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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问题
近年来袁以移动互联网尧云计算尧基因工程尧新

能源尧 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飞速发展袁带动经济社会结构升级换代袁引发

生产生活方式颠覆性变革遥 新技术尧创新公司的培

育尧发展袁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尧竞
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契机袁 也成为引领中国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实现产业突破跨越与社会经济

提升的一大历史机遇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我们需要对新技术尧创

新公司的法律或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袁 对高新产业

发展进行引导尧鼓励或者规制袁从而推进我们的现

代化建设袁以提升国力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遥
而高新技术尧创新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袁除了技术尧
商业模式之外袁内部的治理和激励显得尤为重要袁
因此进行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遥

企业内部的分配激励模式袁是创业团队成员尧
公司职员的一个重要期望遥 据美国招聘求职平台

HIRED 发布的 叶2019 国际品牌健康报告曳渊2019
Global Brand Health Report冤显示袁在对 3600 多名

高科技专业人才渊包括软件开发人员尧数据科学家

和项目经理等冤 进行调查后发现袁 尽管公司文化

渊42%冤尧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渊39%冤是科技人才选择

一家公司最看重的激励因素袁但 53%的受访人员将

野基本薪资冶放在了首位遥 此外袁公司福利渊医疗保

障尧股权尧津贴冤尧明确的职业发展轨迹/上升机会

也很重要袁 将其视为最重要因素的受访人员比例

均为 26%遥 [1]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尧2010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彼得窑戴蒙德渊Peter Diamond冤通过

对美国东北地区 246 个公司经理人和 19 个劳工领

袖采访得知袁 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有利于形成良好

的士气以及互相信任关系遥 [2]所以袁对于科技尧创新

企业而言袁 内部治理激励公平制度的研究便十分

有意义遥
现有的制度

我国的叶公司法曳叶证券法曳和叶中小企业促进

法曳等法律及相关的法规规章袁对企业创新激励问

题有若干基础性尧原则性规定遥 早在 1999 年袁科技

部尧国家计委尧国家经贸委尧财政部尧人民银行尧税
务总局及证监会就制定了 叶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

制的若干意见曳曰2002 年袁 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颁

发了 叶关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曳的部门规章曰此后在 2004 年袁发
布叶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尧科学

技术部办公厅关于高新技术中央企业开展股权激

励试点工作的通知曳曰到了 2005 年袁国家发改委制

定了叶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曳袁这些相关文

件主要是对创业投资企业的原则性规定遥 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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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袁财政部颁发了叶上市公司金融类国有股股东参

与股权分置改革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曳曰2011 年袁
财政部尧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

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曳遥 这些立法仅仅是

原则性尧基础性规定袁或者仅是对国有企业尧国家

参股相关创业投资金融企业的活动进行规范遥
2014 年的 叶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曳渊证
监会令[105]号冤袁也仅是原则性规定遥

2016 年袁财政部尧科技部尧国资委制定了叶国有

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曳袁对国有科

技型企业的股权和分红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

定遥 在叶关于做好中央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

工作的通知曳中袁国资委要求野科学制定股权和分

红激励实施方案冶野以推动形成自主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为主要目标袁 根据所属企业科

