他的那部分任务，任务控制者的职责是对

处于同一作业链上其他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控制。

在业务流程中，组织成员的具体角色将取决于他们

之间具体的职责分工。为简化起见，本文只考虑两种

极端情形：不存在分工协作（并联式设计）与存在充

分的分工协作（串联式设计）。在多个组织成员共同

完成某项任务的情况下，一旦没有实现分工协作，则

所有组织成员均只承担任务执行者的角色，彼此之

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相互制约关系，此时，作业链

长度将等于“1”；相反，一旦实现了充分的分工协作，

则所有组织成员在同一条作业链上分别从事着不同

的却相互制约的作业，从而同时扮演着任务执行者

和任务控制者的双重角色，此时，作业链长度将等于

组织成员的数量。总之，本文是在假定与某一业务流

程相联系的组织成员数量是最优的前提下，在相对

意义上对作业链的最优设计做出分析。

此外，为了展开博弈分析，本文引入一个重要概

念，即“保留金额”。所谓保留金额，是指为了使舞弊

成为一个占优策略，代理人认为必须从舞弊中所获

得的最小收益。只有当预期的舞弊收益大于或等于

保留金额时，代理人才可能具有实施舞弊的动机，因

为此时舞弊所带来的预期净效用为正。保留金额越

大，实施舞弊的心理门槛越高，代理人的舞弊动机就

越弱。因此，保留金额与代理人的舞弊动机负相关。

通常情况下，在单一代理人的情形下，组织成员

一般只能扮演任务执行者的角色，而不可能同时担

任任务的执行者和控制者的双重角色。然而，为了在

不同模型之间寻求可比性，笔者假定在单一代理人

的情形下，代理人既可能仅承担任务执行者的角色，

也有可能同时承担任务执行者和任务控制者的双重

角色。这意味着即使在独立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代理

人仍然可能主动抑制自己的舞弊动机（自我控制）。

这一假定并非没有任何现实基础。比如，一旦组织设

计的激励机制使得代理人的报酬及其他非货币性收

益与任务完成的结果密切相关，则即使在独立完成

任务的情况下，代理人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也将变得

小心翼翼。

（二）代理人策略及参数符号

在单一代理人的情形下，代理人的可行集中包

含着两种行动，即选择实施舞弊与选择不实施舞弊：

A1={舞弊，不舞弊}。相应地，代理人也就拥有两种

类型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选择不实施舞弊，从而为

工资工作；第二种策略则是选择实施舞弊，如果被发

现，便试图说服公司相信这一行为是无意的，从而逃

避处罚。至于差错，则被假定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为

客观因素所决定。如果采取第一种策略，代理人的收

益就是工资。如果采取第二种策略且没有被发现，代

理人的收益将是舞弊所带来的收益加上工资减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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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施舞弊所耗费的努力；如果代理人实施舞弊但

