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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案例分析 

 

第一節 中國早期孔宋家族的腐敗個案 
 

    經濟轉型過程的尋租腐敗並非現在才會有，它是伴隨著權力的擁

有與制度變革銜接上的不週延而普遍會發生的。首先來探討一個民國

初年中國早期有關政府局層的腐敗個案。 

 

    1935 年 3到 5月間，在中國 1銀元可兌換 40美分。當時的財政

部長兼中央銀行總裁孔祥熙和中國銀行董事長宋子文私下秘密協

商，計劃進行幣制改革實施法定貨幣政策，並決定在實施法幣政策時

將外匯的匯價壓低。這項幣制改革政策屬於金融市場極為重大的政策

方向，當然是金融市場的一個重要機密，當時只有蔣介石、孔祥熙、

宋子文及財政部次長徐堪等少數人知道。但是孔祥熙的妻子宋靄齡也

是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消息的人之一，她便暗中籌集鉅額資金，甚至利

用關係動用國庫資金，在金融市場大舉放空外匯。從 1935 年夏天開

始，孔、宋二人就指示中央銀行及中國銀行，逐步將銀元對外匯的匯

率調低，直到當年 11月 4日實施法幣政策並公布新外匯牌價為 1元

法幣兌換 29.5美分。根據當時未能得知此內線消息而參與炒作的所

謂政學系和 CC派的其他政府高官們的統計，當時南京政府為了實施

幣制改革，動支近 500萬英鎊的外匯基金，而且欠了 500萬英鎊的債

務，其他銀行家與實業家同樣損失不貲，但孔、宋家族中，光是宋靄

齡一人利用此內線消息進行炒作，就賺了 800萬英鎊。 

 

    此外，根據杜恂誠的研究42，宋靄齡在當時還親自主持一個上海

證券市場的秘密炒作集團，集團主要成員除宋靄齡外，還包括宋靄齡

                                                 
42 杜恂誠，《金融制度變遷史的中外比較》，上海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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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弟宋子良、財政部次長兼錢幣司長徐堪、中央銀行副總裁陳行，

當時被稱為“三不公司＂43。每次由宋靄齡策劃，徐堪負責執行，陳

行從旁協助及必要時自國庫調撥資金，宋子良負責提供掌握人頭戶，

及透過他所控制的中國國貨銀行向證券交易所調頭寸。成為當時南京

政府當權派在股市的第一大炒手，孔、宋家族由此成為中國曲指可數

的鉅富。 

 

    孔、宋家族累積的財富眾說紛云，根據美國聯邦調查局在抗戰時

的調查，宋子文在紐約大通銀行與花旗銀行有 7000萬美元，宋靄齡

有 8000萬美元，宋美齡有 1.5億美元。而且聯邦調查局指出，這只

是他們眾多財產的一部分。另外根據美國總統杜魯門在戰後的統計，

孔、宋家族在美國的私人存款約有 10億美元。杜魯門後來由調查報

告，得知美國政府前後援助蔣介石的 38億美元，其中被孔祥熙和宋

子文竊佔了 7.5億美元。要釐清孔、宋家族聚斂多少財富，恐怕連他

們自己都辦不到。這種利用高官職位尋租腐敗，藉由金融改革過程牟

取私利的現象，自古有之，不會是偶發的個別事件，而是由上而下的

普遍行為。對於高層的尋租腐敗基本上是很難制約的，而且造成社會

最不公平現象的，不是中下層官員或民間的違法亂紀，而是政府高層

的腐敗。 

 

 

 

 

 

 

 

                                                 
43 三不指：不堪（陳堪）、不行（陳行）及不良（宋子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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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浙江天通公司個案 
 

    浙江天通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上市公司中經理人持股最高的公

司，也是唯一由家族控制的公司。它原本是一家成立於 1984 年的鄉

鎮企業，1993 年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企業，1995 年再改組為有限責任

公司，2000 年 12月最後改組為股份公司，並在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

該公司成立以來歷次的組織形態變動，有些是配合及按照政府的規定

改組調整的，有些則是經理人主動發起的，但不論發起的原因為何，

在每一次組織形態的變動中，都相對應的會產生股權的變動，而且都

能夠使經理人的股權及控制權更形集中。由此個案，不難在過程中發

現，中國資本市場漸進式改革的制度銜接的不健全、政策制定的路徑

依賴及尋租腐敗行為。 

 

一、鄉鎮企業時期 

    1984 年天通公司設立的法律依據是鄉鎮集體企業條例，鄉鎮政

府是該企業唯一的主辦單位與投資人，成立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84萬元。它實際的主辦單位是鄉鎮政府主管企業的機構，是一個工

業公司，企業設立時的資金並不是來自該工業公司、鄉鎮政府或其他

個人，其初始資本全數由銀行貸款而來。中國在 1980 年代成立的企

業，其設立時的資本多係來自銀行貸款，再由主辦單位就該項貸款提

供擔保。這是當時中國典型的集體所有制企業。 

 