技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及投入产出效率

等情况袁合理确定实施企业范围和激励对象袁建立

导向清晰尧 层次分明尧 重点突出的中长期激励体

系冶遥 在向国资委报告的前提下袁野中央企业是实施

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的责任主体袁 负责本企业股

权和分红激励制度建设尧 组织实施及规范管理等

工作袁审批所属科技型企业激励方案袁并且对其合

规性负责冶遥 严格规范执行袁野实施股权激励的袁应
当建立相应的考核兑现办法袁加强对授予尧行权等

事项的管理遥 实施岗位分红激励的袁应当明确年度

业绩考核指标袁 除企业处于初创阶段等特殊情况

外袁 原则上各年度净利润增长率应当高于企业实

施岗位分红激励近 3 年平均增长水平遥 实施项目

分红激励的袁应当建立健全项目成本核算尧科技成

果评估及收益分红等财务管理体系袁 并严格按照

与激励对象约定情况袁实施激励遥 冶相关规范比较

具体尧可行袁但这依然仅是针对国有企业进行相关

规范的部门规章遥
这两年袁随着我国的新经济模式不断发展袁科

技水平不断提高袁创新尧创业已经成为我国部分发

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品牌遥 但与此同

时袁 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也日益带来了风险袁 引发

野泡沫化冶等问题袁从而引起管理层的忧虑和重视遥
为此袁国务院于 2016 年颁发了叶国务院关于促进

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曳遥 该意见强调

要加快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尧完善遥 因此可以预

见袁在不远的将来袁相关法律尧法规规章和政策等

制度建设将会越来越完善并不断发展遥 2018 年叶公
司法曳修订袁规定了野股权激励冶的内容渊第一百四

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冤曰2019 年 12 月 叶证券法曳修
改渊2020 年 3 月施行冤袁规定了野股权激励计划或者

员工持股计划冶的制度渊第四十条第三款冤遥 但是袁
这些都仅仅是宏观规定遥

在地方性立法方面袁 我国部分地区也进行了

相关的制度建设尝试遥 福建省在 2015 年制定了

叶福建省企业科技创新股权和分红激励试行办

法曳遥 虽然其设计了股权奖励尧股权出售尧股票期

权尧分红激励等四种模式袁但主要针对的是本省国

有及国有控股的企业袁对于活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尧
创新企业未能进行相关的规定遥 此外袁其他地方也

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袁 例如江苏省财政厅和科技厅

于 2016 年制定了政策性渊不属于地方立法冤的叶江
苏省天使投资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曳遥

现有的分配博弈实验研究及启示
实验经济学在分配尧 博弈等领域有大量各类

研究遥 现有的分配博弈实验对分配尧合作的问题进

行了多方的实验研究袁实验的模式很多袁成果也非

常多袁其中袁野独裁者实验冶Dictator Game冤和野最后

通牒实验冶渊Ultimatum Game冤 是一类比较普遍的

公平博弈实验模型袁 实验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多场

景的实验袁得出了各种结论袁可以此作为创新企业

内部公平尧激励机制的研究视角之一遥
此两类实验有神经实验模式和行为实验模

式袁[3]均由两方进行分配博弈袁将一定货币在被试

者之间进行分配遥 实验中袁通常在没有任何前提的

情况下袁给予两名被试者 100 个货币或者 10 个货

币袁一方为这笔资金的分配方案的提出者袁另一方

为分配方案的接受者遥 在野独裁者实验冶中袁方案接

受者仅能被动地接受分配方案遥 而在野最后通牒实

验冶中袁方案接受者有否决权袁一旦其否决袁两人均

不能得到货币遥 而我国也开始有若干实验袁以野独
裁者实验冶和野最后通牒实验冶为模型袁研究股权尧
激励尧创新和薪酬等要素之间的关系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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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实验从行为学的统计结果看袁大致如下院
分配者提出的自己与对方的分配比例为 野7颐3冶至
野对半开冶的所有方案渊即野5颐5冶野6颐4冶或野7颐3冶冤袁基本

上都被另一方接受了袁但是从野8颐2冶开始的方案则

被大量拒绝遥 神经实验的结果也显示袁在分配者是

人类渊而不是计算机进行分配冤的情况下袁分配比

例为超过野8颐2冶时袁厌恶的神经组织渊右侧岛叶冤就
更为活跃曰在野最后通牒实验冶实验模式下袁方案接

受者对于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袁 也较大地激活

了尾状核等脑区遥 在对不公平进行惩罚时袁尾状核

让惩罚者感到了野报复的快感冶袁是惩罚的动力来

源遥 [5]所以袁分配公平的实验表明袁人类拥有最基本

的分配公平的心理尧道德情感袁一旦出现不公平的

分配方案袁则会让人反感袁甚至引发报复的心理遥
近年来袁以凯莫勒渊Camerer袁美国经济科学学

会前主席冤尧费尔渊Ernst Fehr冤为代表的著名经济学

奖家袁他们以野独裁者实验冶野最后通牒实验冶袁对分

配的公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行为策略实验和神经

实验研究以及理论提升遥 [6]多数此类实验的结果袁
基本上证明了人类对于公平的需求袁 以及对于不

公平的厌恶乃至惩罚遥 此外袁他们还将双方的博弈

与惩罚袁拓展到了野第三方裁判惩罚实验冶模式袁[7]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袁 这其实已经进入到法学

