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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引入高管薪酬的相对分位数来衡量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袁并将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

司的数据实行分组处理袁进行对比分析遥 实证结果表明袁我国高管薪酬分配差距大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渐恶化的

趋势遥 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袁并且这种影响在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加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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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和文献综述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以来就备受关注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袁企业间职位设

置和职责划分日趋一致和透明袁企业高管会将自己

的薪酬水平与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高管进行横向比

较遥 职位相同尧职权相似尧能力相近的高管更加注重

薪酬的外部公平性遥 因此袁应当注重对高管薪酬的

公平性的研究遥
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差距研究的主要理论有

行为理论和锦标赛理论遥 行为理论认为员工之间的

薪酬差距不应过高袁否则会抑制其积极性袁较小的

薪酬差距则可以改善员工之间的关系袁避免内部消

耗袁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遥 [1]张正堂发现高管团队的

绝对薪酬差距和相对薪酬差距均对企业绩效产生

负面影响袁符合行为理论遥 [2]锦标赛理论将员工看做

是锦标赛当中的比赛者袁根据竞争中比赛者获得的

不同名次袁分别给予不同的奖励袁认为这会对员工

产生激励作用袁努力争先实现组织目标遥 [3]罗华伟等

通过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实证研究袁发现其正向超

额薪酬差距未对企业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袁并不符合

锦标赛理论袁同时发现金融危机后高管薪酬差距有

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遥 [4]而林浚清等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袁我国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存在正

相关关系袁符合锦标赛理论的预期遥 [5]

考虑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袁还应当

加上产权因素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分组研

究遥 高雷等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量与当年

企业会计绩效显著相关袁相对薪酬差距受到产权性质

的影响遥 [6] 黄再胜等认为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不健

全尧高管身份不明晰和受政府管制等因素使得高管

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不理想遥 [7]还有学者从内部公

平和外部公平视角对高管薪酬差距进行研究遥 吴联

生等首先关注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袁将薪酬差距

分为合理薪酬和额外薪酬袁并以额外薪酬的大小来

衡量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遥 [8]步丹璐等将高管薪

酬的公平性分为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袁同时对于薪

酬公平性的量化处理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遥 [9]

黄辉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外部不公平程度显著降低内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09

收稿日期院2015-10-06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1408085MG138冤
作者简介院盛明泉渊1964-冤袁男袁安徽淮南人袁安徽财经大学教授袁主要从事公司财务与会计研究遥

论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要要要基于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

盛明泉袁许冬颖
渊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袁安徽 蚌埠 233030冤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5 年 11月 第 13卷 第 6期

Vol.13 No.6 Nov. 2015

56



变量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计量

被解释变量 Roe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期初期末平均净资产总额

解释变量 Eq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 高管薪酬水平 ai/行业最高薪酬 Amax
控制变量 Size 公司规模 公司总资产的对数

Lev 企业财务杠杆 企业负债总额 /企业资产总额

Num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总人数

Dual 是否兼任 如果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取 1袁否则取 0
Shold 管理层持股比例 包括董事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比例

Year 年度控制变量 当样本选自制定的年份时袁Year 取 1袁否则取 0

表 1 变量设计

部薪酬差距的正向激励效果; 并且外部不公平程度

与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存在替代关系遥 [10]王莉尧
孙文刚认为薪酬公平表现为个人公平尧内部公平和

外部公平袁三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占比重不

同袁企业在设计薪酬时应当考虑不同时期的不同比

重遥 [11]祁怀锦尧邹艳沿袭步丹璐的量化研究思路袁实
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是影响我国上

市公司企业绩效的显著因素遥 [12]

目前学术界关于高管薪酬公平性研究主要集

中于企业内部高管之间薪酬差距对生产经营的影

响袁对于同行业不同企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研究

较少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在考虑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

性时要特别考虑企业性质尧 企业所属行业等的影

响遥 国有企业由于野限薪令冶和全民监督的存在袁其
数据存在一定偏差袁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遥 且行

