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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公平与财务理论创新
——兼论我国企业财务公平理论的发展

【摘要】企业在进行财务决策时可能会考虑财务经济学假设之外的因素。探讨将公平因素嵌入到企

业财务的理论背景、政策背景和实践背景，并介绍财务公平理论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进而总结出该理

论的未来研究方向，如：国企高管限薪后财务后果及政策调整研究、高管薪酬方面的细分研究、无实际控

制人的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分配公平性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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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公平理论提出之背景

（一）理论背景

学术界普遍认为财务与效率有缘，而与公平无

关。学者们对财务目标提出“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

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等，对资本结构提出“资

本成本最小化”和“每股净利最大化”，对投资决策提

出“净现值最大化”，等等。这些表述背后所蕴含的逻

辑是：企业追求的是效率，员工工资、利息、税负都是

扣除项，越少越好。这种情况究竟是理论演绎之缺

陷，还是现实经济生活的写照？笔者认为，传统的公

司财务学根植于经济学，有各种脱离现实的假设（如

企业同质性、股东同质性、信息对称性、理性经济人

等），可以称之为财务经济学。与此对应的是现实财

务学或财务管理学，其以研究无假设条件下的财务

问题为己任，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企业各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分配为研究主题的财务，可称之

为“财务公平学”。

一些财务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公平”在财务研究

中容易被忽视。任霭堂、雷光勇[1]认为，遗忘公平而

单纯地强调效率是极不明智的。兼顾公平目标有

利于各种效率目标的衔接与协调。罗福凯等[2]认为，

兼顾效率和公平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外部性。袁

振兴[3]认为，在利益相关者财务框架下，不可能实现

股东或某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企业的

财务目标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李心合[4]

认为，“在论及公司财务目标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说到公平，人们自然会想

到收益分配，而实际上，公平的内容还应包括权利分

配，在财务学上就是财权安排”，然而“公平问题在财

务学中不占据任何位置”。普通员工工薪支付的多

少、高管薪酬支付的多寡、债务利息支付水平的高

低、企业承担税负的高低等，不仅会影响股东净收益

等效率指标，也涉及劳动与资本、债权人与债务人、

企业与政府之间财务利益的公平处理问题。系统、深

入地研究企业财务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劳资

财务公平问题、不同资本之间的财务公平问题、财务

公平影响因素问题等，是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义不

容辞的义务。

从广义上来说，财务公平应该包括财务权力的

公平和财务分配的公平。财务权力，或称财权，在现

代公司治理下要在所有者、经营者之间进行分割。股

东大会、董事会、经营层之间会就财权的具体权限进

行适当分配。如果财权分割不当，可能会导致权力滥

用或无权可用，最终导致企业风险无法控制。在一些

强调民主理财、员工持股的公司中，员工可能会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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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定的财权，比如董事会中有一定比例的员工董

事，监事会中有一定比例的员工监事。在一些特定情

形下，比如发行巨额公司债、股票回购、破产重整等，

优先股股东、主要债权人也会被赋予一些事项的财

权。公平地将财权赋予股东、经理层、员工、债权人，

保障其应有的权力，是现代公司财务的重要内容。本

文重点探讨的是财务分配公平的研究发展过程及观

点评析。

（二）政策背景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宗

旨。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

目标，并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社会产品得到极

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社会效率得以

长足进步，但与此相伴的是公平问题的产生。根据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 2003 ~ 2008年的基尼系

数分别为 0.479、0.473、0.485、0.487、0.484和 0.491，
介于 0.47 ~ 0.5之间，非常高；自 2009年开始逐年回

落，2009 ~ 2014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490、0.481、
0.477、0.474、0.473、0.469，均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

社会贫富差距“警戒线”0.4，因此不容掉以轻心。

公平和效率在任何时候都是相伴而行的。现实

财务学要在考虑效率的同时思考公平。近年来，我国

基尼系数一直在 0.45以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敏锐地觉察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关系需

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夏雪花[5]的统计，中国共产

党在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对于“公平”和

“效率”的提及次数，十六大之前对“效率”的提及次

数远超过“公平”；十六大时两者持平，均为 4次；而

十七大报告中“公平”提及15次，“效率”只有4次；十

八大中“公平”提及 21次，“效率”只有 3次。可见，党

在“公平”与“效率”的认识上出现了“拐点”。中国共

产党把公平问题上升到十分重要的高度，从改革初

期的“效率优先”到如今“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促使

笔者思考“公平”在企业财务学中的地位。不少学者

寄希望于政府通过再分配来解决公平问题，但笔者

认为，初次分配也是解决公平问题的重要环节，不可

忽视。企业的财务，既要处理大量的效率问题，也要

时时面对公平问题。

（三）实践背景

十八大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

分配体制改革，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提

高等思想。这无疑对企业劳资关系和谐、财务效率和

财务公平兼顾、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民营

企业，这些企业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和税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企业也不同