制度的领域遥 因此袁此类实验模型可以作为法学关

于野股权尧激励尧创新冶方面研究的基本实验模型之

一遥 由野独裁者实验冶和野最后通牒实验冶对于公平

分配问题的研究袁我们发现公平性在合作尧厌恶尧
惩罚中的关键性作用遥

生物个体具有自私的天然倾向袁 人类虽然作

为社群生物亦具有一定的野利他冶倾向袁但是野自

私冶与野利他冶的两种行为策略渊德性冤在不同的人

群尧不同的场景下均可能呈现遥 因此袁哲学界尧经济

学界对于人性的自私还是利他袁存在不同的立场遥
在此基础上袁参考金迪斯渊Herbert Gintis冤等人的演

化理论袁经过计算机模拟演化袁从完全自利的群体

中因为基因突变产生利他个体袁经过 2500 代的演

化袁天生利他者在群体中能够野从无到有冶并获得

近三分之一的稳定份额曰 然而天生自利者依旧能

够在群体中至少保持稳定的三分之一袁[8] 从 2500

代到 5000 代的演化过程中基本不变渊合作者略有

提升冤遥 由此可知袁重视个人利益袁作为人群中的部

分人员的基本人性袁 是演化博弈仿真实验也能够

证明的遥 其他的实验经济学实验也在模拟的雇佣

关系中发现互惠尧财务激励的重要性遥 [9]因此袁在高

科技尧创新企业中进行股权尧薪酬的分配袁建立公

平分配相关的制度和治理模式袁具有重要意义遥
反思和制度设计

野独裁者实验冶和野最后通牒实验冶的公平博弈

实验的证明袁人类需要较为公平的分配制度袁这样

才能更好地保持合作遥 因此袁在高科技尧创新领域

企业的内部激励制度设计中袁 应当将公平作为一

个基础性价值和设计内容遥
1.建立公平的基本原则

前述的实验研究证明了人类具有一定的自私

倾向袁也证明了公平在分配领域的重要性遥 因此袁
在法律制度上确定公平制度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基

础性要求遥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袁叶民
法通则曳第四条规定了公平原则袁还在第五十九条

规定了野显失公平冶的民事行为属于可以变更或者

可以撤销遥 叶民法总则曳第六条也规定了公平原则袁
被表述为野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冶袁以此与

诚实信用原则相区分遥 此外袁一些学者在法学论著

中将其包含在野诚实信用原则冶野情势变更原则冶等
原则中遥 [10][11][12]渊而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曳渊1994 年 5
月冤第 1.7 条则规定袁野每一方当事人在国际贸易交

易中应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行事冶袁区
分了两个原则遥 冤

2020 年的民法典草案中依然规定了公平原

则遥 由此可见袁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遥
然而袁不仅仅在叶合同法曳中需要规定公平原

则袁由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尧发展较快袁在各类

发展变化较快的公司法尧 证券法等领域袁 法律规

定尧 法条的修改往往跟不上袁 经常出现新生事物

野无法可依冶的情况遥 所以袁将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

原则等基本法律原则运用于具体新问题尧新纠纷尧
新事物的解决袁才显得更有意义遥 例如袁公平原则

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袁同时也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袁
并在叶合同法曳中有大量的规定渊第 5 条尧54 条尧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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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条冤袁这是为了适应合同订立过程中出现的各类

