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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话题

要重视“无主”上市公司的治理
《中国证券报》 报了一组令

文 / 苏培科

人非常诧异的数据，截至 11 月 2

公司只有三分之一的流通股，大
股东的法人股一直被锁定，于是

日 A 股上市公司中共有 156 家
无实际控制人。 其中，沪市主板
有 64 家， 深市创业板有 27 家，

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非常
高，各种掏空上市公司、挪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屡有发生，很

深市中小板有 30 家， 深市主板
有 35 家。 导致“无主”的主要原
因为： 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原
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减持、定
增稀释股权、换届选举导致管理

股权分置改革之前，大部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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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将其归咎为大股东一股独
大，各种呼吁股权分散化和多元

需要花时间成本和财物投入，而
股东收益却有限，因此股东一般
会理性选择搭便车，对公司经营

份， 导致持股仅 0.66%的孙煜曾
“被动”成为第一大股东，其股权
的分散程度可想而知，于是后来

是想敌意收购。 事实上美国很多
个人股东持股的目的是为追逐
股息和股价差额收益，而机构投

管理漠不关心，导致经营层控制
公司， 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而

被国家队、 恒大系屡屡进驻，但
直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发生重大

资者作为私人投资者的代理，受
到股权终极所有者 （基金投资

公司经营管理层为了短期绩效
往往会采取竭泽而渔的短期行

的改变，分散的股权结构与上市
公司经营管理层之间似乎成了

者）短期获利要求的制约，决定
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分散风险、

为，不会做长远布局和长期经营

两张皮，机构们进入这些股权分

改变投资组合、优化资产配置来

的打算。
而有实际控制人和有绝对大

散的公司，给市场释放强庄入驻
的信号，但最终这些股权分散的

提高投资收益， 二者都无兴致控
制上市公司和亲自上手经营运作

股东的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不同，
尤其创始管理人在公司担任高

公司都成为机构们炒一把概念
就撤的套利工具，没有一个大股

公司。 因此美国上市公司股权相
对分散，但公司治理相对健康，而

东都想减持套现走人，当然这与

管，不是单一地追求经济利益，他

东愿意进入公司经营管理层来

且又有 AB 股制度来确保企业创

A 股高估值有关， 很多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对公司未
来没有信心。

们对企业有强烈的依恋感， 往往
会将公司的价值和未来作为自身
价值的延伸， 有时不会计较自身

主导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有大量
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不

始人和经营管理层的核心决策
权，再加上完善的期权激励机制，
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目前中国 A

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就是
很多 A 股上市公司每年的净利

的报酬与得失。 当然这需要合理
的股权激励机制， 如果一个上市

足 5%， 为何经营管理和上市公
司治理如此高效？ 而且问题没有

股上市公司面临的问题。
从美国公司治理的经验来

润不够在北京买一套房，有些上
市公司甚至在卖房度日，但 A 股

公司的一把手不持有公司股份或
者象征性持有， 则经营管理目标

A 股市场那么严重？ 美国市场与
A 股市场是有差异的， 美国上市

看，对股权分散的公司经营管理层
应该实施股票期权激励，可以鼓励

与股东利益最大化很难有效统
一，其实“无主”上市公司之所以

公司不像 A 股隐含这么高的壳
费，垃圾公司退市率很高，我们

经营管理层的积极性，也可以避免

主张“野蛮人”控制上市公司，结

上市公司 1%的股份却能买好多
套房，显然上市公司大股东逃跑

果导致这些“无主”上市公司进
入两难境地。

不是无缘无故的，这种现象应该
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要重视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梅雁吉祥（600868.SH）曾是

看到的美股大都是好公司，大量
的问题公司都快速退市了。 另外

长远发展和忽视股东权益。

这也是 A 股市场遇到的新
现象。 前些年 A 股市场还在苦恼

理论上， 股权高度分散的上
市公司往往持续经营能力较差，

非常典型的“无主”上市公司案
例，2005 年大股东梅雁实业的持

美国市场的契约精神和职业经
理人制度比较成熟，财务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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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尤其在