程度地存在过于偏向股东利益、忽视员工收入的适

度增长，即劳资财务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此外，在一

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中，员工收入增长远远超过劳

动生产率增长，这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质疑。这两种

情形在经济学上分别称为“利润侵蚀工资”和“工资

侵蚀利润”。进入21世纪后，要素分配格局发生了变

化，劳动收入比重大幅下降，20世纪 90年代劳动收

入占比在50%以上，2013年下降至38%，资本收入份

额占比由过去不到 30%上升至 50%，说明我国收入

分配格局由过去的“工资侵蚀利润”转向“利润侵蚀

工资”[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认为，剩余价值是可

变资本创造的，不变资本只是转移价值。在 20世纪

80年代，一些国营企业尝试实行“除本分成制”，让

职工参与新创价值的分享，但未能大面积推广。在我

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员工薪酬与资本回

报的矛盾处理问题，掩盖或回避都不是正确选择，唯

有直面问题，才能妥善加以解决。

曾庆生、陈信元[7]对 1999 ~ 2002年持续运营的

上市公司雇员人数的研究发现，超额雇员和高工资

率两个因素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

司承担了更高的人力成本支出。著名家电企业新飞

公司劳资关系紧张，引发罢工，并要求更换外方股东

的部分管理层。罢工背后的信息是，该公司员工已十

年没有涨工资了，而且亏损严重。笔者认为，妥善处

理员工收入和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正日益成为初次

分配问题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8]。2008年金融危

机以来，实业资本回报率持续低迷，虚拟资本回报率

居高不下，财务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不同行业、不同

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竞争环境、不同地区的财务

公平的差异性问题。

二、企业财务公平理论观点综述

（一）财务公平与财务基本理论关系

企业财务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财务活

动讲究效率，财务关系讲究公平。财务效率与财务公

平二者通常是相互影响的。财务公平主要指企业利

益相关者在财务利益分配上的公平性，包括劳动提

供者与物质资本提供者的财务公平、物质资本委托

方与受托方的财务公平、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



2018.11 财会月刊·5·□

的财务公平、新老股东之间的财务公平、普通股股东

与优先股股东之间的财务公平、股东与债权人之间

的财务公平等。

在不同的企业中，财务公平与财务效率的偏向

性存在差异，利益相关者财务公平的优先次序有所

不同。有的企业偏向财务效率，有的企业偏向财务公

平，有的企业则兼顾财务效率与财务公平。我国的国

有企业属于财务公平与财务效率兼顾型企业，在财

务公平内部则优先考虑劳资财务公平。劳资财务分

配既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正和博弈（合作共

赢）或负和博弈（冲突共输）。妥善处理劳资关系要建

立双方协商机制，考虑劳动力市场、实际贡献和工龄

等因素。

从单边治理到多边治理是大势所趋，相应地，企

业从股东独享税后利润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共享增值

额也是必然。财务学必须把企业初次分配当成自身

的研究内容。

（二）不同类型的企业劳资财务公平测度研究

王灿等[9]以沪深A股2004 ~ 2011年国有与非国

有劳动密集型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劳资财务公平

情况，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普通员工薪酬收

入比重呈上升趋势，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普通员

工薪酬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普通员工单位薪酬创造的营业收入高于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收入

比重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普通员工受到的财务不公平较为严重，而高管在薪

酬收入获取上明显谈判能力更强，不存在财务不公

平问题。

从知识密集型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分配公平测度

研究来看，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内资本处于绝对强

势地位，而劳动者议价能力弱，呈现“资强劳弱”的现

象；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核定职工薪酬水平时较少

考虑市场化机制，存在向职工超额支付薪酬、“讨好

职工”的财务行为。

外部市场竞争程度不同，会影响上市公司员工

劳资财务公平。市场化进程较慢的西部地区相比市

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员工薪酬欠公平问题更

为严重，并且非国有企业的员工薪酬不公问题更加

突出。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垄断行业的总体平均拉

克尔系数较高，说明垄断企业存在财务分配不公平

的现象，而且员工薪酬具有向下调整难的刚性特征。

另外，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市公

司劳资财务分配公平总体水平较低，国企劳资财务

公平性显著优于民企。

基于股权结构的研究视角发现，金融行业的国

企与非国企的劳资财务分配公平性都不够，高管与

普通员工薪酬差距较大，并且不同金融板块上市公

司劳资财务公平性存在显著差异。研究高管薪酬财

务分配后发现，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呈现出弱负相关性。国有

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性质上的差异并没有明显

导致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不同。

调查研究中发现，评价高管业绩的EVA考核体系对

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有限，仍需要改进[10]。

（三）不同国别的企业劳资财务公平测度

1. 中日企业劳资财务公平比较研究。终身雇佣

制度、年功序列工资制度和企业工会制度这三项制

度在调节日本劳资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帮助日本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劳资关系。相对来

