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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100081)

要: 有效的治理结构有益于防范道德风 险, 不同的委托 代理方式 对防范道德 风险具有 一定的作用 和

意义 。我国目 前开放式基金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存在着 内部人控 制; 二是 基金持有 人利益代表 缺
位。因此, 我国基金业隐含着较大的道德风险。我国基金 治理结构 的改进: 一是构建 以/ 受 托人委员会0 为 核
心的治理结构; 二是处理好独立董事、受托人与托管人之间 的关系; 三是避免 基金当事 人之间的/ 共谋0 , 即 建
立相应的利益 ) 风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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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章编号: 1000O5587( 2004) 02O0042O07

在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 投资者与公司
之间的 利益 分配和 控制关 系 ( 希列法 和维 希尼

开放式基金健康发展的核心是如何保护投资
者权益, 树立投资者对基金的信心。开放式基金

1996; Schleifer and Vishny 1996) , 是保证公司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内部组织制度、报酬制度等其他

作为一种集合投资工具, 能够实现安全性、
流动性

合约安排; 广义上则可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

与收益性的统一, 可规避和降低系统风险而为投

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

资者带来较高的回报, 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理想的
投资工 具。但与中小 投资者自己直 接投资于股

度安排, 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 shareholders) 之间的关系, 而且包括企业与所有相关利

票、
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不同, 开放式基金具有一

益集团( 例如雇员, 顾客, 供货商, 所在社区, 等等,

定的派生性, 存在着较长的委托代理链条, 由于信
息不对称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从理论上讲, 开放

统称 stakeholders) 之间 的关系, 即消 除由于委托
代理冲突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式基金通过集合投资能够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

它不仅包括内部制度安排, 而且外部市场力量、
基

实现较为稳定的收益, 但是这种假定的基础要取

金持有者权利、董事会构成和补偿等也是解决委

决于基金管理者的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 取决于
基金管理者能否像管理自己财产一样管理基金财

托代理冲突的主要机制, 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企业
为谁服务, 由谁控制, 风险和利益如何在各利益集

产, 也即取决于基金管理者 是否存在道德风险。

团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

因此, 消除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 保证基金管理
者与基金持有者利益一致, 实现基金投资者收益

与否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不同的委托代理方式与道德风险

最大化, 进而保证开放式基金的健康发展, 就成为
开放式基金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如同公司治

在开放式基金中当事人主要包括: 基金持有

理结构一样, 建立一套有效的基金治理结构, 形成
其制衡与激励相容机制,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而这三者之间不同
的委托代理方式, 可产生不同类型的道德风险, 对

关于治理结构有不同的理解, 狭义上指的是

防范和规避道德风险的作用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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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委托代理关系角度来看, 基金持有人、管理
人、
托管人三者之间的安排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基
金管理人选择基金托管人。如图 1 所示。
图3

委托代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基金持有人选择其利益代言
图1

委托代理模式

这一模式中,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基
金管理人选择基金托管人, 并根据制度安排, 基金
托管人反过来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 并代表基
金持有人的利益, 肩负着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
重任。在这种模式中, 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的
基金托管人是由基金管理人自己选的, 在共同利
益驱动下, 存在二者/ 合谋0的可能, 基金托管人能
否有效的维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便产生疑问。由
此, 这种模式可产生/ 共谋0风险。
第二种类型: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监
管机构选择基金托管人。详见图 2。

人 ) ) ) 基金受托人, 基金受托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作为基金持有人的利
益代表, 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这种模式对于
基金的机构持有人( 如目前的保险公司、
社保基金
等) 更为合适, 而且基金托管人可真正担负起基金
持有人利益代表的重任。
与上述两种模式相比, 这一模式在基金持有
人、
管理人和托管人/ 基金三角0中引入受托人, 把
原托管人监督与保管两个职能分离, 分别由受托
人和托管人承担, 以持有人、
管理人、
受托人和托
管人之间的/ 四角关系0代替原来的/ 三角关系0,
进而实现基金所有权、
经营权、
保管监督权/ 三权
分离0。引入受托人后, 投资者直接与受托人签订
委托协议成为基金持有人, 受托人成为基金直接
面对委托人即基金持有人的惟一主体, 持有人对

