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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经过前期一系列的调研袁我国央企薪酬改革方案呼之欲出袁薪酬改革的顶层设计临近落地袁处于特殊地位
的商业银行备受社会关注袁再次被推向改革前台遥 因为缺乏统一的定薪基础与定价规则袁商业银行薪酬改革与预期相
差甚远袁讨论持续升温遥 虽然商业银行薪酬改革是一种基于企业的行为袁但又必须基于市场选择与法治方式遥 在新常
态环境下袁商业银行薪酬改革的根本路径还是要以市场规则与法治思维为指导袁从行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袁配合整体的
转型战略袁维护社会基本公平袁激发金融新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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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入以及各种服务和福利之和定义为薪酬曰[2]国内多将

区别于历史上以形式法治保证绝大多数人受

企业薪酬定义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货币性与非

益的改革袁新一轮深化改革强调利益增进与利益调

货币性流动收入总和遥 [3]综上所述袁银行高管薪酬是

整并存袁市场规则与实质法治并重遥 当顶层设计逐

银行管理人员利用自身知识尧技能尧时间尧经验以及

步以完备的姿态浮出水面并掀起改革浪潮时袁薪酬

创造力提供特殊劳动或劳务渊管理尧决策冤所获得的

改革不可避免地进入决策者与社会公众的视野袁而

各种货币或非货币报酬袁既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

处于国民经济显位的商业银行更是备受社会关注袁

地位的象征遥

银行高管薪酬再次被推向改革的前台遥 广义来看袁

回顾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史袁薪酬管理作为公司

企业高管是整个公司或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袁狭义上

治理中的根本的核心问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全程袁并

可以理解为公司或企业的经理尧副经理尧财务负责

伴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经营规则的变化袁从计

人尧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规定的其他人

划时代的完全工资制度转变为基本工资加绩效的

[1]

员遥 依据公司法法条袁高管不包括董事尧监事袁而参

制度遥 [4]原本基本工资占比独大的结构特点被颠覆袁

照各家上市银行年报袁董事会尧监事会分属于公司

奖金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袁 基本工资所占比例下

治理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袁现实中却掌握企业实际

降袁 福利所占比例也开始远远超过奖金与基本工

管理经营权袁所以行长尧副行长尧董事会秘书尧纪委

资袁薪酬管理与新常态相背离遥 从内部管理看袁高管

书记尧首席风险官尧首席信息官尧财务总监以及章程

薪酬结构设计存在基本薪酬过于稳定且在整体薪

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都被统称为银行高管遥 西方经

酬中占比高尧 对高管的薪酬激励主要以短期为主尧

济学将雇佣关系中一方劳动者所得的各种货币收

欠缺与绩效挂钩的中长期激励和薪酬设计缺乏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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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现象遥 [5]从外部控制看袁关于银行高管薪酬的政

