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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监督还是合谋

【摘要】高管中与会计信息质量密切相关的董事和CEO的薪酬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基于董事与

CEO之间可能存在的监督和合谋关系，将董事薪酬分为监督薪酬和超额薪酬，以2010 ~ 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存在“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影

响路径，董事与CEO之间兼具监督和合谋关系，这两种关系会产生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效应；CEO薪酬

在董事监督薪酬和超额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分别起部分中介效应和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合

谋效应强于监督效应；而大股东监管可以替代董事监管，对中介效应起负向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重视与

董事和CEO职能匹配的薪酬激励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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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12月财政部发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公告》中显示，部分企业存在财务管理薄弱、会计核

算不规范、财税法规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严重违反

财经纪律等问题，会计造假行为层出不穷。一般来

说，良好的公司治理会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而高管的薪酬设计是公司内部治理的

主要内容。研究发现，高管会通过操控会计信息、虚

构公司利润来增加自己的薪酬。但据《证券时报》报

道，部分上市公司近几年净利润的连续下滑却伴随

着高管薪酬的逐年攀升，甚至出现高管薪酬超过净

利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高管薪酬是否还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其影响如何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

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

高。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支付高管高额的薪酬，

是希望其为公司效力。高管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被

委托人继续任用。一方面，高管的努力提高了企业经

营业绩，减弱了公司进行盈余操控的动机；另一方

面，高管为赢得股东的信赖，也会做好会计信息的产

出工作。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当公司实施薪酬

激励时，高管与股东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进行盈余

管理的可能性降低。高管薪酬增加时，外部公众和媒

体的关注度也会增加，高管的机会主义成本增加，更

难操控会计信息。另外，增加高管的薪酬会降低在职

消费，这将降低他们通过操控会计信息来进行掩饰

的可能性。一旦恶意的盈余管理被查处制裁，高管面

临的是降职甚至开除，还会失去之后的就职竞争

力 ，因此高管不会为了增加公开披露的报酬而进行

盈余管理，操控会计信息。也有学者认为，高管进行

盈余管理有可能是认为公司的会计政策低估了公司

的实际盈利状况，在增加个人利益的同时，更加真实

透明地披露了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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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

低。①从薪酬确认依据的角度分析，股东倾向于以盈

余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以此来确定其薪酬。管理层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有动机做出虚报公司利润的

举动。采取盈余管理行为获得的薪酬越高，作为理性

经纪人的高管操控会计信息的动机越强。②从收入

时间价值的角度分析，相比于未来收益，高管人员更

注重当前无风险的货币收入，高管倾向于将未来的

公司盈余操控至当前报告期间以求获得薪酬现值，

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受损。③从避税的角度分析，上市

公司将部分薪酬通过虚构项目等途径以现金形式报

销给高管，在财务账目上表现为管理费用增加、应付

薪酬减少，在帮助高管避税的同时减少了企业所得

税。由于避税行为是复杂且不透明的，高管利用这个

特性谋取私利，进一步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广义的公司高管包括董

事、董事会秘书、监事、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承担向股东汇报会计信息的责任，而CEO是会计

信息的最终产出者，两者与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紧

密相关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学者

主要关注独立董事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但

实证表明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针对CEO薪酬与

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对CEO的薪酬激励

能够抑制其基于机会主义而进行的盈余管理。目前

学者对于董事和CEO之间关系的研究存在较大争

议，部分学者基于三层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董事承担

监管职责，与CEO之间是监督关系，还有部分学者

认为董事和CEO之间存在合作自利的关系，而董事

与CEO在其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呈现

的关系究竟是监督还是合谋尚待研究。

分析已有文献可知，以下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第一，目前关于高管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