图2

委托代理模式

这一模式中,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监
管机构选择基金托管人, 并根据制度安排, 基金托
管人进行基金资产托管的同时, 行使对基金管理
人的监督, 并代表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这种模式
较之上种对基金持有人更为有利, 因为基金持有
人利益的代表 ) ) ) 基金托管人的选择是由/ 第三
者0来完成, 而不是由基金管理人自己来提供, 这
样就避免了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 同谋0
的可能, 同时, 监管机构又对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基
金托管人进行监督, 以防止基金托管人得到的风
险。但是, 由于监管机构力量有限, 没有足够的力
量对众多的基金管理人所需的基金托管人一一安
排和选择。
第三种类型: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受托人, 基
金受托 人选择基金管 理人和基金托 管人。详见
图 3。

管理人的监督动力通过这一关系直接转化为受托
人的监督动力。受托人分别和管理人及托管人签
订协议, 由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 基金资产
保管义务则由托管人承担, 受托人成为基金内部
专责的监督机构, 对持有人负责, 代表持有人监督
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运作行为, 保障基金资产
的安全和高效运用。这种安排, 可以克服原来基
金治理结构中持有人利益主体缺位现象, 受托人
履行监督职能有了明确法律根据, 克服了原来托
管人保持独立性缺乏法律基础的缺憾。

三、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现状分析
( 一) 基金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我国开放式基金治理结构基本上延续了封闭
式基金的治理结构, 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具体
来讲其基本框架为:
11 基金公司内部体制
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看, 最高权力机构是基
金持有人大会, 由全体基金单位持有人或委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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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主要讨论有关基金持有
人利益的重大事项, 如修改基金契约, 终止基金,

理人违反了本基金契约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应
呈报中国证监会,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

更换基金管理人, 按照5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

人的利益。除非法律法规、
本基金契约及托管协

法6的规定, 一般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持有人大
会。基金持有人大会下面分设董事会和监事会,

议另有规定, 否则,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行
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0( 5证券投资基金暂行办法6

董事会提名和任免公司经理, 并实行董事会下的

第九条)

经理负责制。董事会下设提名与管理委员会、
薪
酬与激励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详见下图所示。

( 二) 基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契约型基 金的治理结构 中包含了基 金持有
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三方, 其权利义务由
信托契约确立。在理论上, 基金管理人受基金持
有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双重监督。但从我国基金业
的发展现状来看, 其治理结构存在结构性缺陷, 未
能形成对基金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相互制衡
的金三角关系, 不利于保障投资者权益。

图4
21 独立董事制度
2000 年 1 月 19 日, 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 要

1. 基金公司的内部人控制
首先, 从董事会职能来看, 公司董事会参与公
司的经营活动, 董事长的角色和定位在基金行业
显得比较尴尬。作为法人代表, 董事长应该对基
金公司整体经营的最终成败以及法律方面承担责

求基金管理公司( 包括正在筹建中的公司) 必须完
善治理结构, 实行独立董事制度, 其人数不少于公

任, 但中国基金业的董事长并不承担企业经营方

司全部董事的三分之一, 并多于第一股东提名的
董事人数。目前我国基金管理公司都引入了独立

中国工业企业不同, 我国基金公司的董事长更多
的是一个虚职, 而经理阶层对基金公司各种经营

董事制度, 旨在强化对基金公司内部运行的监督。

活动有几乎全部的控制权。

公司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 报证监会批准, 再由董
事会聘用。
31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
选择基金托管人模式
在基金当事人的委托代理方式上, 目前我国
采取的是: 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
人选择基金托管人模式。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信托

面的职责, 甚至不能列席公司办公会议。与许多

其次, 从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来看, 基金公司是
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发起的资本快速流动系统,
基金公司管理着两种不同的资产类型: 一种是由
股东出资而形成的公司自有资产, 另一种是基金
持有人出资申购的基金资产。从实践来看, 前者
一般远远小于后者, 即公司创办的注册资本要远
远小于在市场上募集的资产, 而且基金管理人对