渊二冤银行高管薪酬背离金融新常态

策多停留在纸面之上以提供指导性指引袁即便是最

随着利率市场化影响深入根植袁单纯依赖资产

新出台的野限薪令冶政策与薪酬稳健指引也大打折

规模增长和存贷利差的传统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袁

扣遥 究其根源袁在于银行高管人员任命的体制行政

利差缩小致使银行利润增速下滑袁加之野两高一剩冶

化与市场脱轨袁银行薪酬定价偏离市场价值规律袁

行业尧房地产尧贸易融资等领域的金融风险充分暴

缺少统一的定价标准袁关于薪酬管理的政策文件不

露袁银行将在创新转型中形成适应新常态要求的利

具有法律强制性袁缺少实质性的法治管理方式遥 因
此袁新常态环境下商业银行薪酬改革必须是基于市

润区间遥 我国 2013 年全年商业银行净利润累计达

1.42 万亿元袁同比 2012 年增加 0.18 万亿元袁但净利

思维为指导袁从行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袁配合整体的

润增速明显放缓袁2011 年同比增长 29.18%袁2012 年

转型战略袁 最终以改革的手段维护社会基本公平袁

同比增长 17.37%袁2013 年同比增长 12.78%袁与我国

激发金融新动力袁保障经济的稳健运行遥

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相吻合袁是经济新常态在金融领

域的新常态反映遥 依据政策规定袁高管薪酬要同经

场选择与法治方式的企业行为袁以市场规则与法治

二尧银行高管薪酬背离新常态的表现
国内经济转入新常态昭示着经济发展条件和
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袁对金融生态环
境尧 银行转型升级等产生方向性与决定性影响袁同
步催生金融新常态遥 由于体制性障碍的原因袁金融
创新与改革的步伐往往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袁银行高
管薪酬管理与阶段特点偏离新常态袁经济尧金融尧法
治的新常态对银行高管薪酬管理提出新的要求遥
渊一冤银行高管薪酬背离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率逐步过渡并稳定在新的均衡点上袁
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带动经济结构的转变袁潜在增

长率下降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袁从过去 10%左右的

营业绩挂钩袁呈显著正向关系袁但问题是部分银行
高管薪酬的高低与公司业绩的关联性微弱袁反观银
行高管薪酬增长势头袁与行业不景气的现状形成鲜
明对比渊见图 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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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袁不同股权结构银行同业之间高管薪

高速增长转为 7%~8%的中高速增长袁 构成中国经

酬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袁国家绝对控股的国有大型

策出台后袁中国经济增速回升袁之后进入一个较稳

企业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水平居中袁非国

定的中高速增长区间袁2012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

有控股的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水平均位居前列袁这与

济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遥 在 2010 年大规模刺激政
[6]

长 7.7%袁2013 年为 7.7%袁2014 年上半年为 7.4%袁
三季度增长 7.3%遥

[7]

商业银行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稳定器袁高管人员薪酬在经济增速上升时保持
同步增长袁 在经济增速回落之时却仍旧逆势上涨遥
2011 年我国 16 家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合计发放 4.76
亿元袁较 2010 年的 5.06 亿元下降 5.92%袁2012 年则

同比减少 4.23%袁[8] 但此后高管薪酬逆势迅猛增长袁
增速与当前经济形势严重背离渊见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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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态稳健的新常态监管目标相背离遥 2013 年袁国
有五大行年报公布了高管的固定部分薪酬袁其董事
长年薪酬平均达到 103.73 万元袁 这与股份制银行董
事长高达两三百万的年薪收入相差甚远袁其中民生银
行董事长以 530.63 万元的年薪位于首位渊见图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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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银行高管薪酬背离行业新常态

三尧银行高管薪酬背离新常态的原因

在向经济新常态稳步过渡中袁野老常态冶中投资

经济新常态下袁银行高管薪酬管理问题暴露明

率过高尧消费偏低的格局逐步回归袁产业结构调整

显袁薪酬刚性增长尧价格比失调尧违背社会底线等背

与转型发展进一步提速袁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代

离新常态现象的根源还在于体制的不完善尧定价的

表的投资增速放缓袁而银行高管整体报酬绩效敏感

不合理以及法治的不健全遥 从问题的本源出发袁寻

度依旧低于其他行业遥 截至 2013 年我国沪深上市

公司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达到 76.3 万元袁全部
负责人平均薪酬水平为 46.1 万元袁 而 16 家上市银
行高管的平均年薪为 94 万元袁 其中董事长和行长

的平均年薪分别为 171 万元和 235 万元袁[10] 远远高
于房地产业 58.68 万元高管人均薪酬袁 高于总额最
高的制造业 28.78 万元的人均薪酬袁 而农林牧渔业
则以 18.91 万元排在末位袁 这与整体产业形势和市
场价值规律极不相符渊见图 4冤遥
120

渊一冤高管人员身份的多重性
内生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政府的行政干
预使国有企业高管身份模糊化问题一直饱受诟病遥
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面临一般国企薪酬改革共同的
难题袁即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所致的高管身份既非
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
双重身份决定其享受着行政级别又享受企业高福

122.51

利待遇袁同时占有了行政官员和企业家的最大利益遥
1. 高管人员是类国家公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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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现行体制所限袁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袁高管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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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改革的关键遥

府官员遥 高管集野官员身份冶和野企业家身份冶于一身的

万元

140

找银行薪酬管理的疑点与难点是深入推进银行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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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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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高管平均薪酬对比

渊四冤银行高管薪酬背离法治新常态

说是受上一级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袁但掌
握国家重要资源尧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商业银行高
管本质上属于国家公职人员袁具备类行政官员的特
征袁享受野体制内冶的行政级别袁而且与国家行政在
编公务人员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繁遥 特殊的行政身份