的文献大多将所有高管的薪酬作为整体进行研究，

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单类高管的薪酬，却缺乏对不同

高管之间的关系推动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

研究。本文选取高管中与会计信息密切相关的董事

和CEO，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其薪酬对会计信

息质量的影响。由于董事和CEO之间可能兼具监督

和合谋关系，本文将董事薪酬分解为监督薪酬和超

额薪酬，探究不同类型的高管薪酬及薪酬的不同组

成部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同影响以及高管关系在

其中的推动作用，从而为企业通过薪酬设计提高会

计信息质量提供更详细的经验证据。

所谓监督薪酬是指董事薪酬中上市公司支付给

董事，鼓励其履行监督职能的薪酬，薪酬高低取决于

董事的监督难度及监督力度；超额薪酬是指董事利

用权力寻租获得的超出其对公司真实贡献应得的合

理回报的部分。当董事薪酬中只包含监督薪酬时，说

明董事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没有自利行为，与

CEO是简单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如果董事

薪酬中包含超额薪酬，说明董事存在寻租行为。由于

CEO手中的权力和掌握信息的优势，董事的寻租行

为有可能是与CEO联手实行的，以操控会计信息为

手段谋取私利，损害股东利益。此时，两者之间除了

监督关系可能还有合谋关系，甚至董事监督职能失

效，两者关系完全变为合谋。董事和CEO都与会计

信息有密切关系，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会对

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

第二，已有研究把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的作用机制作为理论基础探究影响的方向，而未实

证检验作用机制蕴含的影响路径，对于高管薪酬影

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过程尚缺乏经验证据。本文

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构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

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检验路径，并基

于大股东监管对董事监管的替代作用，进一步探讨

大股东监管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更加深入地研究

高管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机理，帮助上市公司

从影响的全过程分析路径上的各个环节，找到薪酬

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董事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委托代理理论指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

致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了股东与公司高管的利益

冲突，阻碍了公司良性发展。根据激励理论，合理的

激励制度将使高管和股东、公司的利益目标趋于一

致，从而缓解代理冲突。薪酬设计作为一种显性的激

励机制，经常被用来鼓励高管选择对公司、对股东最

有利的行为。当股东给予的与职能相关的薪酬达到

了董事的期望时，董事为了持续享有这份薪酬，会做

出维护股东权益的决定以求获得继续任命的机会。

一方面，董事工作积极性上升，正向促进公司业绩增

长，根据印象管理理论，拥有良好业绩的公司会计信

息质量普遍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利益目标一致，董

事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操控会计信息的可能

性也就相应降低。因此，本文认为，董事监督薪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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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但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

“内部控制人”手中，董事会进行利益权衡且有机会

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最大化谋取个人利益。当薪

酬激励力度不够时，一方面董事对公司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降低，在工作职责上选择偷懒，甚至不执行监

督职能，从而会计信息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利益需

求未被满足时，董事作为理性经纪人，更偏向于选择

背叛股东去追求自利目标，采取其他方式获取更高

薪酬，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利行为，董事可能会操纵会

计信息，这部分与董事监督职能无关的薪酬即董事

超额薪酬，超额薪酬的提高意味着会计信息质量的

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a：董事监督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假设1b：董事超额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低。

（二）CEO薪酬与董事薪酬

在三层委托代理关系中，董事承担的是监督代

理人的责任。但是对于董事和CEO的关系，学术界

存在“监督观”和“合谋观”的分歧。

“监督观”认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逐渐增

强，董事和CEO之间存在较强的监督与制约关系。

当激励力度足够大时，董事与股东的目标趋于一致，

此时董事会想尽办法使CEO努力工作，监督其合理

使用职权。根据社会比较理论，董事会根据自己所获

得的薪酬为CEO设定薪酬，董事获得的监督薪酬提

高，CEO薪酬也会相应地提高。

但是“合谋观”认为董事与CEO之间是合作关

系甚至是合谋关系，由于市场尚不成熟，董事的聘任

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同等条件的候选人中董事长

和CEO等人的“朋友”更有可能入选董事会。“裙带

董事”的存在削弱了董事会监督职能发挥的效力。亲

戚好友之间的利益共享文化使得上市公司的董事从

一开始就有和CEO合谋的可能性，在提高自己薪酬

的同时给予CEO好处。根据高管权力理论，即使不存

在“朋友”关系，如果董事的薪酬需求得不到满足，会

产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额外收益的动机，CEO也有

可能通过手中的权力和掌握信息的优势，“收买”

