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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企業治理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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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十年中，中國的經濟
改革推動了其經濟的迅速
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已制
定了建立西方式監管機制
和企業治理的政策，以努力提高國內和國外
公眾對其市場的信心。管在此方面取得了進
《世界
展，但其企業治理機制仍然很薄弱。
經濟論壇》在 2003 年的一項研究中，按照
企業治理能力對 49 個國家進行調查，中國
排名為第 44 位。
蘭德 2008 年的一項題為 《中國企業
治理：歷史與制度框架》的報告，描述了中國
企業治理機構的近期歷史，指出了該地區最
佳實踐發展的障礙，並提出了一些促進發展
的策略。
企業治理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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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中國政府幾乎控制了其經濟
的各個方面，並且大多數企業皆為國有企
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向現代化企業
治理邁出了第一步，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股
票交易所，並建立了一個新的政府機構 —
中國證劵監管委員會 (CSRC) — 以規整
其新的股票市場。在接下來的 10 年中，
出現了現代化企業架構，中國通過了其第
一部《公司法》，其中描述了公司的權利與
責任。非常明顯，該時期中國股票市場的投
資暴漲（參見圖表）。但儘管經過了此些改
革，相對于個體投資者，國有股東仍享有壓
倒性的優勢。2006 年，中國首次實施了一
些新政策，旨在解決國有股東和個體股東
之間持續的權力失衡問題。

摘要
儘管近年來中國的經濟迅速增長，其股票市場的
投資也節節攀升，但企業治理機構卻尚未成熟。
一項蘭德的報告分析了中國企業治理的發展，
描述了其最新改革，即已建立西方式的監管制度。
它還指出中國改革的障礙源於持續普遍實施的國
有制度，並提出了一些可以幫助解決這些障礙的策
略，以使中國向企業治理國際標準邁進。

為了說明中國企業治理的當前狀況，
該報告指出了兩套機構實體：公司的內部實
體與其外部實體。治理圈內部由股東大會、
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人員構成。治理圈外
部包括監管機構（主要是 CSRC）、股票交
易所、中國法律體系、審計系統和機構投資
者。該報告說明了這些實體在構建現代中國
的企業治理方面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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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ind Data 是中國金融市場最大的資料提供商之一。請參見
http://www.wind.com.cn/en/home.html.
注：RMB=人民幣，中國的貨幣。

發展障礙

1. 國有企業比例過高。上海股票交易所三分之二的上
市公司為國有企業，它是國家控制經濟形式的遺留產
物。該問題是眾多其他發展障礙的源頭，例如：董事會
缺乏獨立性，以及內幕交易。它帶來的影響還包括：將
資源引向公司之外、降低了資本市場的流動性、打擊了
中小投資者進行長期投資的信心。最近的改革已加強
了對小投資者的保護，但對他們而言，要與國有股東
持不同意見仍很困難。
2. 所有權集中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 董事會缺乏獨立性。
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一般都由公司占主導地位的
所有者（通常是中國政府）來選擇和罷免。導致的結果
是，董事在履行誠信責任時可能受到妨礙，而監管者不
太可能獨立於董事會和高級管理者。
3. 猖獗的內幕交易。由於很多中國企業都是國有企業，擁
有非交易股票，在這些公司的內幕人員就通過股票發
行來獲取財富。這個問題是如此氾濫，以至於中國一
位知名的經濟學家曾將這種股票市場稱作「毫无规则
的赌场」。1這個問題因缺乏明確定義的「誠信責任」觀
念和中國法律的執行不力而更加惡化。
4. 控制虛假財務資訊披露的機制薄弱。在中國，捏造企
業財務報表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儘管已採取了一些措
施來改變長期容忍腐敗的企業文化，但會計行業、媒
體和法庭的薄弱環節削弱了改革力度。會計職位很難
獨立於管理層，並嚴重缺乏合格的審計人員。儘管媒體
已經在披露公司欺詐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是記者的雇
傭過程常常受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影響。直到 2001
年中國才有了證券訴訟。正是在那一年中國高級人民
法院為投資者制定了一個框架，對上市公司披露虛假
財務資訊造成的損失提起訴訟。但時至今日，該過程
仍非常緩慢且繁瑣。針對 14 家公司的大約 1,000 項
訴訟已立案，但大多數仍毫無進展,法院處理的案例沒
有一例是偏向于投資者的。

5. 最終，中國繼續遭受著不成熟資本市場之苦，其顯著
特徵為：中國的銀行對國有企業很優待、發行企業債券
很困難、缺乏不透過交易所而由買賣雙方直接交易的
證券市場和企業債務市場。
未來前景和建議

儘管如此,該報告的作者對中國的企業治理發展持樂觀態
度。他們指出上市公司國際化程度不斷增加，如那些香港
的上市公司，這作為一種趨勢，已幫助這些公司向國際企業
監管標準看齊。他們還指出新的政府政策允許中國大陸公
民對非大陸股票市場進行投資，這種舉動將會迫使大陸企
業與香港企業競爭投資者。同時，隨著中國的市場經濟的
成熟發展，它將促使產生更多富有經驗的人士。他們將成
為市場急缺的公司經理、獨立董事和註冊會計師。
為了克服障礙，改良企業治理，作者推薦了一系列的策
略。這包括更好地定義監督委員會的功能、投資者起訴管
理人員更加便利、對內幕交易實施更嚴厲的懲罰—這一切
措施其他專家都曾推薦過。作者們還建議：復興當前禁止
的區域性場外交易市場、建立激勵機制，以鼓勵對內幕交
易的舉報和宣傳誠信責任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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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怒斥股市黑莊》經濟半小時，2001 年 1 月 14 日。根據
2008 年 10 月 22 日資料：http://finance.sina.com.cn/t/32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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