被发现，他的收益将取决于这一行为是否最终被委

托人决定为故意的。如果行为被决定是无意的，代理

人的收益是他的工资减去为实施舞弊所付出的努

力；如果行为被决定是故意的，他的收益将是工资减

去委托人所施加的处罚。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完

整博弈过程参见图1。

对代理人相关的参数符号做如下规定：q=舞弊

行为被发现的概率；qH=舞弊被发现的高概率；q L=
舞弊被发现的低概率；l=委托人决定代理人的舞弊

行动是故意的概率；lH=委托人决定代理人的舞弊

行动是故意的高概率；lL=委托人决定代理人的舞弊

行动是故意的低概率；w1=代理人 1的工资；S1=代

理人 1从舞弊中获得的收益，亦即代理人实施的舞

弊给组织带来的损失；e1=代理人1实施舞弊所必须

付出的努力；eH=高努力水平；eL=低努力水平；p1=
舞弊被发现后由委托人向代理人所施加的处罚

［p1=f（w1）］；CE（P）=代理人仅承担任务执行者角色

时的保留金额；CE（C）=代理人同时承担任务执行者

及控制者双重角色时的保留金额。

（三）委托人策略及参数符号

在本文所设计的模型中，笔者一般假设作业链

设计不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率。因此，在实现成本最小

化目标的过程中，所需考虑的成本主要包括代理人

工资、差错成本与舞弊成本。与允许一定舞弊和差错

的存在相比，试图彻底消除舞弊与差错的成本可能

更高，因此，在成本最小化目标的引导下，舞弊与差

错的最小化必须是成本有效的，也就是必须符合成

本最小化目标。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目标，委托人仅

拥有一项选择权，即要么将代理人界定为任务的执

行者，要求将其同时界定为任务的执行者与控制者。

外生于模型的设定，委托人还能够决定在发现舞弊

时是否寻求最大化处罚。

对委托人相关的参数符号做如下规定：Φ=差错

未被发现的概率；ΦH=差错未被发现的高概率；ΦL=
差错未被发现的低概率；E=差错成本，也就是差错

给组织带来的损失；EH=差错的高成本或高差错水

平；EL=差错的低成本或低差错水平；CF（P）=当代理

人仅承担单一角色时的组织成本；CF（C）=当代理人

同时承担双重角色时的组织成本；S1（P）=承担单一

角色的代理人所获得的舞弊金额；S1（C）=承担双重

角色的代理人所获得的舞弊金额；λ=委托人决定已

被发现的错误行动属于故意（认定为舞弊）的概率，

亦即委托人不相信代理人宣称行动是无意的概率。

本文将单一代理人模型下组织的总成本函数表

示为：总成本=w1+（1-q）S+ΦE。
（四）模型分析

图 1显示，只有当从舞弊中所获得的效用高于

从工资（w1）中所获得的效用时，代理人才可能实施

舞弊，这一条件可用下式表示：

ql（w1-p1-e1）+q（1-l）（w1-e1）+（1-q）（w1+
S1-e1）≥w1 （1）

式（1）表明，代理人来自舞弊的效用在计算过程

中经过若干调整，这一调整过程同时涉及舞弊行为

被发现与未被发现的概率［q与（1-q）］及委托人将

代理人的行为认为故意与无意的概率［l与（1-l）］。
经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式（1）可进一步转化为：

S1≥（e1+qlp1）/（1-q） （2）
式（2）中，（e1 + qlp1）/（1- q）代表保留金额

（RA1）。因此，RA等于实施舞弊所耗费的努力加上

预期处罚的期望值之和，然后通过舞弊行为未被发

现的概率予以贴现。式（2）表明，代理人的工资对于

RA1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即代理人的舞弊动机并不

直接随着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不过，由于工资间

接地影响到舞弊发现后委托人所施加的惩罚，并且

二者正相关，因此，工资水平对于RA1具有间接的

效应。由于这一间接效应受到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

率以及舞弊发现后被委托人认定为故意的概率的双

重影响，因此，工资水平对于代理人保留金额的间接

影响相对有限。从而，笔者得到以下设计命题：

设计命题 1：工资性激励只能通过影响舞弊发

现后委托人所施加的处罚从而间接地影响代理人的

舞弊动机。由于这一间接影响受到舞弊行为被发现

的概率以及舞弊发现后被委托人认定为故意的概率

的调整，因此，单纯的工资性激励无法有效地降低舞

弊发生的概率。

图 1 委托人代理人博弈：单一代理人模型

代理人1
不舞弊舞弊

委托人
未发现1-q

发现q w1

S1+w1-e1
无意1-l

委托人

有意 l

w1+p1-e1 w1-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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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命题 1表明：虽然工资性激励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间接地降低舞弊发生的概率，但舞弊概率的

降低仍然主要依赖于内部控制所提供的事前预防性

机制。

式（2）的分母显示，随着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q）的增加，S1大于RA1的概率将下降，代理人的舞

弊动机也就相应减弱。笔者将这一因果关系概括为

以下设计命题：

设计命题 2：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q）越高，

则RA越大，从而代理人实施舞弊的动机也就越弱，

反之亦然。

设计命题 2表明：由于事后被发现的概率直接

影响到事前的舞弊动机，因此，内部控制设计的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设法提高潜在舞弊被发现的概率。