董事与之合谋共享高薪，董事超额薪酬与CEO薪酬

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a：董事的监督薪酬增加会导致CEO的薪

酬增加。

假设 2b：董事的超额薪酬增加会导致CEO的

薪酬增加。

（三）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CEO与会计信息质量有着

紧密的联系。由于股东无法直接知晓信息质量，其为

获得更真实有用的决策信息，会加强对董事的监督

激励，使董事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为了使CEO提供

有用的会计信息，董事会选择加大CEO的薪酬激励

力度。根据心理契约理论，在高薪作为回报的基础

上，CEO会努力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所以本文

认为，董事得到的监督激励薪酬越高，给予CEO的

激励薪酬也会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即形成“董

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路

径，如图1所示。

而在“合谋观”下，董事利益未得到满足，从而产

生通过其他方式谋求利益的动机，CEO要达到分享

和转移剩余索取权的目的需要顺利通过董事的监

督，因此双方达成“默契”。另外，由于CEO也参与董

事是否连任的决策，董事也有可能向CEO示好，而

后CEO使用权力为董事谋取利益。董事即使知道

CEO的某些决策有损于股东利益，但出于利益需求

也会向股东隐瞒。高管联结使得上市公司的内部控

制失效，而公司的内部控制与盈余质量密切相关。所

以本文推测，董事出于自利动机获得的报酬越多，越

能说明双方存在合谋。这种自利行为通过操纵公司

会计信息得到了掩饰，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即形成“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

量”的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 3a：董事监督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

高，其中CEO薪酬起中介效应。

假设 3b：董事超额薪酬越高，会计信息质量越

低，其中CEO薪酬起中介效应。

董事监督薪酬 会计信息质量

CEO薪酬

- -

+

图 1“监督观”下影响路径关系

董事超额薪酬 会计信息质量

CEO薪酬

+ -

-

图 2“合谋观”下影响路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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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及检验模型

