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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James Conklin，W.Scott Frame，Kristopher Gerardi，and Haoyang Liu（2018）

发现，次级抵押贷款在 21 世纪美国房地产繁荣中的作用在学术文献中引起了激烈的争

论。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将 2000 年代中期空前的房价增长归因于次级借款人抵押贷款

的扩张。而事实上，房地产繁荣和次贷繁荣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Tse-Chun Lin，Qi Liu，Bo Sun（2019）主要研究金融市场摩擦对管理者薪酬

（managerial compensation）的影响。首先在标准的合同订立架构中嵌入一个市场微

观模型，分析当管理者能够运用从市场中了解到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这一情况下的最优

绩效薪酬。结果发现，在一个摩擦较小的市场里，股价中包含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上的）

提高将对指导管理决策有帮助，从而降低了薪酬激励的必要性。实证显示：①绩效薪酬

（pay-for-performance）对市场摩擦减小将有降低的反应；②与从市场中管理学习提

高（increased managerial learning）一致，公司投资对股价的敏感性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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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坏人还是替罪羊？次级借款人在推动美国房市繁荣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James Conklin，W.Scott Frame，Kristopher Gerardi，and Haoyang Liu，刘真铭编译

导读：次级抵押贷款在 21 世纪美国房地产繁荣中的作用在学术文献中引起了激烈

的争论。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将 2000 年代中期空前的房价增长归因于次级借款人抵押

贷款的扩张。而事实上，房地产繁荣和次贷繁荣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次贷和房地产繁荣在哪里？

下面的图表直接说明了本文的主要发现。上部的面板描绘了 2002 年至 2006 年间美

国县级房价的增长情况，底部的面板描绘了在同一时期第一留置权购买抵押贷款在次级

借款人中所占份额的增长。两个面板之间的反差是惊人的：美国西部、佛罗里达州和东

北走廊的房价增长最快，而购买贷款中次级贷款份额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中西部和俄亥俄

河谷。简单地说，房地产繁荣和次贷繁荣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图 1 房地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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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向次级借款人购买抵押贷款份额的增长

本文的多元回归分析证明了这一时期县级住房购买抵押贷款次级份额的增加与房

价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也被证明对定义次级借款人的不同回归规范、时间

段、房价指数和信用评分阈值是稳健的。

负相关的原因是什么？

文章的研究结果与 21 世纪房地产繁荣的传统说法背道而驰，即次级购房增长导致

房价增长。负相关的一个潜在解释是反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高房价升值可能使次级

贷款借款人越来越无法负担房地产，从而产生“定价”效应。本文提出的证据表明，

2002-2006 年间，县级房价增长对县级次级购买抵押贷款份额的增长具有负的和经济意

义的因果关系。此外，通过使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信贷小组，作者发现房价上涨

降低了次级抵押贷款个人成为房主的相对可能性。综上所述，这些发现与定价效应是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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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膨胀的评估没有过度集中于购买次级借款人的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更容易欺诈吗？

虽然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并不是 21 世纪美国房价繁荣的主要驱动力，但它仍然有

可能通过促进与繁荣相关的活动起到间接作用。相关其他文献主要关注两种此类活动：

房地产投资者的投机行为，以及以估价通胀、收入和入住率失实陈述形式的抵押贷款欺

诈。在这篇文章中，本文将重点关注与评估通胀相关的调查结果。

如果评估值与 Lewtan（ABSNet）专有自动评估模型（AVM）原始估计值之间的差异

至少比这两个估计值的平均值高出 20%，作者认为评估是夸大的。下一张图表描绘了私

人证券化购房抵押贷款的份额，文章认为这些抵押贷款对繁荣地区和非繁荣地区的估价

过高，区分了主要借款人和次级借款人。（繁荣地区是指 2002 年至 2006 年间房价增长

超过 20%的地区）

有两个重要的要点。首先，在繁荣地区，以评估通胀为特征的购房贷款中，次级借

款人的比例明显低于主要借款人。其次，无论是次级借款人还是主要借款人，在这两种

类型的县，住房购买抵押贷款中的评估通胀率似乎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对繁

荣地区而言，总体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而在非繁荣地区，份额在 2004 年底

前有所下降，之后略有回升。

在下一个图表中，文章分别描述了由主要和次级借款人进行的估价过高的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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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份额。无论是在繁荣地区还是非繁荣地区，对优质和次级购买贷款的夸大估价所占