通过分析式（2）的分子，能够获得有关内部控制

设计的进一步知识。无论是实施舞弊所必须耗费的

努力，还是舞弊被发现后由委托人施加给代理人的

处罚，二者所带来的负效用（或负激励）的上升都将

提高代理人的保留金额，从而降低S1>RA1的概率。

这意味着，在内部控制设计过程中，为了有效地降低

舞弊概率，应该将以上两项措施结合起来使用。同

时，由于舞弊被发现后由委托人施加给代理人的处

罚对于代理人保留金额的影响必须经过舞弊被发现

的概率与舞弊被发现之后委托人将其认定为故意的

概率之积的调整，因此，与提高代理人的处罚相比，

提高舞弊实施难度从而加大代理人实施舞弊所必须

耗费的努力将对抑制代理人的舞弊动机产生更大的

影响。当然，这一增量影响将取决于以上两项概率的

高低。也就是说，舞弊被发现后所施加的处罚对于代

理人舞弊动机的抑制功能将取决于舞弊被发现的概

率以及舞弊被发现后被委托人认定为故意的概率，

即有以下设计命题：

设计命题 3：与舞弊发现后被委托人所施加的

处罚（p1）所带来的负效用相比，代理人为实施舞弊

所必须耗费的努力（e1）所带来的负效用对RA产生

更大的影响。因此，虽然改变代理人的努力以及改变

代理人的处罚将改变代理人的保留金额，但是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改变代理人的处罚相比，改

变代理人的努力对于改变代理人的保留金额具有更

大的影响。

设计命题3表明：若要降低舞弊发生的概率，事

前的预防远比事后的处罚更加有效。由于内部控制

的重要功能就是事前预防，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设

计对于降低舞弊概率至关重要。

表1列示了当委托人对代理人角色做不同设定

情况下的组织成本函数。组织成本最小的情形是当

委托人将代理人设定为双重角色时，因为当 S1（P）=
S1（C）时，CF（C）<CF（P）总是成立。由于舞弊的金额被

事前决定，也就是在代理人角色明确之前便已决定，

因此，所得到的舞弊金额S1并不因代理人的角色不

同而不同。相反，S1取决于RA1，二者之间的关系为：

当RA1≥S时，S1=0；当RA1<S时，S1=S。

虽然CF（C）为最小组织成本情形，但CE（C）是

否将导致一个最大的 RA 仍有待最终决定。根据

表 1，在下列条件成立时，对于代理人而言，CE（C）≥
CE（P）：

qHlH（1-qL）-qLlL（1-qH）≥［eH（1-qH）-eL（1-
qL）］/p1 （3）

当委托人寻求最大化处罚（p1）时，式（3）右边

的项目将被最小化。随着式（3）右边项目的降低，

CE（C）≥CE（P）的概率将上升。因此，当上述条件成立

时，委托人能够在实现成本最小化的同时最大化代

理人的保留金额，从而降低代理人实施舞弊的概率，

并且使得如下条件更可能成立：S1（P）=S，S1（C）=0。
由此可见，一旦将代理人设定为双重角色，并寻求事

后的处罚机制，则委托人在实现组织成本最小化的

同时，实现了代理人保留金额的最大化。

三、多代理人模型

（一）一般性讨论

通过向单一代理人模型中增加n-1个代理人，

进一步对多代理人模型做出分析。如果委托人不实

行职责分离，也就说每个代理人都从事着完全相同

的工作，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分工协作，则

每个代理人都面临着与单一代理人模型同样的问

题。此时，多代理人模型及其结果与单一代理人模型

是一样的。如果委托人在界定代理人角色的过程中

实现了充分的分工协作，则在实施舞弊时 n个代理

人都必须同时参与。笔者将舞弊行动的发起者定义

为代理人 1。为了实施舞弊行动，本文假定代理人 1
必须寻求其他n-1个代理人的合作。只要一个代理

雇员
类型

P
C

差错未被
发现的概率

ΦH

ΦL

差错
成本

EH

EL

组织成本

w1+ΦHEH+（1-qL）SP

w1+ΦLEL+（1-qH）SC

情形

CF（P）

CF（C）

表 1 组织总成本（单一代理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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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拒绝合作，舞弊就不会发生。因此，代理人 1所面