本文实证部分首先构建董事薪酬分解模型，获

得董事监督薪酬及超额薪酬数据。然后，构建中介效

应模型组验证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

三者的关系。

1. 变量定义与董事薪酬分解。首先，将上市公

司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总

薪酬”作为被解释变量、与监督难度和监督需要相关

的因素（见表 1）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将模型能

拟合的部分称作董事监督薪酬，超出监督职能所匹

配薪酬的残差部分作为董事超额薪酬。

LnDirPayi,t=α+∑βjMonitorj,i,t+Yeart+εi,t （1）
其中，i表示公司，t表示年度，Monitor是指表

1 中的全部影响因素，Year 是指年度虚拟变量，

LnDirPay表示董事薪酬，以企业年报中“薪酬最高的

前三名董事的总薪酬”的自然对数表示。模型中，由

监督因素解释部分的薪酬，我们称为董事监督薪酬

（LnDirPay_M）： ；其残

差被称为董事超额薪酬（LnDirPay_E）：
。

其次，本文实证中涉及的变量还包括：

（1）会计信息质量（QAI）。葛家澍等（2001）认为

会计信息应首先具备决策有用性，即具备可靠性和

相关性，另外必须保证在决策前提供，即保证及时

性。因此，本文从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三个维度选

取三个指标，归一化处理后相加成一个综合指标来

度量会计信息质量。①可靠性：以企业盈余管理水平

衡量，设置变量|DAcc|代表企业可操作性应计利润

的绝对值，采用扩展的琼斯模型计算。②相关性：以

上市公司及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衡量，设置变量

RFR。胡国柳、韩葱慧（2009）研究指出，上市公司会

计信息有用与否取决于该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而

一家公司的内在投资价值可通过净资产收益率与无

风险收益率的比值来测度。本文采用一年期上海银

行间同业拆放平均利率（shibor）代替无风险收益率。

2010 ~ 2015年 shibor分别为：2.61%、4.92%、4.77%、

4.43%、4.96%、3.04%。③及时性：以报表披露延迟时

间衡量，设置变量TIME。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

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不及时披露可能

为某些企业操纵会计信息创造了时间条件（朱晓婷、

杨世忠，2006），所以财务报表的公布时间与其预计

公布时间相比是否有差异可以从侧面反映企业会计

信息质量的高低。

（2）CEO薪酬（LnCEOPay）。用公司财务报表中

“总经理薪酬”的自然对数衡量。

2. 中介变量模型。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选取资

产负债率（TDR）和净资产收益率（ROA）为控制变

量（简冠群，2013；胡国柳、韩葱慧，2009）。根据上文

的分析，董事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是通过影响

CEO薪酬安排来实现的。为检验CEO是董事薪酬

与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变量，需要建立如下三个方

程（Mackinnon et al.，2006）：
QAIi,t=α1+cLnDirPayi,t+∑βjControlj,i,t+εi,t（2）
LnCEOPayi,t=α2+aLnDirPayi,t+∑βjControlj,i,t+

εi,t （3）
QAIi,t=α1+c′LnDirPayi,t+bLnCEOPayi,t+

∑βjControlj,i,t+εi,t （4）
式（2）~式（4）中：LnDirPayi,t代表LnDirPay_Mi,t

和LnDirPay_Ei,t；系数 c表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

酬）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总效应；系数 a表示董事

监督薪酬（超额薪酬）对CEO薪酬的影响效应；系数

c'表示董事监督薪酬（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

直接影响；系数b表示CEO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

影响。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 2010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

始样本，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以下样本：①ST、∗ST的

LnDirPay_Mi,t =∑β̂jMonitorj,i, t
LnDirPay_Ei,t

= ε̂i, t

含义

公司规模

财务风险

固定资产比重

CEO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程度

股权制衡度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

股权性质

简写

LnAssets

TDR

Fixed Assets

CEO_Sh

First

Z-Score

Board Size

Ind

Meetings

Type

取值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公司平均资产总额

固定资产/公司平均资产
总额

CEO 持股/总股本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人数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
人数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年数

国有企业取1，其他取0

表 1 董事监督职能相关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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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②金融业的公司；③董事长和CEO 两职合一

的公司；④数据缺失的公司。鉴于模型对行业内公

司数量的要求，剔除各年度样本公司数量少于10的
行业。本文以 2001年证监会分类为标准对行业进

行分类，为防止制造业公司数量过多干扰回归结

果，对制造业进行二级分类。最终，有效样本数据为

4662个。

由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缺少CEO薪酬和本文所

需持股比例数据，为保证薪酬数据的匹配，本文从巨

灵数据库获得所有薪酬数据和持股比例数据，剩余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解近几年高管的薪酬水平，本文按年份对

董事薪酬和CEO薪酬进行描述性统计。参考 2015
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

度改革方案》，将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进行比较，分析高管的薪酬水平，如表2所示。

由表 2可知，2010 ~ 2015年董事薪酬一直稳定

在 100万元以上，CEO薪酬一直稳定在 50万元以

上，且前五年一直在增长，2015年大幅下降或与当

年实施改革方案有关。六年来，董事薪酬的年平均增

长率为 4.61%，CEO薪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20%，

而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处于下降状态。董事

薪酬与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一直

维持在 12 ~ 18倍，CEO薪酬则是维持在 5 ~ 7倍，且

薪酬差距在持续加大。参考央企规定，我国上市公司

CEO薪酬尚处正常范围，董事薪酬过高。

本文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董事薪酬的最大值为 17.0600，最小值也有

10.7100，说明董事薪酬水平普遍偏高。CEO薪酬的

最大值为16.0800，最小值只有1.4600，差异较大。操

作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均值为 0.0657，最大值为

2.7109，盈余管理的行为非常普遍。另外，上市公司

及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报表披露延迟时间波动较

大，结合会计信息质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上市

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水平差距较大。独立董事比例

的均值为0.3126，最小值为0.0025。证监会于2001年
指出，独立董事人数至少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性