经济新常态加强了依法治国的改革预期袁依法

导致高管人员存在强烈的政治动机袁其既可获得年

治国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新常态遥 依法治国影射到

度薪酬等货币性薪酬尧股权激励袁还具有职位带来

经济与金融领域就是依法明确政府和市场界限袁划

的权力性收益遥 权力的运用扭曲薪酬激励机制袁高

定从政的野底线冶和野红线冶袁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

管行政级别越高袁公司行政联系越密切袁高管享受

义袁提升经济效率袁维护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

的行政方面的权力性超额薪酬越高遥

秩序遥 从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看袁2013 年 41 家金融
类上市公司的员工平均薪酬为 23.4 万元袁据五大国

[13]

2. 高管人员是类职业经理人

理论上来说袁职业经理人是拥有超强管理能力

有商业银行 2013 年的年报显示袁 其董事长的平均

而缺乏资本袁将企业的经营管理作为职业袁能够合

薪 16 万元的统计袁 高管们的平均年薪是这个数字

标而工作并接受企业报酬的人员遥

这一薪酬格局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稳

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袁 且具备极强的职业道德尧职

定性因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市场定价准则遥 除国家

业素养和职业技能袁能够满足现代企业市场化运营

规定的履职待遇和符合财务制度规定标准的业务

与市场竞争的需要袁 从而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

支出外袁并不排除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

值遥 相比之下袁银行高管薪酬核定依据行政级别和

高管个人的其他野职务消费冶袁银行高管薪酬平均水

资历袁易产生腐败尧渎职尧违规等系列问题袁未能实

平长期绝对高于普通员工的现象造成社会初次分

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职责和义务袁明

配不公袁扩大了收入差距等社会矛盾袁无疑与依法

显区别于国际尧国内企业家市场中的标准的职业经

治国的理念相背离遥

理人袁只能被视为类职业经理人遥

薪资为 103.73 万元袁 按照国有银行员工的平均年
[11]

的十余倍遥

[12]

理配置企业内外的各项资源袁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
[14]

职业经理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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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高管人员任命的行政性

式袁单方面以政策性约束野降薪冶或野限薪冶终究是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都基本建立了现代公司治