临的问题是决定是否向其他n-1个代理人发出合谋

请求，与这一问题相对应的决策过程如图2所示。

其他代理人（如代理人2）面临的问题是决定是

否接受发起人的舞弊请求，其决策过程参见图 3和
图4。与单一代理人模型一样，委托人的选择将表现

为通过决定代理人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的角色来决定

作业链的长度。

（二）代理人策略及参数符号

如果未实现分工协作，每个代理人仅承担任务

执行者角色，此时，所有的n个代理人将拥有与单一

代理模型中代理人同样的行动集：A1=…=An={舞
弊，不舞弊}。然而，一旦在n个代理人之间实现了分

工协作，每个代理人都将同时拥有任务执行者与任

务控制者的双重身份。就其本身的工作而言，属于任

务执行者，相对于其他代理人而言，则表现为任务控

制者。此时，代理人1面临的问题是决定是否为实施

舞弊而寻求其他代理人的合作，其他代理人面临的

问题则是决定是否接受代理人 1的舞弊请求。如果

一个代理人拒绝合作，则该代理人必须决定是否实

施告密。笔者将所有代理人的行动集表示如下：A1=
{请求；不请求}；A2=…=An={接受；拒绝/告密；拒

绝/不告密}。
将与多代理人模型相关的新增参数及其符号做

如下规定：ti=代理人 i 接受舞弊请求的概率，i=
2，…，n；ri =代理人 i拒绝舞弊请求但不实施告密的

概率；ej =代理人 j为实施舞弊所必须付出的努力；j=
1，…，n；c1（i）=发起人（代理人 1）向代理人 i提出合

谋请求所付出的努力；S/n=代理人 j从舞弊行动中

所分得的金额［S=f（S1，…，Sn）］；pj=一旦舞弊被发

现，代理人 j所受到的处罚［pj=f（wj）］；yi=代理人 i告
密之后没有受到委托人或其所在群体惩罚的概率；

xi=代理人 i实施告密行为的内在激励；fi=代理人 i
因告密行为被委托人施加的处罚；gi=代理人 i因告

密行为而被所在群体（也就是其他代理人）施加的非

货币性惩罚；C1=为了说服 n-1 个代理人参与舞

弊，舞弊发起人（代理人1）累积所付出的努力［∑c1（i）=
nc1=C1，其中，ci=ck］；B=某些冗长数学表达式的替

代标示（详见后文说明）。

（三）委托人策略

委托人的选择包括代理人角色的设定及其相应

的作业链长度。代理人能够选择将整个任务平行地

交给每个代理人同时完成，从而不实施分工协作，也

可以将整个任务分解为n个前后相连的作业点并分

配给n个代理人，从而实现分工协作。在前一种情况

下，AC=1，每个代理人都仅作为任务的执行者，彼

此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合作与联系；在后一种

情况下，AC=n，代理人均同时作为任务执行者与任

务控制者，彼此之间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彼此联系。与之前一样，委托人的决策目标是寻求最

小化组织成本，并且在假定代理人保留金额的提高

将导致舞弊概率下降的前提下，最大化每个代理人

的保留金额。

代理人1

请求

所有代理人
接受 l

委托人 代理人2拒1-l

无意1-l

未发现1-q

S/N-C-e1

-c
-C-e1

-p1-c

-c
不告密 r2

代理人2

告密1-r2

不告密 rn
告密
1-rn

-p1-c

n-1个代理人
代理人n拒绝1-l

代理人n

“囚徒困境”博弈

图 2 代理人1的合谋问题：多代理人模型

图 3 代理人2接受合谋请求：多代理人模型

拒绝 接受

代理人2

发现q

委托人

参见图2

故意 l

委托人

未发现1-q

无意1-l

w2-p2-e2 w2-e2

S/2+w2-e2

图 4 代理人2拒绝合谋请求：多代理人模型

代理人2

拒绝 接受

参见图3
告密不告密

不处罚y2w2 处罚1-y2

w2+x2
w2-f2+x2-g2

-p1-C-e1

故意 l

委托人

发现q

不舞弊



□·18·财会月刊2018.03

在n个代理人的情况下，组织成本包括另外n-1
个代理人的工资及其差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组织