依旧有待提高。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董事薪酬分解回归分析。由表4可以看出，上

市公司董事薪酬的水平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总体

而言，董事薪酬与公司的监管难度和监管需要之间

显著相关，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由此，本文相信模

型结果能较好地还原实际情况，可以为后续回归提

供数据基础。

2.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

回归分析。本文使用模型（2）（3）（4）组成的方程组检

验假设 1、假设 2和假设 3。为方便对比分析，在表 5

变量

LnAssets

Fixed Assets

CEO_Sh

First

Z-Score

Board Size

Ind

Meetings

Type

TDR

ROA

LnDirPay

LnDirPay_M

LnDirPay_E

LnCEOPay

|DAcc|

RFR

TIME

QAI

均值

21.7818

0.1910

0.0199

0.3460

12.4590

8.9646

0.3126

9.6336

0.4414

0.4541

0.0751

13.9695

13.9696

0.0000

11.7113

0.0657

1.6110

-0.0489

1.9115

中位数

21.6400

0.1500

0.0001

0.3207

4.2250

9.0000

0.3333

9.0000

0.0000

0.4500

0.0700

14.0000

13.9581

0.0344

12.9100

0.0431

1.5900

0.0000

1.9188

标准差

1.1976

0.1641

0.0533

0.1510

26.8427

1.6912

0.1318

3.9268

0.4966

0.3878

0.1599

0.8103

0.3901

0.7103

3.2639

0.0885

3.4197

8.6635

0.0668

最大值

27.7500

0.9400

0.4978

0.8941

397.1900

18.0000

0.6667

56.0000

1.0000

13.7100

3.1400

17.0600

15.6995

2.5794

16.0800

2.7109

81.9300

79.0000

2.4306

最小值

16.7000

0.0000

0.0000

0.0229

0.1600

4.0000

0.0025

1.0000

0.0000

0.0100

-3.2400

10.7100

12.5327

-3.6665

1.4600

0.0000

-63.5100

-83.0000

0.9328
年份

样本量

栏 A：董事薪酬分年度统计

均值

增长率

栏 B：CEO薪酬分年度统计

均值

增长率

栏 C：上市公司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年度统计

均值

增长率

2010
825

129.80

53.78

14.92

2011
1016

143.17
10.31%

59.57
10.75%

11.70
-21.59%

2012
1075

149.60
4.49%

60.09
0.88%

10.10
-13.71%

2013
580

182.29
21.85%

70.59
17.47%

11.34
12.33%

2014
477

198.86
9.09%

77.17
9.32%

12.10
6.70%

2015
689

162.959
-18.06%

53.09
-31.20%

8.92
-26.31%

总计

4662

4.61%A

1.20%A

-7.14%A

表 2 薪酬描述性统计 单位：万元

注：A表示2010 ~ 201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

表 3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N=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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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报告三个模型关于超额薪酬和监督薪酬的回

归结果。

首先，分析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对会计信

息质量的影响。董事监督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接受假设 1a。董事监督薪

酬越高，CEO薪酬反而越低，拒绝了假设2a。这可能

是因为在面对董事强有力的监督时，CEO粉饰利己

行为的难度增大，CEO薪酬中通过“暗箱操作”获得

的不正当薪酬下降，损失的收益大于董事给予的激

励薪酬，这或许也是描述性统计中部分公司CEO薪

酬较低的原因。在对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与会

计信息质量进行回归时，董事监督薪酬的系数依旧

为正且显著，CEO薪酬的系数显著，表明CEO薪酬

起部分中介效应。根据假设 2a的实证结果，CEO薪

酬不升反降，CEO的“工资刚性”特征会降低会计信

息质量（刘斌等，2003），而假设 3a的实证结果显示

CEO薪酬的系数为正。

为了进一步确认，使用 Sobel方法再次进行检

验，结果显示CEO薪酬确实存在中介作用，接受假

设 3a。学者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存在多个中介变量，

而这些中介变量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方向是不同

的，本文构建模型时只考虑了CEO薪酬，所以其系

数体现的是各个中介效应的累加结果（Andrew，

2009），导致出现了“不一致的中介效应”，即董事监

督薪酬通过CEO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间接

影响和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的直接影

响方向相反。说明受到激励的董事确实能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但是没有合理地设计CEO激励薪酬以实