关系成立以后, 5证券投资基金暂行办法6以及基

公司资本的依赖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公司自身

金契约和托管协议规定, 为保证基金管理人和托
管人履行各自的职责, 他们彼此还有互相配合、
互

资本的存在好像只是为了完成公司的注册和对外
形象。因为对于基金管理人而言, 实现自己的利

相监督与核查的义务。在这些配合与监督方面,
如果没有尽到义务, 则需承担连带责任。在契约

益最大化的根本是基金规模, 而公司自由资产是

型基金的情况下, 基金托管人处于特殊地位, 基金

相对固定的, 基金资产具有较大的弹性, 所以, 基
金管理人可以依赖实现基金持有人而非股东的利

托管人代表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信托契约、
保管基金资产并负责监督基金经理人对基金资产

益最大 化而使自己利 益最大化。从 这个意义上

的运作。基金托管人理应负起托管责任, 对基金
的运作进行监管。

普通投资者, 应该被赋予更多的对企业的控制权,
这意味着股东影响力的相对弱化。

基金托管人/ 监督基金管理人, 如认为基金管

所以, 基金公司内部是一种/ 弱股东、强管理

讲, 基金管理人因为其行为更多地涉及和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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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0的体制, 表现为基金公司的内部人控制。
2. 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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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不力或与基金管理人合谋损害基金投资者
利益的情况。这种监督的实效也因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 从基金持有人自身来看。基金持有人

而大打折扣: 其一是基金管理人通常是基金的发

在将其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人后, 就不能直接干
预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的管理和运作, 因而其

起人, 因而有权决定基金托管人的选聘, 并且经中
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 还有权撤换基

监督制约权只能通过 出席基金持有 人大会来行

金托管人。换言之, 基金管理人往往决定着基金

使。而基金持有人往往人数众多且高度分散, 绝

托管人的去留, 在一定程度上是托管人的0老板0。

大多数持有人热衷于短线操作以博取差价, 根本
没有兴趣参加一年一次的基金持有人大会, 以致

托管人的地位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其监督的软弱
性。其二是基金托管业务目前已成为商业银行一

基金持有人大会往往流于形式。况且, 只有当基

项新的表外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市场竞争日趋激

金管理人出现严重失职或违法违规时, 基金持有
人大会才能通过多数决议将其撤换。因此, 基金

烈, 银行( 托管人) 为抢占 市场份额, 在利益驱动
下, 有可能纵容、迁 就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规行

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是事后的、有限的, 带

为, 影响其监督效果。其三, 基金管理人买卖有价

有极大的滞后性、
虚弱性。

证券的指令无需通过托管人审单后下单, 而是通

其次, 从独立董事的作用来看。设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核心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注重保护

过其租用的交易席位直接进入交易所主机撮合成
交, 基金托管人至多只是扮演一个/ 保管人0、
/核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是美国基金快速发展极为重

对员0的角色, 根本不能起到基本的监督职能。

要的原因。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赋予独立董事承
担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的特殊监督责任, 有效弥

综上分析可见, 我国基金业治理结构极大地
吸收了国外的东西, 如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日本

补契约型基金法律利益主体缺位的不足, 从而切

等国的托管人制度。从表面上看, 基金持有人具

实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可是从我国的投

有独立董事和托管人双重身份, 都可以肩负起基

资基金独立董事制度实践来看, 总的来讲, 仍然存
在着/ 内部人0和/ 关键人0控制的现象, 独立董事

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的重任, 可事实上, 而且, 由于
在委托代理关系安排上的问题, 独立董事、
托管人

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金管理公司聘请名人

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无法真正起到对基金管

担任其独立董事, 这些独立董事实际上只不过是

理人的监督作用。所以, 在存在着/ 内部人控制0,

基金管理公司的顾问, 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借了
名人的名, 另一方面名人得到了一份基金管理公

以及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的情况下, 基金业
隐含着较大的道德风险。

司的董事酬金, 双方互惠互利。具体来讲存在以

四、基金治理结构的改进

下问题: ( 1) 法规上缺乏强制性, 法律方面也没有
对独立董事给予充分的保障, 独立董事在运作中
一旦出现问题, 无法可依; ( 2) 部分/ 独立董事0缺

( 一) 构 建以/ 受托人委员会0为 核心的治理
结构

乏真正的独立性; ( 3) 公司缺乏对独立董事权利与

我国契约型基金是以基金管理为核心的治理

义务的具体规定; ( 4) 独立董事权权益有名无实;
( 5) 独立董事缺乏激励, 没有积极性和动力为公司

结构, 其最大缺陷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人控
制和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 独立董事和基金