的总成本表达式为：组织总成本=∑wi+ΦαnE+（1-
q）S（n）。

（四）模型分析

如果AC=1，在分析代理人行动时，多代理人模

型实质上与单一代理人模型并无二致，只是表现为

n个单一代理人模型的简单叠加。因此，在对代理人

的行动做出讨论时，笔者仅关注已实现分工协作的

情形，也就是AC=n。
代理人与委托人同时做出第一步选择。每个代

理人选择一个金额 Si，委托人选择代理人功能以及

职责分离程度。舞弊的总金额表现为 n个代理人所

选择舞弊金额的函数，即S（n）=f（S1，…，Sn）。根据图

2，当来自舞弊的效用大于舞弊行动以及合谋行动所

导致的努力时，代理人的占优策略是实施舞弊。这

是唯一的一条可能具有正收益函数的路径，即 S/
n＞C1+e1，所有其他2n-1-1条路径都只有负的收益

函数。图2显示，当满足下列条件时，代理人1将试图

说服其他代理人参与舞弊：

S/n>qlp1/（1-q）+（C1+e1）/（1-q）+B/t（1-q）
（4）

假定其他代理人接受，则舞弊将发生。此时，代

理人 1 的保留金额可表示为：RA1=qlp1/（1-q）+
（C1+e1）/（1-q）+B/t（1-q）。其中，B=n（1-t1）c1（2）+
（1-t1）（n-r2-r3-…-rn）p1。由于B严格为正，所以，

此处的RA1一定大于单一代理模型中的RA1。同

时，上式还表明，随着n的增加，B也将上升，从而进

一步加大代理人1的保留金额。也就是说，RA1严格

地随着n的增加而提升。由此可见，在代理人之间分

工协作的前提下，代理人的保留金额RA1与代理人

数量 n正相关，也就是与作业链的长度正相关。同

时，与未实现分工协作相比，实现了分工协作之后的

代理人的保留金额更大，因而得到代理人的保留金

额与作业链长度正相关的结论，即有以下设计命题：

设计命题 4：代理人的保留金额与作业链长度

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作业链长度的增加，代理人

的舞弊动机将越弱。

其他n-1个代理人拥有同样的三个选择和同样

的收益函数结构。这些代理人可能接受舞弊请求，也

可能拒绝并向委托人告密，还可能拒绝但不告密。在

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其他n-1个代理人中的每

个代理人将接受舞弊请求：

w2+（S/n）（1-q）-ei-qlpi>Argmax［wi，yi（wi+
xi）+（1-yi）（wi-fi+xi-gi）］ （5）

式（5）说明多代理人模型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 情形一：Argmax=wi。在这一情形之下，如果

来自舞弊的效用大于经过舞弊未被发现的概率贴现

之后的舞弊努力以及潜在处罚，亦即当下式成立时，

则代理人将接受舞弊请求：

S/n>ei/（1-q）+qlpi/（1-q） （6）
此时，RAi=ei/（1-q）+qlpi/（1-q）。因为代理人1

的保留金额（RA1）大于其他代理人的保留金额

（RAi），因此，一旦代理人1为实施舞弊而寻求合谋，

则其他代理人将可能接受舞弊请求。

2. 情形二：Argmax=yi（wi+xi）+（1-yi）（wi-fi+
xi-gi）。在该情形之下，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其他