现良性传导。股东未注意这条路径上的其他关节，一

味地增加董事的薪酬，这也可能是目前上市公司董

事薪酬普遍偏高的一个原因。

其次，分析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

息质量的关系。董事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

关，接受假设 1b。同时结果显示董事超额薪酬与

CEO薪酬正相关，接受假设2b。在对董事超额薪酬、

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回归时，董事超额薪

酬的系数依旧为负但不显著，CEO薪酬的系数显著

为负，表明CEO薪酬呈现完全中介效应，即董事超

变量

LnDirPay

Year
adj-R2

LnAssets
0.2247∗∗∗
（0.0000）

TDR
-0.0067

（0.8092）
Yes

0.7592

Fixed Assets
-0.7466∗∗∗
（0.0000）

CEO_Sh
0.1130

（0.5885）

First
-0.2946∗∗∗
（0.0001）

N
F值

Z-Score
0.0010∗∗

（0.0259）

Board Size
0.0550∗∗∗
（0.0000）

4662
1046.5123

Ind
-0.6865∗∗∗
（0.0030）

Type
-0.1912∗∗∗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变 量

LnDirPay_M

LnDirPay_E

LnCEOPay

TDR

ROA

adj-R2

F值

N

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

（1）

QAI

0.0166∗∗∗
（0.0000）

0.5612∗∗∗
（0.0000）

1.3643∗∗∗
（0.0000）

0.0477

77.8474

4662

（2）

LnCEOPay

-1.6881∗∗∗
（0.0000）

-0.0153∗∗∗
（0.0000）

0.0244∗∗∗
（0.0001）

0.0212

33.6186

4662

（3）

QAI

0.0179∗∗∗
（0.0000）

0.0008∗∗∗
（0.0071）

-0.0157∗∗∗
（0.0001）

0.0233∗∗∗
（0.0000）

0.0227

27.0581

4662

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

（4）

QAI

-0.0040∗∗∗
（0.0028）

0.4861∗∗∗
（0.0001）

1.0897∗∗∗
（0.0003）

0.0319

51.1440

4662

（5）

LnCEOPay

0.7250∗∗∗
（0.0000）

-0.0146∗∗∗
（0.0000）

0.0235∗∗∗
（0.0001）

0.0133

21.0030

4662

（6）

QAI

-0.0002
（0.4309）

-0.0039∗∗∗
（0.0046）

-0.0147∗∗∗
（0.0000）

0.0232∗∗∗
（0.0001）

0.0135

15.9060

4662

表 4 董事薪酬分解回归结果

表 5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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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没有直接影响而只有间接影响。

同时通过Sobel方法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接受假

设 3b。本文认为CEO薪酬的完全中介效应表明董

事作为监管者无法直接恶意操控会计信息获得个人

利益，只能通过与CEO合谋实现。超额薪酬的存在

是董事薪酬偏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部分公司

CEO薪酬偏高的原因，这种自利行为提高了上市公

司平均CEO薪酬，与董事监督带来的损失相互抵

消，最终呈现出一个正常范围内的薪酬水平（见表

2）。这说明CEO对薪酬的期望处于正常水平，只要

对董事和CEO的薪酬激励都到位，可以在不进一步

提高CEO薪酬市场平均水平的前提下，提高上市公

司会计信息的质量。

最后，通过计算可知，在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

息质量产生的影响中，有8.1%是通过CEO薪酬的中

介效应实现的，而董事超额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产

生的影响完全是CEO薪酬中介效应的作用。董事和

CEO之间兼具合谋和监督关系，都会导致会计信息

质量降低且合谋效应强于监督效应。虽然CEO激励

薪酬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但是如

果董事放弃了监督而选择与CEO同流合污会加剧

会计信息质量恶化的程度。

（三）进一步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1. 大股东监管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在