新情况袁以民法基本原则对于新情况尧新问题尧新
纠纷进行法理上的规范遥 所以袁针对高科技尧创新

企业而言袁 其激励尧 合作和治理模式发展变化较

快袁公平原则就显得更有意义遥
法律的本质涵义是野公平正义冶袁在英语中袁司

法与正义都是用野Justice冶一词进行指代袁这就充分

反映了 野司法代表着公平正义冶 这一思想观念本

质遥 在德语中的野Recht冶一词也包含着野法冶野正义冶
和野权利冶等复合含义遥 而拉丁语中的野Jus冶也是野权
利尧正义和法冶的复合含义遥 本研究及其他相关研

究均表明公平在维系人类的交往合作中的重要

性袁应当被制度所重视和保护遥 因此袁不仅仅在基

本的法律制度中需要有公平的制度原则袁 而且在

创业企业的股权分配中袁 也应该贯彻该原则和理

论袁建立具体的法律制度遥
2.建立行为规制模式

一方面袁我国在科技创新企业尧高新技术领域

的立法有不完善之处袁 但对于飞快发展的科技企

业立法跟不上创新和发展是非常正常的情况袁只
要其不存在危害社会尧人身尧财产的行为袁可根据

公平原则以及其他法律原则进行规制遥
另一方面袁如果这些领域的制度太完善尧过于

规范袁 则会出现另一种不利的情况要要要可能扼杀

各种创新的创意以及尝试的机会遥 高科技尧创新行

业发展非常之快袁对社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袁而企

业的内部组织模式尧融资模式尧股权激励模式及各

类创新创业模式袁只要不是具有明显尧直接的社会

危害性袁都应当允许袁不应受制于原有的制度遥 原

有的合同法尧公司法尧证券法等部门法律制度袁更
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袁 是较为保守尧 稳定的模

式袁 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适应信

息时代尧创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遥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袁 经济社会发展

领域需要较快的发展速度袁以提升我国国力尧人民

群众的生活水平遥 因此袁需要鼓励创新袁需要在新

产业尧新科技尧新领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遥 这样就

决定了我国在创新创业尧 高科技领域的制度建设

不能过于呆板尧严格尧保守袁而应当更加灵活与创

新遥
行为规制模式袁可以以行政判例尧司法判决判

例的方式袁 依照公平原则以及其他法律原则迅速

针对新出现的事务尧新发生的纠纷进行规范调整袁
而且可以根据形势发展的最新变化灵活调整遥 这

种行为规制模式在新兴的经济社会领域袁 能够适

当地放宽管控袁更好地激发社会主体尧市场主体的

创新意识遥 同时袁能更好地在结果上对不当尧不法

的滥用行为进行规制遥 因此袁更适应我国当下快速

发展的基本国情遥 同时袁当下国际高新技术尧创新

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袁 这样也有利于我国在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避免处于不利的地位遥
3.建立部门性尧地方性尧行业组织的规范

如前所述袁 高科技尧 创新创业领域的发展较

快袁而基本法律立法较为严格袁修改较难遥 所以袁可
以考虑制定叶风险投资法曳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法曳
等部门法袁并对叶公司法曳叶证券法曳叶基金法曳等相

关法律进行修改尧补充和完善袁建立起框架性的制

度体系袁 特别是可以在国务院法规尤其是部门规

章的立法层面袁尝试更多的相关立法遥 如前所述袁
进行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可能不一定是最佳模

式遥 行为规制是一种模式袁另外还可以在处于较低

的立法位阶的部门性尧 地方性法律制度上进行规

范及立法试验遥 在深圳尧厦门等创新城市中袁还有

经济特区立法权袁 更可以进行先行先试的立法工

作遥
此外袁相关行业也可以提倡组建行业组织的袁

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业自律尧监督和规范活动袁相关

行业以及标杆性的企业可以形成某些共识或者惯

例遥 例如作为野中国最大的独角兽企业加速器冶袁天
九共享控股集团渊以下简称野天九共享冶冤自 1991
年成立以来袁 已成功孵化 100 多家独角兽和准独

角兽企业遥 其董事会主席卢俊卿认为袁野老板的初

心是单纯为了赚钱袁还是想开创一份事业袁在我看

来这两种都无可厚非袁 但是如果只把员工当作帮

助自己实现挣钱目标的工具袁公司难以持续发展遥
噎噎员工是财富的创造者袁 那么我们挣的钱首先

要回报员工袁分享给他们袁首先要让他们幸福遥 冶[13]

可见袁这种公平分享尧激励的意识已经成为业界重

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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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杆投资企业的基本观点袁 其可以更好地提升

为行业内的一个基本制度和基本理念遥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叶企业技术创

新的激励政策之实证研究要要要调查与行为实验的

方法曳渊项目号院2014R0085冤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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