份额都非常接近。这一结果说明，夸大的评估并没有过度集中于向次级贷款借款人提供

的购房贷款。

图 4 在优质和次级购买抵押贷款中同样常见的高估估价

结论

本文的发现与本世纪头十年美国房地产繁荣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具体来说，作者

发现这一时期的房价增长与次级借款人购房贷款的增长呈负相关。文章进一步提供了与

此一致的证据，这是次级借款人被迅速升值的市场定价的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还表明，

看似欺诈的活动并没有过度集中在次级贷款借款人中。本文的分析有助于一种“新说

法”，即 2000 年代美国房价的快速上涨主要是由主要借款人推动的。因此，旨在限制

边缘借款人获得信贷的政策处方本身可能不足以防止未来的房地产繁荣。

原文链接：https://www.frbatlanta.org/research/publications/wp/2018/10-villains-or-

scapegoats-the-role-of-subprime-borrowers-in-driving-the-us-housing-boom-2018-08-28

作者单位：James Conklin 乔治亚大学，Haoyang Liu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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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管理激励与股票价格反馈

作者：Tse-Chun Lin，Qi Liu，Bo Sun，韩石编译

导读：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市场摩擦对管理者薪酬（managerial compensation）的影响。

首先在标准的合同订立架构中嵌入一个市场微观模型，分析当管理者能够运用从市场中

了解到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这一情况下的最优绩效薪酬。结果发现，在一个摩擦较小的

市场里，股价中包含的信息（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将对指导管理决策有帮助，从而降

低了薪酬激励的必要性。实证显示：①绩效薪酬（pay-for-performance）对市场摩擦减小

将有降低的反应；②与从市场中管理学习提高（increased managerial learning）一致，公

司投资对股价的敏感性会提高。

引言

经济学家们一向认为，CEO 薪酬制度设计的一大目标是提升公司绩效，而金融市场

传递的信息管理者不可得。即管理者受到薪酬制度的激励，其行为将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比如股价等），但反过来，金融市场（如股价）却不会对管理者行为（如投资决策）

造成影响。

本文则建立了一个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产生减少对管理者薪酬激励必要性的简单模

型，并为这种影响提供了证据证明。本文核心理论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产生在一

定程度上替代管理者薪酬制度中的激励条款。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进行了一项自然

实验：Reg SHO，即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随机挑选了 1/3 的罗素 3000 指数公司作为

试点公司，并在 2005 年 8 月取消了试点公司的卖空限制（报升规则），现有研究显示，

这种监管改变有效降低了试点公司的交易摩擦，因此利用这一监管变化来代表试点企业

市场摩擦的外生减少。

由此，为以下两假设提供证据：（Ⅰ）试点公司激励薪酬比非试点公司要低；（Ⅱ）

基于管理学习机制，因为摩擦小，试点公司的管理者从市场中能获得的信息更多，并将

这些信息用于实际决策（比如投资）中。

模型

本文建立了一个微观模型，目的是为了从理论层面推导出，反馈效应下的最佳绩效

薪酬（pay-for-performance）比没有信息生产时要低。即，市场生产信息、市场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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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时，激励性薪酬必要性减弱，因而绩效薪酬比例降低。

图 1 时间线

（一）管理者

管理者从两项投资中二选一，即高投资 IH和低投资 IL。

其中，i∈｛H,L｝，IH＞IL。

公司最后价值因此可能为 ，也可能为 。

期末投资回报有 good（此时 S=g）和 bad（此时 S=b）两种可能情况。

情况好（s=g）的可能性为 p，即：

p=P（s=g）

管理者的效用形式为：

其中 w代表管理者的薪酬支付，第二部分代表管理者从投资中获得的个人利益，管

理者效益与投资规模成正比。如果股价能够包含信息，管理者将根据这些信息选择相对

最合适的投资；如果市场中没有新信息产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依赖于薪酬合同的激励。