出谋划策, 对执行董事和管理层进行监督。

托管人监管不到位。加强监管的动力来自于基金

再次, 从基金托管人的作用来看。在契约型
基金的情况下, 基金托管人处于特殊地位, 基金托

投资者,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
有一个代表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常设机构以监督管

管人代表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信托契约、保

理公司的运作。建议在基金管理公司设置受托人

管基金资产并负责监督基金经理人对基金资产的

委员会, 受托人委员会由各个基金的资产托管机

运作。基金托管人理应负起托管责任, 对基金的
运作进行监管。但由于基金托管费是按一定的费

构、
作为独立受托人的基金持有人以及独立董事
组成。受托人委员会是作为外部监管的安排, 代

率收取, 基金托管人缺乏努力工作的动力, 可能产

表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而进入基金管 理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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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基金管理公司以前的组织机构仍可以保持不
变, 原隶属于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改由受托人委

督对象, 着眼于关联交易的审查, 使控制股东和经
理人员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利益只能通过基金的投

员会管理。

资回报来体现, 就可以使控股股东与经理人员和
基金利益、
基金投资者利益一致。控制股东出于
对自己利益的关心, 会有足够的激励促使其对公
司董事、
经营管理人员、
公司员工等的损害基金利
益特别是其自身利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基
金投资者的利益因而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
( 二) 独立董事、受托人与托管人
1. 受托人与托管人。受托人强调的是基金的
图5

公司内部组织结构

外部 审计, 基金托管人重点 对基金的内部审计。
由于审计涉及的范围相当广, 而注册会计师对基
金的资产和损益拥有公共鉴证权, 并以审计报告

受托人委员会至少三分之二必须是独立受托
人。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
董事会成

的形式公开表述其审计意见。公共审计和内部审

员、
管理人员以及相关联的人禁止担任独立受托

计之间具有天然的区别, 而其时间、地域及范围、
目标的限制又妨碍了 外部审计的适 时性与经常

人。公司的重大投资、
交易和分配行为, 要由受托

性。所以, 基于资产保全和监督运作的需要, 基金

人委员会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受托人

托管人扮演内部管理审计的角色是必要的。一方
面, 内部审计的日常化可以及时发现基金管理人

委员会对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及其成员和经营
管理层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对公司的财务报表、
关

运作中的不足和失误, 及时提出改进意见; 另一方

联交易和分红派息方案进行审查核准, 确保公司

面, 作为内部强化管理的一个举措, 内部审计可以

在这些方面的行为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并且
符合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受托人委员会定期向证

及时对托管人自身存 在的不当账务 处理进行改
正。而内部管理审计所涉及到的范围则更广, 它

监会提交受托人报告, 汇报基金管理公司遵守法

不局限于对基金管理人的合规性审计和监管, 因

律法规的情况。受托人委员会设专责人接待基金
投资者, 及时向投资者披露受托人委员会的有关

为毕竟合规性操作面临众多方面的监管, 比如来

决议。

自证监会、
股东单位、
基金管理人内部。更重要的
是, 会计账簿记录的长周期及无纸化数据的保存,

受托人委员会负责组建审计和监察委员会,

客观上对基金管理人的合规性运作形成制约。因

由独立受托人担任主席。审计和监察委员会对审

而从整体角度来看, 合规性是基本要求, 就现实情
况看, 违规操作的风险相应较低。相反, 效率性问

计师选择提出建议, 检查财务报表和审计结果, 监
管基金内控体系。受托人委员会应能聘请独立审
计师。独立审计师必须是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

题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基金管理人所

机构无 审计或法律业 务关系。如果 存在业务关
系, 审计委员会应要求审计师予以报告, 审计委员

率的提升与否和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及道德风
险息息相关, 而这种绩效性控制和审计的复杂程

会应考虑这个关系或涉及的费用是否影响了审计

度远较合规性审计为高。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净

师的独立性。

值和单位收益为代表的绩效的提升更受关注, 而
且就控制本身来看, 业绩的监督和调整比合规性

引入独立受托人制度, 对于改善基金治理结

面临的特殊市场地位及所拥有资金、
信息优势, 效

构, 强化对内部董事及经理层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以及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