标不治本袁行政性的薪酬改革只能作为一个过渡阶

理结构袁股东大会尧董事会尧监事会尧经营管理层相
对完备袁但业绩考核机制和代理人监管机制尚不完
善袁高管人员的选拔程序尧构成尧功能尧薪酬的确定

段的特殊政策遥

2. 野限薪冶改革缺少科学的定薪标准

现行的野限薪令冶忽略了不同国企所处行业的

仍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遥 高管人员的产生多是由党

市场化竞争程度和差异性袁采取野一刀切冶式野限薪冶

委研究尧政府提名袁然后才按公司法流程完成任用袁

并不合理遥 在银行同业市场中袁对于高度依赖政策

通常任命的流程趋于行政化而非市场化遥 行政性聘

倾斜和行政手段而在市场中获得垄断地位的高管

任制度使得高管人员对企业经营缺乏责任心袁收入

薪酬必须进行合理约束袁 平抑初次分配的不公性曰

与贡献尧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甚至相颠倒的情况普遍

对于并非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尧 资源等因素袁而

存在遥 半市场化尧半行政化的任免流程模糊了对高

是依靠企业家才能和职业水平赢得市场认可的高

管的企业家能力的评价袁加大了量化高管个人对企

管人员则应以市场标准来定薪遥 只有分类规划和管

业业绩贡献的难度遥

理才能实现定薪策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袁显然上述

渊三冤高管薪酬定价的非标性

已出台的一系列野限薪冶方案因为缺乏统一定薪标

商业银行虽已完成股份制改革袁逐步走向混合

准和科学依据并不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遥

所有制道路袁但其在资源禀赋尧行业政策尧市场准入

四尧商业银行薪酬改革策略的要点

等方面仍存在较明显的垄断性袁市场认可的薪酬定

新常态环境下袁商业银行薪酬改革的要点在于

价标准并不存在袁 高管薪酬可以说是一种非标定

薪酬定价标准的核定袁根本路径还是要以市场规则

价遥 因为如果按照公司法标准核定袁高管薪酬必不

与法治思维为指导袁从行业发展的实际出发袁配合

会过高地偏离一般市场定价水平袁但目前并不存在

整体的转型战略袁推行科学的薪酬定价标准遥

根据垄断经济利润估算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标准袁

渊一冤遵循市场化的薪酬定价规律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特殊属性决定了高管

对高管人员实施行政化野限薪冶只能是经济转

薪酬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政策红利尧 国家行政庇护尧

型期的过渡性措施袁缺乏长期有效性和科学性遥 虽

行业垄断袁薪酬定价并不完全由企业家价值和企业

然关于薪酬管理的理论颇多袁 但排除众多假设条

经营业绩所决定袁 不受市场价值规律的实质性约

件袁加之受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袁这些理论预期与

束袁带有很大的行政性和随意性遥

实践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非一致性遥 随着我国市场

渊四冤高管薪酬改革的表面性

经济发展广度和深度的强化袁价值规律在生产要素

回顾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历史袁 党中央先后于

特别是人才要素中的定价功能将充分显现遥 从价值

2004 年尧2009 年以及 2014 年出台 叶中央企业负责

规律定价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袁商业银行薪酬定价应

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曳尧叶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

将高管人员对企业的贡献度交予市场来确定袁依据

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曳和叶中央管理企业负

价值规律定价应成为银行高管薪酬定价改革的基

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曳等一系列的方案袁但因涉

本思路遥 一方面袁由于高管所付出的劳动可以看作

及问题广尧牵涉利益大以及法律强制性的先天不足

是一种商品袁只要遵循商品经济市场化发展的价值

最终导致薪酬改革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遥

规律袁 以高管人员的价值为基础来确定其薪酬标

1. 野限薪冶改革是行政化的定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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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袁就能避免定薪过程中的随意性袁调动高管的积

高管人才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种重要

极性遥 另一方面袁要依托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袁充

的生产要素袁对其薪酬的确定标准必须建立在遵循

分发挥市场定价功能袁凸显市场对人才要素的价值

商品经济市场化的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袁充分发挥市

发现功能遥 明确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基本定价原

场对人才要素的价值发现功能遥 银行是重要的经济

则袁强化国企高管现代职业经理人身份袁促使野任命

引擎袁用行政手段来规定其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无

制冶高管向野聘任制冶职业经理人转变遥 总之袁薪酬改

疑会扭曲人才要素的价值表现形式和供需平衡遥 因

革就是要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高管选拔机制袁

此袁野限薪令冶是一种行政管理企业的手段和表现方

创造金融企业充分面向市场的机会袁对其经营管理

陆岷峰，
陆顺：
基于市场规则与法治思维的银行薪酬改革问题研究

者实行市场化聘任袁助推银行高管薪酬定价的市场

动性袁将绩效薪酬的一部分划入到延期账户进行延

化进程遥

期支付具有合理与可行性遥 事实上袁薪酬延期支付

渊二冤制定法治化的薪酬改革方案

制早已在我国银行业内部展开袁监管指引明确规定

新一轮改革中袁法制改革已被置于全面改革优

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延期支付比例应高

先顺序袁成为撬动全面改革的龙头遥 在依法治国的
主趋势下袁制定法治化的薪酬改革方案是推进国家

于 50%袁有条件的应争取达到 60%袁但具体到行长尧

副行长尧董事等不同级别高管人员延期支付比例与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一步延伸袁契合国