业的性质不同袁经营环境不同袁高管的薪酬构成也

有所差异袁薪酬差距带来的不公平感不强遥 因此本

文仅选取了 2005要2014 年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

司的数据袁分析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袁以期取得管中窥豹的效果遥
二尧研究设计

渊一冤研究假设

根据对文献的梳理袁本文提出如下两点假设院
假设 1院 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

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遥
假设 2院 金融危机对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产生正向显著影响遥
渊二冤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参考步丹璐等[10]提出的公司高管的相对薪

酬分位数的方法来研究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遥 首

先袁搜集同年同性质同行业的所有高管的薪酬水平

数据袁定义为变量 ai遥 其次袁从这些数据中选取高管

的薪酬水平的最大值袁定义为 Amax袁则该行业所有高

管的薪酬支付水平就介于 0~Amax遥 i 公司其高管的薪

酬水平在同行业中的相对薪酬分位数为 aiAmax
袁定义

该变量为 Eq遥 若 i 公司高管薪酬越高袁则相对薪酬

分位数 Eq 越接近 1袁分配越不公平曰高管薪酬越低袁
则 Eq 越接近 0袁分配同样不公平曰Eq 处于 0.5 附近

表明薪酬处于平均水平袁分配较为公平遥 所以可以

选取相对薪酬分位数 Eq 作为企业高管薪酬的外部

公平性的量化指标遥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渊Roe冤
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水平的标准遥

由于企业绩效受到公司总资产袁公司财务杠杆

诸多变量的影响袁根据吴联生尧[8]祁怀锦尧[12]罗华伟[4]

的研究成果袁借鉴 Core 等[13]的思想袁本文的回归模

型构建如下:
= 0 + 1 q + 2 + 3 + 4 + 5 +

6shold+ 7 ear+ +
其中 0 为常数项截距袁 1~ 7 为解释变量的系

数袁 为非观测的公司特征效应袁 为随机误差项遥
渊三冤变量的设计及计量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变量设计及计量遥 高管

薪酬外部公平性以相对薪酬分位数 Eq 作为衡量指

标袁同时选取国泰安数据库中野高管前三名薪酬总

额冶 的平均值作为高管薪酬水平 ai 的替代变量曰选
取所收集的高管薪酬水平数据 ai 中的最大值作为

行业最高薪酬 Amax 的替代变量遥
企业绩效的变量设计及计量遥 本文选取净资产

收益率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袁所有者权益总额

和净利润总额均以企业账面价值作为衡量标准遥 被

解释变量尧解释变量及各相关控制变量的定义和计

量见表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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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 2005 年才开始要求上市公司的年报

披露高管人员的薪酬袁所以本文选取的初始研究样

本为 2005要2014 年中国沪深 A 股民营房地产上市

公司高管薪酬的数据遥 首先剔除被 ST尧*ST 和 PT
类尧退市公司数据袁其次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尧异常尧
净利润为负尧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的公司数据袁最终

得到了 473 个公司年度观测样本数据遥 本文所使用

的研究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袁数据处理采用使

用统计软件为 Excel2007 和 Stata12.0遥
三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描述性统计分析

回归模型中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 2
所示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净资产

收益率渊Roe冤的平均值为 10.76%袁中位数为 9.22%袁
标准差为 0.088袁这表明最近 10 年来我国民营房地

产上市公司发展较快袁绩效变化比较稳定遥 高管薪

酬的外部公平性 渊Eq冤 的均值为 0.21袁 中位数为

0.15袁标准差 0.200袁这表明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较差袁分配较为不公平遥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e(%)
Eq
Size
Lev(%)
Num
Dual
Shold(%)

0.1076
0.2104
21.90
0.5786
8.289
0.1953
0.3338

0.0922
0.1451
21.87
0.5975

9
0
0

0.0886
0.2008
1.379
0.1916
1.789
0.3969
1.938

0.0003
0.0133
18.59
0.0161

5
0
0

0.5003
1

25.13
0.9269
15
1

19.73
我国民营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

变化情况如表 3所示遥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近 10 年来

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

渊Eq冤的平均值分布在 0.1579~0.3187 之间袁总体来

说外部公平性较差袁 各公司的薪酬分配较为不公

平遥Eq 的中位数分布在 0.1002~0.2880 之间袁并且各

年的平均值均高于于中位数袁说明总体分布服从右

偏分布袁我国大多数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支付的高

管薪酬低于平均水平袁并且存在着个别民营房地产

上市公司支付了很高的高管薪酬袁大多数民营房地

产上市公司则支付了较低的高管薪酬袁薪酬支付差

距很大遥2005 年 Eq 值最小为 0.0695袁这说明同一行

业某些高管的薪酬只有同行业翘楚的 6.95%袁 显得

较为不公平遥

表 3 我国民营房地产企业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描述性统计

年度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小值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Total