更为重要, 更为复杂。

应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独立受托人作为基金投资
者利益的代表进入公司内部, 以股东及其派出的

结构中独立董事存在的问题, 独立董事制度改进
的核心是如何才能使独立董事履行对基金持有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主要监

的诚信和勤勉义务。

2. 受托人与独立董事。根据我国基金业治理

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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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作为特殊的金融实体, 与一般公众公司
的治理有明显不同, 基金独立董事应处理好三对

于受聘公司, 否则独立董事在开展工作时都或多
或少地心存疑虑。只有让他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关系, 一是公司治理关系, 即处理与投资者的关

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 以到受聘公司为使命的态

系, 这与一般运营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二是管理
治理关系, 即处理与证券监管部门的关系。在一

度从事本职工作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其次, 在独
立董事 群体中必须引 入竞争机制。在评估机构

般公众公司治理中, 发生代理人之争, 证券监管部

中, 详细地建立独立董事的个人档案, 并根据业绩

门只是作为仲裁人, 而在基金治理结构中的管理

进行考核, 考核方面包括: 个人信用、
个人业绩和

治理关系中, 独立董事类似于证券监管部门在基
金中的延伸, 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三是契约治

个人声望等, 根据这些资料制定聘用独立董事的
价格。总之, 通过独立董事的职业化, 可以使独立

理关系, 即处理与投资顾问的关系。在这个关系

董事必须专心于以个人声誉、个人信用和个人业

中, 独立董事类似于代表股东对一个一定期限的
合同进行管理。所以, 基金独立董事应对基金本

绩为基础的职业工作。
º 独立董事获取信息制度。是指独立董事做

身负责, 而不是对基金管理公司负责; 独立董事不

出决策所需要信息的获取渠道和方式。独立董事

仅要执行公司法所赋予董事的一般责任, 还要承

是不在公司任职的董事, 因而, 在某些事情上的知

担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的特殊监督责任, 即当基
金运作与投资者利益相悖时, 独立董事必须完全

情权以及工作时间不能得到必要的保证, 所以在
一般情况下, 独立董事的信息来源只能依靠公司

站在投资者一方; 独立董事在维护基金持有人利

的经营管理层。但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益的同时, 还被要求对基金运行的合规性履行监
管责任。如果仅仅把独立董事定位为其中的一个

问题, 以及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管理者为了自身
效用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现象的存在使独立董事

关系或两个关系, 都是不全面的, 甚至在具体的操

获得的往往是不完全信息。因此, 信息获得的完

作设计中产生混乱。

备与准确与否是独立董事制度完美运行需要解决

我国基金独立董事制度, 应在借鉴国外基金
业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避免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

的另一问题。
建立独立董事仲裁机构, 即增加独立董事的

事制度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除了在对基金管

信息获取渠道。仲裁在法学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

理费、托管费等重要费用的确定等方面赋予独立

解决方式, 在仲裁完成的过程中, 仲裁委员会站在

董事明确的责任和权利, 对独立董事的选举等运
作程序方面也应有严格的制度保证。

中立的地位听取双方的答辩与陈述。从信息学的
角度来说, 具有对抗利益的双方在争取各自利益

¹ 独立董事的报酬制度。独立董事的报酬制

的过程中发出的信号越多, 真实信息将被披露得

度是指独立董事经济报酬的来源与报酬额度的确
定机制。一方面。独立董事的报酬来源于基金管

越完全。所以, 董事会除了设立财务委员会、
审计
委员会、
报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之外, 还应该考

理公司, 这使得独立董事对公司形成一定程度的

虑成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受理中小投资者投诉的

依附感, 使其独立性受到影响、
削弱甚至有可能与

仲裁委员会。独立董事可以通过对中小投资者投

基金管理公司合谋, 共同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另
一方面, 报酬与独立董事所承担的风险并不匹配。

诉的处理获得更多有关公司的真实信息, 并且保
证自己决策的公平、公正。

独立董事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与公司的

» 独立董事的权责制度。是指权力与责任界

经营业绩无关, 但是他们要承担监督不力或决策
失误等风险, 所以容易造成有意地规避风险, 过分

定的基础和具体实施方式。许多上市公司对于独
立董事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聘用独立董事时,