“委托人—代理人”的基础上加入监督人，是因为监

督人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及业务能力，能更好地履

行监督代理人的职责。在公司股权分散的情况下，董

事监督 CEO 的效果优于股东直接监督 CEO
（Baldenius et al.，2014）。但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董事

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是一条不良传导

变 量

LnDirPay_M

LnCEOPay

TDR

ROA

adj-R2

F值

N

First>50%
（1）
QAI

-0.0034
（0.5264）

2.8921∗∗∗
（0.0000）
11.6653∗∗∗
（0.0000）

0.0643
19.6674

815

（2）
LnCEOPay

-0.0071
（0.2756）

0.0348∗∗∗
（0.0007）
0.4240∗∗∗
（0.0000）

0.1178
37.1405

815

（3）
QAI

-0.0044
（0.4254）

0.0011
（0.1716）
0.0379∗∗∗
（0.0000）
0.4364∗

（0.0000）
0.1155
27.6026

815

First<50%
（4）
QAI

0.0186∗∗∗
（0.0000）

0.4489∗∗∗
（0.0004）
1.1966∗∗∗
（0.0001）

0.0534
73.3661
3847

（5）
LnCEOPay
-1.8989∗∗∗
（0.0000）

-0.0159∗∗∗
（0.0000）
0.0173∗∗∗
（0.0052）

0.0243
32.9441
3847

（6）
QAI

0.0212∗∗∗
（0.0000）
0.0008∗∗∗
（0.0098）
-0.0162∗∗∗
（0.0000）
0.0163∗∗∗
（0.0085）

0.0258
26.4533
3847

变 量

LnDirPay_E

LnCEOPay

TDR

ROA

adj-R2

F值

N

First>50%
（1）
QAI

-0.0080∗∗∗
（0.0040）

0.4861∗∗∗
（0.0001）
1.0897∗∗∗
（0.0003）

0.0540
15.4259

815

（2）
LnCEOPay

0.2301∗
（0.0783）

0.0320∗∗∗
（0.0012）
0.4336∗∗∗
（0.0000）

0.1228
38.9880

815

（3）
QAI

-0.0080∗∗∗
（0.0050）
-0.0340∗∗∗
（0.0007）
-0.0008

（0.2612）
0.4424∗∗∗
（0.0000）

0.1231
29.5665

815

First<50%
（4）
QAI

-0.0060∗∗∗
（0.0001）

0.4002∗∗∗
（0.0019）
0.9204∗∗∗
（0.0033）

0.0345
46.7415
3847

（5）
LnCEOPay
0.8124∗∗∗
（0.0000）

-0.0156∗∗∗
（0.0000）
0.0159**

（0.0106）
0.0152
20.7581
3847

（6）
QAI

-0.0059∗∗∗
（0.0001）

0.0001
（0.8149）
-0.0157∗∗∗
（0.0000）
0.0158∗∗

（0.0110）
0.0160
15.5785
3847

表 6 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表 7 董事超额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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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路径，需要纠正与改善。而当股权集中度较高

时，大股东具备自己监督CEO的能力，降低了对董

事的依赖，董事与CEO的关系不再紧密，即大股东

监督会影响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如图3所示。

为进一步验证大股东监督对CEO薪酬的中介

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是否会缓解薪酬设计不合

理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降低，本文选用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First）作为大股东对CEO监督能力的代

理变量，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超过 50%进行

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
表 6的结果显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

50%时，董事监督薪酬对会计信息质量有正向影响，

其中有8.2%的效应反映在CEO薪酬的中介效应上，

与全样本相比，中介效应更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高于 50%时，CEO薪酬、董事监督薪酬与会计信

息质量之间的关系都不显著，CEO薪酬的中介效应

消失。可以认为当大股东直接监督CEO的能力较强

时，形成了对董事监督的替代作用。

表7的结果显示董事超额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显著负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 50%时，

CEO薪酬呈现完全中介效应，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一致。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 50%时，CEO薪