期限也应具体划分遥 对于一些关键性或易出现风险

家全面改革路线图袁能够更好地将依法治国的核心

暴露岗位上的银行高管人员袁要适当提高薪酬延期

意图植入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之中遥 针对历次薪酬改

支付的比例与期限袁以保证不同类型高管人员工资

革的指导性强而法制性弱尧人为性强而强制性弱的

薪酬支付的公平性遥

问题袁新一轮改革应改变以往以指引尧意见等为主

渊四冤实施分类化的薪酬核定标准

的薪酬改革方案袁而需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袁使执

目前袁 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已基本完成袁

行力度更有效袁消除薪酬改革中既得利益者的肆意

但各家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袁不同

干扰和阻碍袁避免因滥用权力或权利分散而导致扭

的股权结构代表的国有化程度不同袁薪酬改革方案

曲激励机制和资源错误配置袁促成行业内的公正遥

的设计与实施也应该有所不同遥 在银行高管薪酬体

渊三冤推行革新化的薪酬结构管理

制改革的进程中袁有必要根据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

在高管薪酬管制力度加大的背景下袁以革新化

进行科学的分类改革遥 国家有关部门要及时公布各

手段调整薪酬结构是改变原有不合理的高管薪酬

个时期尧各个行业全社会工资尧薪酬水平袁根据企业

管理制度的重要策略遥 从高管薪酬的基本构成出

规模尧企业利税贡献等指标提出薪酬定价的指导价

发袁通过强化股权期权制尧绩效收回制和延期支付

格袁明确行业间尧企业间尧企业内部高管与员工平均

制三个方面的改革袁 促使商业银行适应经济新常

薪酬的差距比例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与协调的比价

态遥 第一袁提升中长期激励薪酬占比遥 限制性股权与

关系袁供各企业高薪定价时参考遥 按现有国有企业

股票期权激励均是高管中长期薪酬的组成部分袁也

的股权结构特征袁 准确划分银行所处的股权层级袁

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遥 面对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

对银行国有化程度科学分类袁有针对性地制定国有

现实袁结合商业银行国有控股性质袁按照预先确定

全资控股尧国有绝对控股尧国有相对控股尧其他控股

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的本公司股票袁授予

的高管聘任尧公司治理以及薪酬管理等系列改革方

经营者在特定时期内以预定价格认购一定数量本

案遥 对于国有资产不控股或混合所有制类商业银行

公司股票的权力袁并协调好限制性股权激励与股票

高薪应实施完全按公司治理结构的薪酬核定袁对于

期权激励制的使用力度袁有利于充分调动银行高管

纯国有或绝对控股的商业银行规定薪酬上浮幅度袁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袁以及有效地矫正目前畸形的高

与其贡献大小尧业绩挂钩遥

管人员薪酬体系遥 第二袁推行绩效薪酬收回制遥 虽然

渊五冤完善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

在薪酬制定中对绩效收回制多有提及袁但在实际操

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作为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

作中并没有有效执行与广泛应用遥 为防止短视经管

的核心问题之一袁 直接决定着银行业的市场化程

风险袁 要重点落实绩效薪酬延期追索和扣回制度袁

度遥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度袁完善现代化的公

将释放绩效收回制作为高管薪酬改革的重要手段

司治理结构将是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市场对接的

之一袁保持银行薪酬激励与经营成本和风险暴露的

根本出路遥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是围绕产权关

一致性袁防止过度冒险遥 同时还要配套建立完整的

系袁从机制建设着手袁实现市场化运作机制与激励

绩效收回评估体系袁定义绩效收回执行条件袁以风

机制遥 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险暴露的影响程度划定具体的收回比例袁并在系统

的具体措施之一袁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要解决

中监督反馈到位遥 第三袁完善绩效延期支付制遥 绩效

的深层次治理机制问题袁为实现薪酬改革的市场化

薪酬原本就是对员工人力资本价值的一种肯定袁主

扫除体制障碍遥 通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

要目的是用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与主

国企法人治理结构袁实现政企分离袁通过职业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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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市场实现国企高管的市场化聘任袁提高国企高管
薪酬决定的市场化程度袁同时以高管薪酬改革倒逼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不断完善现代公司治
理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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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oblems of Bank Compensation Reform Based on Rules of
Market and Law Thinking
LU Min-feng1袁LU Shun2

(1. Financial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Abstract: After previous series research state compensation in our country reforms be vividly portrayed, the top of the
compensation reform design near the ground, in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commercial bank's attention, is to reform the front
desk agai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unified wage base and pricing rules, the commercial bank reform and expected salary is
far, the discussion is on the rise. Although compensation reform of commercial bank is a kind of based on enterprise's be鄄
havior, but it must be based on market choice and the rule of law. Compensation reform in the new normal environment,
commercial bank the fundamental path or guided by the market rules and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 from the reality of indus鄄
try developmen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overall strategy, safeguard social fairness, basic financial momentum.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market rules; rule of law;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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