说，日本企业的员工薪酬刚性比较强。吴思琦[11]选

取中、日两国上市公司中的龙头企业作为样本进行

研究，我国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50指数的上市公

司为研究样本，日本以东京证券交易所核心30指数

（東証株価指数コア30，TOPIX CORE 30）的上市

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 2012 ~ 2014年财务报告数

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这三年的拉克尔系数

均值为 34.08%，日本上市公司这三年的拉克尔系数

均值为 40.70%。可见，中、日两国企业的员工薪酬公

平性存在差异，日本企业的员工薪酬财务公平性

略优。

2. 中瑞企业劳资财务公平比较研究。根据杨姗

姗[12]的研究，瑞典样本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 ~ 2013
年的人均薪酬维持在 60万 ~ 70万元之间，波动不

大；我国样本上市公司的人均薪酬差距在17万 ~ 30
万元之间，与瑞典相比仍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国的人

均薪酬逐年攀升，与发达的国家差距不断缩小。这也

与方军雄[13]对上市公司研究后得出我国劳动收入

比重上升，且已初步具备业绩敏感性的观点相符合。

从产出的角度来看，瑞典的人均净利润在 2010 ~
2013年期间逐年攀升，从 1.048万元上升到 3.081万
元，这四年人均净利润平均为 2.101万元；我国则基

本在2.4万 ~ 2.9万元之间，波动不大，这可能与行业

的宏观经营环境有关。瑞典的拉克尔系数在四年间

基本维持在80%以上，但先降后升略有波动。由于高

科技行业自 20世纪 90年代起便受到瑞典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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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鼓励和扶持，这个数值也符合瑞典当时的经

济状况，员工所得占据公司增值额的绝大部分。但

是，瑞典最大的问题是由激励过度带来的产出效率

不高。我国的拉克尔系数在 40%左右，略高于

0.39395，劳工成本在高新技术行业相对较高。

3. 中美企业劳资财务公平比较研究。美国的资

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崇尚“股东至上”主义，强调企业

业绩是首席执行官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致，首席执

行官的能力、素质等被归属于“人力资本”因素，与物

质资本的所有者股东共同瓜分企业的利润。债权人

对企业的投资可获得固定收益，劳动者的薪酬在参

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结合劳资谈判来确定。王灿[14]

以BVD数据库中 2001 ~ 2014年我国大陆和美国的

工业部门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员工所得

占公司增值额的比例与企业经营状况、发展进程的

动态关系，以描述、评价各国的动态财务公平状况。

实证结果显示，不论是员工所得占比还是人均薪酬，

我国大陆的绝对数值均远远低于美国；但是从回归

结果来看，没有发现能够明显证明我国大陆工业部

门上市公司财务分配不公平的证据。

三、企业财务公平理论发展展望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财务公平问题的研究刚起

步，有很多需要拓展研究的问题。

1. 国企高管限薪后财务后果及政策调整研究。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中，CEO的薪酬与其业绩呈

线性相关。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占有的是公共

资源，适当限薪是必要的。但如果限薪导致明显的内

部财务不公平和外部财务不公平，高管离职率高或

者出现严重的消极财务行为，则必然会增加代理成

本，使企业价值降低。

2. 高管薪酬方面的细分研究。例如：高管薪酬

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造成的不公平；高管薪酬内部差

距过大是否会导致内部控制有效性降低；高管薪酬

外部差距是否会导致高管队伍稳定性降低；高管薪

酬与员工薪酬差距对次生激励的影响等。

3. 新类型上市公司劳资财务分配公平性研究。

比如，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目前我国有 100多
家，这类上市公司在失去控股股东监督的条件下，是

否存在比较严重的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是否有故意

压低普通员工薪酬水平来提升公司绩效等问题，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公司财务应该是效率财务（Efficiency Finance）、
公平财务（Equitable Finance）、道德财务（Ethical
Finance）、环境财务（Environment Finance）的共生系

统。只有包含这些因素，“共生系统”才可能无限接近

现实中的公司财务。笔者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财

务公平”研究中，为我国财务学理论创新发展和企业

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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