这是因为股东参与上市公司治理

股为 23.25%， 此后一直减持股

对控制上市公司并无兴趣，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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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变更以及 IPO 前股权分散等
原因。
所谓“无主”就是不愿意再
履行控股股东的职责和信披义
务， 上市公司股权异常分散，公
司实际控制权在经营管理层。 这
些被大股东抛弃的上市公司自
然是不太好的公司，但如果有人
想从二级市场进入控制这些公
司也没那么容易，上市公司经营

化的声音不断，但没几年工夫就

从美国公司治理的经验
来看，对股权分散的公司
经营管理层应该实施股
票期权激励，可以鼓励经
营管理层的积极性，也可
以避免他们只重视短期
利益而忽略公司长远发
展和忽视股东权益。

管理层会排斥，监管部门也不太

上接

出现了现在的新情况，没人愿意
承担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的职
责，大多数 A 股上市公司的大股

他们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略公司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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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总是选择比自己好
很多的人进行对比，也就是往上

言，理性经济人会充分考虑到各
种收入的来源和状况，从而形成

不停地进行社会比较，从而人们
对自身处境做出误判、产生无穷

人来求职，公司就招不到合适的
员工， 这样的公司迟早会被淘

盟。 问题在于，在效率工资假说
下，一个公司采取了高出均衡水

力消除劳动市场上的不公平竞
争， 让劳动力充分流动起来，让

比较。 这在潜意识里体现了人们
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但客观上

一个统一的收入口径，比如一生
的总收入、持久收入等等。 这些

无尽的烦恼，都来源于此。
小张的第二个认知偏见来

汰。 反之，如果公司给得太高，成
本就会上升太快，公司也缺乏竞

平的工资策略，就会吸引大量的
求职者来求职，求职者之间的竞

劳动市场公开透明，让劳动市场
的法律保障和其他制度保障完

也是人们烦恼的根源。 往上比
较，意味着给小张再多的工资也

收入口径下的收入水平是绝对
额，不是相对额，从而人们关心

自于对收入决定的误判。 小张总
认为自己拿得少是所在公司给

争力。 最终，市场竞争会形成一
个均衡工资水平，同样的岗位在

争会提高该岗位的实际人力资
本水平，从而获胜的求职者最终

善化等等。 收入高低很正常，但
这个高低得有道理才行。 如果因

不会得到好的评价，因为总有别
人比自己拿得多。 经常听到有人
在私下说， 凭什么他拿那么多？
凭什么他是财务总监？ 如此等
等。在社会比较当中，人们会高估

的是如何通过提升自己的人力
资本水平来获取更多的收入，这
种情况下是理性的。 但新兴的行
为经济学则不这么看，现实的人
其实不可能充分预见自己一生

的少。 表面上看，小张的工资是
其所在公司发的，的确取决于公
司本身。 问题在于，对公司而言，
小张的工资就是支出项，构成成
本的一部分。 公司要挣钱，就得

不同的公司中收入差不多。 所
以，如果小张选择跳槽，实际上
是无法提高其工资水平的。
当然，在市场上还存在这样
一种情形，有一类公司愿意给出

所得报酬依旧是和人力资本水
平相称的。 也就是说，求职者并
没有占到便宜。 劳动市场的竞争
在一般情况下会让劳动者的报
酬和其人力资本水平匹配，这是

为劳动市场的各种扭曲和不恰
当干预导致了收入差异，那么就
会导致真正的不公平，这才是应
该重视和解决的。 不过我们还要
注意另一个隐含的更重要的问

自己的价值，而低估别人的价值，
从而产生收入不平等的错觉。

的收入状况，也不可能清醒地认
识到自己的收入是否是劳动市

尽量降低成本。 在一个劳动市场
上， 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劳

高于均衡工资的工资水平，这个
被称作
“效率工资假说”。 这些公

劳动市场有效的核心。
小张是地道的北京人，不存

题，就是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各
样的社会原因输在了起跑线，这

过去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社
会比较是一个问题。 对收入而

场的均衡收入水平，真实的情况
是， 人们总是选择某个参照点，

动者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假如
一个公司给得工资太低，就没有

司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想
通过高工资吸引更好的员工加

在禀赋差异问题。 消除小张这类
人的抱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努

个时候上面的分析就不适用了。
这个后文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