（二）股东

股东设计薪酬合同，该合同的目标是能够最大化。合同中包含β（薪酬激励）和 q

（投资决策）。在没有外界信息产生、管理者不能通过学习机制进行信息决策时，只能

通过合同中薪酬激励β作出投资决策 q。

（三）交易者与做市商

投机者付出一定代价了解信息，且承受的代价越多，他越可能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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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中要承担固定费用 c：数额 c越大，表示对于给定的信息，交易获利越少。

c的数值代表市场摩擦的大小，越大的 c值，代表一个使投机者更难从信息中获利

的摩擦较大的市场。

以报酬激励的投资策略

V（q）指期望公司价值，q即为门槛值（根据股东在合同中设定的激励）。

首先，关于 q与 V的正相关。因为存在代理摩擦，q的增加需要额外的薪酬补偿。

因而不考虑 q≥1/2 的情况；其次，关于β与 q的严格一一对应正相关。

公式结果理解为，β值越大，其潜在意义就是目标政策 q越高。

即，公司的价值会随着 q的增高而增高，股东出于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提升 q时，

需要给予的薪酬激励也就越多。

信息交易与产生

在概率 下，投机者能够观察到情况 state；有（1-）的概率投机者什么也观察

不到。

如果投机者进行交易，则存在固定成本 c，c过大时，不会交易。量化表示为，c

≤c*时才交易。只要 c不是过分的大，在信息收集和基于信息的交易之间将存在一个等

量关系。

与 Kyle（1985）不同的是，本文中公司价值为内生变量：

股价中的信息→投资→公司价值

由总的订单指令（total order flows）透露出的信息遵循同样的机制。

公司价值

等式前半部分表示随着激励薪酬中暗含对投资决策影响 q而变化的该公司价值 V

（q），后部分表示股价信息形成反馈效应形成的公司价值。股东将寻求此两种价值创造

方式的最佳混合。

同时，每增加一份β（q上升），对公司价值 V的刺激作用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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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绩效工资

随着信息生产增加（ 越大），边际激励效用递减，所以随着信息生产增大，管理

者的绩效薪酬可以有所降低。

从而得出：反馈效应下，即有信息产生、管理者能从股价中得知有效信息时，激励

薪酬比没有这种信息产生时要低。

股价信息→管理者的投资决策→公司价值→股价→投资……

管理者从股价中吸收的信息越多，其决策越依赖于市场信息，那投资与股价的相关

性（敏感性）自然也就越强。

随着 c的降低，市场摩擦的减少鼓励更多的信息生产和交易，管理者也就能够通过

这些信息采取行动，使得刺激性薪酬必要性降低。

激励性薪酬本就是期望股价（公司价值）在薪酬支付不变的情况下更高，反馈机制

可以直接达到使管理者行为有助于提升股价的指导。

方法和数据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随机挑选了 1/3 的罗素 3000 指数公司作为试点公司，并在

2005 年 5 月到 2007 年 8 月取消了试点公司的卖空限制（报升规则）。具体地，SEC 对 2

004 年罗素 3000 指数成分股公司进行了分类，首先是根据上市市场，然后是 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5 月期间的日均美元交易量，并在每个上市市场中的第二家公司开始，每

隔两个选出一家公司。

实证结果

全样本分析：Reg SHO 代表着市场摩擦减小这一外生变量，验证是否 Reg SHO 导致

了管理者薪酬中的激励减少。

结果证实，在一个管理者能够从市场中学习到更多信息、摩擦更小的市场，管理者

的激励性薪酬确实降低了。

子样本分析：评估本文观点的逻辑正确性，即，本文全样本分析中的结果是否是通

过改变了 CEO 薪酬合同而起作用的。预期合同改变了的子样本比没有变更合同的样本结

果更强烈。

结果证实，薪酬对 Reg SHO 的反应却是是由于公司变更了 CEO 薪酬制度，即，确实

是激励性措施不再必要引起了全样本分析中的结果。

从市场中学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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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理论中的一个预测是，Reg SHO 试点公司中的管理者从市场了解或者说学