Eq
Eq
Eq
Eq
Eq
Eq
Eq
Eq
Eq
Eq
Eq

0.3187
0.3241
0.2740
0.2575
0.1579
0.1710
0.1773
0.2066
0.1732
0.1869
0.2104

0.2326
0.288
0.2513
0.2121
0.1002
0.1095
0.1211
0.1523
0.1125
0.1265
0.1451

0.2469
0.2401
0.1871
0.2069
0.1973
0.1973
0.1622
0.1862
0.1864
0.1918
0.2008

0.0695
0.0937
0.0225
0.045
0.0201
0.0350
0.0250
0.0307
0.0133
0.0178
0.0133

1
1
1
1
1
1
1
1
1
1
1

根据表 3 的数据绘制 2005要2014 年 Eq 平均

值尧中位数和最小值的趋势图遥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袁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Eq 的平均值尧 中位数和最小值均

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袁这意味着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

性正在不断恶化袁高管薪酬的分配越发不公平遥 其

中袁Eq 的最小值的降低幅度较为缓和袁 意味着拿最

低薪酬的高管的相对工资水平变化不明显袁这说明

房地产行业对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还是有所控制

的袁最低值并未突破底线遥 Eq 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变

化较大袁2005 年尧2006 年处于较高值袁 之后则迅速

下降袁意味高管薪酬水平在 2005尧2006 年之后迅速

恶化遥 在 2008 年两项数值均出现大幅降低袁高管薪

酬外部公平性陡然恶化袁造成这种野跳水冶现象的可

能原因是 2008 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对我国房地产

行业造成的冲击所致袁规模较小的上市公司为抵御

危机大幅削减了高管的薪酬遥

0.0500
0.1000
0.1500
0.2000
0.2500
0.3000
0.3500

0.0000 20132012201120102008200720062005 20142009
平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图 1 2005要2014年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变化趋势

渊二冤回归分析

本文建立了高管薪酬相对分位数 Eq 与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 Roe 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袁选取了

多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遥 若这些变量之间

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袁建立的模型就会收到多重共

线性的影响袁使得回归的结果出现偏差遥 因此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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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Eq Size Lev Num Dual Shold
Roe 1.0000
Eq 0.2759***

0.0000
1.0000

Size 0.2800***
0.0000

0.3022***
0.0000

1.0000

Lev 0.3341***
0.0000

0.2245***
0.0000

0.6652***
0.0000

1.0000

Num 0.1202***
0.0090

0.1461***
0.0015

0.1319***
0.0041

0.0357
0.4389

1.0000

Dual -0.1084*
0.0186

-0.0508
0.2708

-0.1090*
0.0179

-0.1182*
0.0103

-0.1515***
0.0010

1.0000

Shold 0.0683
0.1390

0.1700***
0.0002

0.1832***
0.0001

0.0815
0.0773

0.0223
0.6290

0.1512***
0.0010

1.0000

对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 Pearson 相关性

检验袁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出现遥 表 4 列示了回归

模型中全部自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遥
通过观察表 4 的数据可以发现袁解释变量及控

制变量之间 Pearson 相关系数很低袁 显著性水平也

较低遥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 Eq 与董事长是否兼任

总经理 Dual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袁可能的原因是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袁经营者利益与所有者利益相对

一致袁对管理层产生较大激励袁企业绩效提升较快袁
分配的薪酬较多遥 还有一种可能是董事长兼任总经

理袁权力高度集中袁利用职权给自己发放巨额工资遥
总而言之袁上述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袁可以

进行回归分析遥 根据回归结果整理得到表 5遥
表 5 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Roe
系数 t 值

Eq 0.0776 *** 3.69
Size 0.0047 1.11
Lev(%) 0.1247*** 4.65
Num 0.0033** 1.84
Dual -0.0109 -1.14
Shold(%) 0.0008 0.42
Year 控制