代理人将不会接受代理人1所提出的舞弊请求：

S/n>ei/（1-q）+qlpi/（1-q）+（yi-1）fi/（1-q）+xi/
（1-q）+（yi-1）gi/（1-q） （7）

在式（7）中，因为0≤yi≤1，中间及最后项目均小

于等于 0。中间项目是经过贴现的由委托人施加告

密惩罚，最后一个项目则是经过贴现的由拒绝合作

的代理人所在群体（也就是其他代理人）施加非货币

性惩罚。可见，无论是由委托人施加的告密惩罚，还

是由拒绝合作的代理人所在群体施加的惩罚，都将

提高式（7）成立的概率，从而提高舞弊发生的概率。

因此，情形二下的舞弊概率要比情形一下的大。

委托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决定代理人的角色从而

选择作业链的长度。在理论上，多代理人模型中的委

托人就作业链长度拥有n项选择：AC=1，AC=1，…，

AC=n。为了简化问题的分析，假设委托人只有两种

选择，即委托人要么选择AC=1（即未实施分工协

作），要么选择AC=n（即实施充分的分工协作）。以

代理人1为例，表2列示了在代理人角色做不同设定

条件下的保留金额。由于C1、ti和ri都不受委托人决策的

影响，因此，当满足下列条件时，CE（C）≥CE（P）成立：

qHlH（1-qL）-qLlL（1-qH）≥eH（1-qH）-eL（1-
qL）/p1 （8）

雇员
类型

P

C

雇员
努力

eH

eL

侦测
概率

qL

qH

保留金额（RA）

B/t2（1-qL）+（C+eH+
qLlLp1）/（1-qL）

B/t2（1-qH）+（C+eL+
qHlHp1）/（1-qH）

情形

CE（P）

CE（C）

表 2 代理人1的保留金额（多代理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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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委托人寻求最大化处罚（pL）时，式（8）右边

的项目将被最小化。随着该式右边项目的降低，

CE（C）≥CE（P）的概率将提高。因此，当上述条件成立

时，委托人能够在实现成本最小的同时最大化代理

人的保留金额，从而降低代理人实施舞弊的概率。由

此可见，通过将代理人设立为双重角色以最大化作

业链长度，同时结合最大化事后处罚，委托人将能够

最大可能地降低舞弊概率并且最小化组织成本，从

而可以得到以下设计命题：

设计命题 5：组织成本与作业链长度以及舞弊

发现后所施加处罚的程度负相关。也就是说，委托人

要实现组织成本最小化，就必须实现作业链长度的

最大化并且寻求事后处罚的最大化。

理解设计命题5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作业链长

度最大化的内涵。此处所提到的作业链长度最大化，

是在与完成某项任务相关的组织成员数量一定的情

况下，通过恰当的分工协作（即职责分工）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此处的作业链长度最大化是相对意义上

的最大化，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大化。因此，本文

所讲的作业链长度最大化，实质上就是在组织成员

之间实现最充分的分工协作，也就是说，不同组织成

员分别从事着为整个任务完成所必需的却又完全不

同的一部分子任务，彼此之间的职责范围不存在任

何的重叠。

下面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实践中的两个实际例子

来说明设计命题5以及分工协作程度概念所包含的

洞见。这两个例子分别是会计与出纳之间的职责分

工以及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职责分工。几乎在任

何一家现代企业，会计与出纳的工作都是泾渭分明

的。会计不会从事属于出纳的那份工作，出纳更不能

染指本应属于会计的相关事务。因此，基本而言，会

计与出纳之间的职责分离达到了最充分的分工协

作。相反，既可能是基于我国公司法的具体规定，也

可能是基于公司长期以来形成的商业惯例，董事会

与管理层之间的职责分离远不像会计与出纳之间那

样清晰。董事会可能深度地介入本应属于管理层的

工作，比如战略决策的制定。管理层也常常作为董事

会的成员而对那些本不该涉及的事务发挥影响，比

如对管理层的考核以及管理层薪酬的决定。因此，董

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职责分离处于中度分工协作程

度。根据设计命题 5，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层未

能得到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而从公司领取超额薪酬的

概率要远远高于公司出纳贪污公款的概率了。为了

在内部控制的意义上解决董事会对于管理层的监督

问题，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必须对董事会与管理层的

职责做出清晰的界定，以最大化二者之间的分工协

作程度，职业化董事乃至职业化董事会的出现便是

对此做出的反应。

四、结语

以成本最小化为分析导向，本文针对内部控制

的设计构造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并利用模型推导

出5个设计命题，分析结论如下：设计有效的内部控

制对于降低组织成员的行为不确定性至关重要，其

有效性体现在既要能够提高潜在舞弊被发现的概

率，还要提高组织成员实施舞弊的难度；作业链长度

的增加能够提高组织成员的保留金额从而降低其舞

弊动机；为了最小化组织成员实施舞弊与发生差错

的概率及组织成本，在任务相关组织成员数量一定

的前提下，必须通过组织成员之间最充分的分工协

作来实现作业链长度的最大化，同时配合有效的事

后处罚机制。

本文分析以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完全信息为

基本前提，但这可能并不完全与现实相符，且设计命

题中所提到的作业链长度最大化只是相对意义上

的。因此，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针对内部控制设计

的委托代理人模型，以及以案例方式在绝对意义上

研究最优作业链长度将是未来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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