保守, 以致丧失有利的投资机会。由此可见, 报酬

往往是为了提高声誉和知名度, 对于独立董事的

的来源和制定是报酬制度设计提出的一个命题。

权利与责任的认识不存在或者相当模糊。因此,

独立董事职业化, 即独立董事报酬来源与定
位机制。有必要成立独立董事经营公司和独立董

要使独立董事有效地发挥作用, 明确规定其权利
和责任是相当必要的。一方面, 独立董事的权利

事评估机构。首先, 独立董事必须在经济上独立

不能大于他所承担的责任, 这样容易造成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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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做出决策前, 不经过周密的调查和分析, 存在
不负责任的心理; 另一方面, 独立董事的权利不能

益。如果托管人为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对基金
经理进行监督, 就会损害基金经理人或基金经理

小于他所承担的责任, 否则独立董事就会过于保

公司的利益, 最后有可能会被基金管理公司解除

守、
谨慎地作出决策, 以致不利 于公司发 展。所
以, 在建立独立董事良好的权责环境过程中, 必须

托管合约, 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理性的基金托
管人自然是不想得罪基金管理公司的。

赋予其相适应的权责。

因此, 补救的办法是改变基金托管人的选择

在给予独立董事权利的同时, 非常有必要解

办法, 即由基金持有人选择基金托管人, 也就是说

决独立董事的后顾之忧, 否则, 独立董事整天因惧
怕担责任而规避风险, 不能及时有效地制定决策,

基金托管人成为基金持有人的代理人去监督基金
经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委托代理难题, 即基金

这样不但独立董事没有作为, 也会影响公司的长

托管人是否尽到了应尽的/ 诚信0、
/ 注意0和勤勉

远发展。这就需要有完备的保险环境, 为其提供
/ 独立董事责任险0。这一险种的范围不宜过大,

义务, 作为基金持有人无法考核。同时, 基金是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集合, 容易陷入/ 集 体行动的悖

以免独立董事不调查、不研究、
不负责任; 当然这

论0, 每一个基金持有人都想/ 搭便车0, 不愿承担

一险种的范围也不宜过小, 否则也不能做到给独

监督的成本。所以德国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 即

立董事/ 减负0。最根本的是应当以独立董事作出
决策时所掌握的信息以及特定的条件为准。

把对基金托管人( 受托监管公司) 的监督和选择权
交由监管机构。当然, 这依赖于监管机构, 又产生

( 三) 共谋的治理

了另外一个层次的委托代理难题。这也需要强化

在开放式基金制度安排的当事人中, 可能形
成共谋而损害委托人 ) ) ) 基金持有者的利益。形

监管机构的监管责任。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基金托管人的收

成共谋的当事人一般有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益 ) ) ) 风险机制, 即基金托管人既然获取了基金

之间、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独立董事之间、
基金管理

投资者给予的基金托管费, 就要尽心尽力对基金

人与基金监管机构之间。
从理论上来说, 托管人有监督之功能, 但事实

的运作进行监管。如果是因监督不力甚至与基金
经理人/ 串谋0 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那么就要承担

上无法行使。因为其托管人身份是作为基金发起

相应责任。

人的基金经理选择的, 托管基金意味着较高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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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uctural study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open funding
L I Ke- qiang
( College of Economics, Cent ral M inzu U 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ffect ive managerial structure is believed to reduce moral vulnerabilit ies, various kinds
of t rusteeship may as w ell help prevent from commit ting t hem. T he w riter of the paper assumes t hat t he
w eaknesses in t he ex ist ing manag ement of the open funding are either the interior cont rol, or t he absence of
the benef iciary, w hich may implicate the g reat er moral vulnerabilit ies in t he funding business of China. On
basis of t his, proposals are put forw ard to improve the m anagerial st ruct ure of t he funding business. First,
trust ee commit tee should be set up as t he core of t he managerial st ruct ure. In addit ion, the relat ionship
should be handled well bet ween t he board, the trust ees and t he entrust ed. Moreover, a w arning system
know n as vulnerabilit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 ablished so as to prevent t he pot ential conspiracy of t he
part ners concerned.
Key words: open f unding; managerial structure; moral vulnerabilit 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