习的信息更多。

被解释变量为投资 I（包括资本支出与研发支出）。解释变量为，标准化的股价 Q，

以及与试点公司哑变量、期限哑变量的交互项。

对于非试点公司（Pilot=0）：期间之前（During=0），Q对 I敏感性为系数 a3。期

间之后（During=1），Q对 I敏感性=a3+a4。差异为 a4。

对于试点公司（Pilot=1）：期间之前（During=0），Q对 I敏感性=a3+a5。期间之后

（During=1），Q对 I敏感性=a1+a3+a4+a5。差异为（a1+a4）。

从而，试点公司与非试点公司在 Reg SHO 影响下的系数之差为（a1）。

三重交互项系数 a1显著为正，表明 Reg SHO 确实提高了投资对股价的敏感性，与本

文观点：“the content of increased information is useful to managers such th

at managers rely more on stock prices for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s”一致。

也就是说，对管理者有用的有效信息增加，使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理所当

然对股价（市场信息）给予更多的关注，所以 Reg SHO（市场摩擦减小、市场有效信息

增多）将使管理者在进行实际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更关注、依赖于市场信息，如股价。

结果证实，三重交互项系数正向且显著，试点公司（市场摩擦小的情况下）股价和

投资之间的敏感性加强，即管理者确实从市场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作为

指导决策的基础。

关于薪酬对 Reg SHO 反应的另一种解释

试点公司股价波动性上升，考虑到风险分担，公司减少管理费用对股价的敞口（e

xposure）。（风险分担是指，将风险在不同主体、同一主体的不同时期之间进行分担，

从而达到风险配置的最优化。关键：分散风险；股东收益与管理者报酬具有负相关性质。）

总结前人观点得出，Reg SHO对管理者薪酬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股票波动发生了变化。

故而，为了搞清市场波动性在 Reg SHO 期间 CEO 薪酬变化的影响中扮演的角色，将验证

Reg SHO 影响了试点公司（年度层面上的）股票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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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探究年度层面上的原因，是因为长期波动性相较于日频（短期）波动性而言，

与合同签订目的更具相关性。即，合同建立的目的往往是长期的，所以相关的因素也应

该从长期层面考虑，而忽略一些短期波动。

实证目的：Reg SHO 是否存在股价波动性的改变？

使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如下回归：

回归结果中 a1并不显著，说明试点公司与非试点公司在波动性上并无区别，从而排

除了 Reg SHO 是通过影响股票波动性，进而影响到管理者薪酬的可能性。

结论

现有文献对管理者薪酬（managerial compensation）和股价反馈（stock price

feedback）都进行了单独研究。但实际上，股价通过反馈效应直接影响了管理者行为，

进而要求最优薪酬的相应调整。本文研究了反馈效应下建立合同的可能影响。理论和实

证都表明，当市场摩擦变小时，股票市场中的信息提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薪酬激励。

此中机制为：激励薪酬是为了促进管理者帮助公司价值最大化、避免损害公司价值的行

为，股价中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了（clarify）之前的管理者行为的结果，有助于管理者

避免从事有害活动，从而减少了激励性薪酬的必要性。

本文证实了激励性薪酬在市场摩擦外生减弱时的显著降低，并通过数据验证了符合

管理者学习机制（managerial learning mechanism）的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收获了

一系列结果，这一系列结果用任何其他理论都很难科学合理地进行前后一致的说明。这

些结果共同将反馈效应作为解释。即，只有通过股价反馈机制才能使这一系列结果一致

成立。

原文链接：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4147169_Contractual_Manageria

l_Incentives_with_Stock_Price_Feedback

作者单位：Tse-Chun Lin 香港大学，Qi Liu 北京大学，Bo Sun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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