Adj-R2 0.1979
F 值 8.73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 1%尧5%尧10%的显著性水平遥
由表 5 可以看出袁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外部公平性 Eq 与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间的

相关系数为 0.0776袁 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

相关关系遥 这表明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外部公平性能对企业高管产生激励作用袁促进企

业绩效的提升遥 外部公平性每提高 0.0776 个单位袁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就会显著的增加 1 个单位遥 就我

国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而言袁目前的高管薪酬的外

部公平性只有 0.2 左右袁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袁行业内

公司若能设计出更好的薪酬分配方案袁提高高管薪

酬的外部公平性袁将大幅提高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

公司的业绩遥 同时袁上述结果还表明在我国民营房

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

的贡献更加符合行为理论袁验证了假设 1遥
受 2008 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袁 我国民

营房地产行业也遭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袁高管薪酬的

外部公平性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野跳水冶现象遥 在对

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样本组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到

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渊Roe1尧Roe2 分别代表金融危

机前后的样本组的回归结果冤遥 金融危机前后袁高管

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均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显著影

响遥 但是袁金融危机以后正向影响更为显著遥金融危

机前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每增加 1 个单位袁企业绩

效提高 0.0624 个单位曰金融危机后外部公平性每增

加 1 个单位袁企业绩效提高 0.0813 个单位遥 这说明

金融危机后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程度在加强袁验证了假设 2遥
表 4 相关系数检验

注院 ***尧**尧* 分别表示 1%尧5%尧10%的显著性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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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金融危机前后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Roe1 Roe2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Eq 0.0624* 1.53 0.0813*** 3.27
Size 0.0153 1.37 0.0044 0.94
Lev(%) 0.1890*** 3.15 0.1102*** 3.65
Num 0.0017 0.34 0.0040** 1.74
Dual 0.00374 0.15 -0.0129 -1.26
Shold(%) -0.0138 -0.70 0.0010 0.55
Year 控制 控制

Adj-R2 0.1680 0.2022
F 值 3.76 .07435

注院鄢鄢鄢尧鄢鄢尧鄢分别表示 1%尧5%尧10%的显著性水平遥
四尧结论与展望

渊一冤结论

本文以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作切入点袁利用

步丹璐等[10]构建的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计量模型

进行实证分析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第一袁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配总

体处于不公平的状态遥 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的外部公平性的相对分位数水平较低袁并且总体

分布服从偏右分布遥 大多数高管的薪酬水平低于平

均值袁并存在着少数野天价冶高管薪酬的现象遥
第二袁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配公

平性有逐渐恶化的趋势遥 根据本文绘制的高管薪酬

的分配公平性趋势图可以发现袁高管薪酬的分配公

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渐恶化袁薪酬分配的不

公平日趋严重遥
第三袁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配受

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遥 根据本文绘制的高管薪酬的

分配公平性趋势图可以发现袁金融危机后高管薪酬

的外部公平性出现了野跳水冶现象曰实证的结果也表

明袁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在金融危机之后袁对企

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了袁验证了假设 2遥
第四袁民营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配公

平性是影响企业绩效的显著因素遥 根据实证结果表

明袁 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显著影响企业的绩效遥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提高对企业业绩的提升有

正向促进作用袁验证了假设 1遥
渊二冤展望

本文仅就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实证

研究的素材袁 未对其他行业的情况进行研究和验

证袁实证结果可能带有行业特征袁不能反映我国上

市公司整体的情况遥 未来可以引入多个行业的数据

分别进行实证研究袁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高管薪酬

外部公平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遥 本文研究发现袁金
融危机确实对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性产生了影响遥
然而袁 本文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并不充分和完善袁未
来可以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对高管薪酬的外部公平

性进行分析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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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Equ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要要要Based on the Data of Private Real Estate Listing Corporation
SHENG Ming-quan袁XU Dong-ying

渊School of Accountancy袁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袁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冤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relative points of executive pay to measure the external fairnes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arry out empirical analysis to verify the two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will be the financial cri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data of the private real estate listing corporation to implement the data
proces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executive pay and the
trend in China. The external fairnes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is effect has been strengthen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executive compensation; external equity; corporate performance; private real estate list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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