酬与董事超额薪酬的相关性降低，中介效应减弱，这

可能是因为股东监管的加入使得董事与CEO的合

谋行为较难开展。综上，本文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

会形成股东监督替代董事监管的现象，对CEO薪酬

的中介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薪酬设计不

合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2. 稳健性检验。本文选用上市公司“所有董事

的平均薪酬”代替“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总薪

酬”作为“董事薪酬”的替代变量，检验研究方案的稳

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与表 5列示的回归结果

相比，表8中各系数都有细微差异，但是总体影响方

向及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变化，不改变本文结论，即本

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同时，本文也对进一步研究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限于篇幅

不列示实证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对会计信

息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探究高管薪酬影响会计

信息质量的内在过程，本文选取高管薪酬中的董事

薪酬和CEO薪酬，并将董事薪酬分解为监督薪酬和

超额薪酬，以2010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变 量

LnDirPay_M

LnDirPay_E

LnCEOPay

TDR

ROA

adj-R2

F值

N

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

（1）
QAI

0.0110∗∗∗
（0.0000）

0.5211∗∗∗
（0.0000）
1.2758∗∗∗
（0.0000）

0.0421
69.2206
3383

（2）
LnCEOPay
-1.3989∗∗∗
（0.0000）

-0.0149∗∗∗
（0.0000）
0.0253∗∗∗
（0.0000）

0.0202
32.0580
3383

（3）
QAI

0.0150∗∗∗
（0.0000）

0.0007∗∗∗
（0.0116）
-0.0153∗∗∗
（0.0001）
0.0243∗∗∗
（0.0000）

0.0207
25.6656
3383

超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

（4）
QAI

-0.0035∗∗∗
（0.0033）

0.4867∗∗∗
（0.0001）
1.1312∗∗∗
（0.0002）

0.0245
38.9788
3383

（5）
LnCEOPay

0.7527∗∗∗
（0.0000）

-0.0146∗∗∗
（0.0000）
0.0239∗∗∗
（0.0001）

0.0124
19.5018
3383

（6）
QAI

-0.0033
（0.3283）
-0.0003∗∗∗
（0.0047）
-0.0147∗∗∗
（0.0000）
0.0235∗∗∗
（0.0001）

0.0126
14.8650
3383

表 8 董事薪酬、CEO薪酬与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质量董事薪酬

大股东监管

CEO薪酬

图 3 影响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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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董事监督薪酬增加会直接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同时导致CEO受到更大力度的监管，无法暗

箱操作谋取利益。如果CEO丧失不正当收入的同时

未收到董事给予的与之相匹配的激励薪酬，导致其

总体薪酬下降，则会丧失工作积极性，从而使得会计

信息质量降低。公司对董事的激励作用因没有做好

CEO的薪酬设计而未能完全发挥，未完全实现“董

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良性传

导。董事超额薪酬的增加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降低，

但是只有间接影响而没有直接影响，董事只能通过

和CEO合谋获得超额薪酬，并通过操纵会计信息作

为掩饰，从而降低会计信息质量。

第二，董事和CEO之间既有监督关系又有合谋

关系，这两种关系都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使得董事

薪酬普遍偏高。薪酬激励制度存在较大问题，代理人

问题严重。存在“董事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

质量”的影响路径，CEO薪酬在董事监督薪酬和超

额薪酬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分别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和完全中介作用，合谋效应大于监督效应。上

市公司依然不能放弃对董事的薪酬激励，否则董事

放松监管、选择合谋带来的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更严

重。另外，股东监督对CEO薪酬的中介效应存在负

向调节作用，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缓解薪酬设计不

合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

（二）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①企业应针

对董事监督职能设置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同时要

求董事为CEO提供足够的薪酬激励，让其积极主动

地“弃暗投明”，使“董事监督薪酬→CEO薪酬→会

计信息质量”成为一条传导顺畅的正向影响路径，最

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②将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条

款加入董事薪酬契约，同时将会计信息质量评价指

标加入CEO考评体系，并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提

高董事会的独立性，或者提高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从

而降低董事和CEO合谋的可能性，即削弱“董事超

额薪酬→CEO薪酬→会计信息质量”的中介路径，

抑制会计造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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