    中國共產體制下的公有經濟分為國有和集體兩部分，集體所有實

際上是無法用財產法來表現的政治制度。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特色為：

1.任何個人都不能對集體企業主張財產權；2.它並不屬於國有，所以

非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本質上是排斥產權私有的，所以其員工、經

理人或任何個人，都不能就企業主張所有權。集體企業設立時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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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來源，有如同天通公司一樣，由主辦鄉鎮擔保向銀行貸款者；或

由國有企業 100%出資設立一個子公司，再將它登記為集體企業；或

直接由政府出資成立集體企業；甚至有全部資金都是來自個人，但在

共產主義的教條思想或其他因素下，不願意登記為私人企業，也可能

註冊為集體企業。所以中國早期的集體企業的初始情況是很複雜的，

其產權屬於誰的，很難由法律來界定，也就是大陸很多學者所稱的

“所有人缺位＂。也由於所有人的缺位，集體企業經理人應由誰任

免，應向誰負責，也就無法由法律來回答。 

 

    對鄉鎮集體企業而言，它的管理機構是鄉鎮的企業管理局，或鄉

鎮政府下設的工業公司。所以鄉鎮企業經理人也就由該管理機構來任

免。理論上鄉鎮企業的管理機構具有對鄉鎮企業經理人的任免權，但

實際上卻受到許多制約：1. 經理人與職工一般都存在很濃厚的人際

關係，如親戚、鄰里、朋友等關係，或長久以來的既得利益關係，更

換經理人常會遭到強烈的反對。2. 依照鄉村集體企業條例規定，集

體企業經理人應由職工代表大會來決定，再報主管部門任免，因此主

管部門大致上都會依職工的意見，不會強行更換經理人。3. 企業經

理人通常控制著企業的銷售通路及企業各項重要資源，更換經理人可

能會影響企業後續經營。由於上述原因及企業所有權的含混不明，經

理人可以隨著任職時間的加長，而更為強化其對企業的控制權。天通

公司的經理人潘廣通也就是在這種制度環境下持續維持其穩固的經

理人職位。 

 

二、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企業 

    天通公司在 1993 年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企業，這一次的改組是依

當地政府要求所有鄉鎮企業都必須改組為股份合作制企業，而非出於

經理人或企業職工的意願。在這一次的改組過程，天通公司的股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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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發生了四個明顯的變化：1. 鄉鎮政府的股權由原本的 100%減為

36%。2. 經理人與職工參與出資，產生了職工個人股。3. 產生一個

名義上為全體職工共同持有且不可分割的企業集體股，而且這個企業

集體股佔了公司股份的 50%。4. 增加法人股的參與，這個法人是當

地一個水利農機管理站。 

 

    在這次改組，經理人及職工個人股共出資人民幣 110萬元，其中

職工到底佔有多少股份，資金實際上由誰支付，外界無從得知。職工

股與企業集體股超過 50%，名義上似乎代表著公有企業的私有化，及

已經由全體職工擁有及控制該企業，但其中佔 50%的企業集體股其所

有權的不確定與不可分割，似乎是經理人為了之後將企業股權合法移

轉為己有所預為舖路的。外界質疑職工個人股的模糊化及企業集體股

所有權的不確定性，且該二部分已超過公司股權的 50%，是企業經理

人潘氏家族的刻意安排，但問題是一切程序都合法。 

 

    中國在公有企業產權私有化過程，所推出的股份合作企業制度，

存在著極為顯著的共產主義路徑依賴的思想包袱。股份合作制企業在

1990 年代初期最早出現在溫州地區。溫州地區是中國私有化經濟最

發達的地方，早在 90 年代初期溫州私營經濟的比例已經達到 80至

90%，但在社會主義教條的束縛下，溫州政府被批評過於激進的私有

化，會影響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會讓經濟發展偏離社會主義方向。

於是他們就在中國憲法裡找到一個解釋，即合作經濟也是一種公有經

濟，將私有經濟採用股份合作制方式就不會違反社會主義基本精神。

實際上股份合作制只是維持共產主義意識型態的保護傘。但企業集體

股產權的模糊化，反而使股份合作制淪為經理人合法將公有資產移轉

為個人所有的工具。所以之後造成中國各地區公有企業的競相採用，

尤其中國政府 1999 年對國有企業採“抓大放小＂政策方針，被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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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企業可能直接轉讓給私人，但更大部分即採股份合作制企業方

式，將股權轉讓給經理人、職工、公眾投資者及法人，然後再由股份

合作制企業轉變為經理人控制的企業，這之間由於存在著鉅額的利益

移轉誘因，尋租腐敗的事情當然也就容易發生。 

 

三、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 

    天通公司被中國政府要求，應依 1994 年頒布的公司法重新辦理

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這次重新登記的過程中，在經理人合法的操控

下，公司股權再一次往經理人大量移動，主要有三部分： 

1. 原來股份合作制企業裡佔 50%，股權不明確的企業集體股全數分

配給個人，由於企業控制權在經理人手上，當然經理人潘廣通及

其家族拿了最大額度。 

2. 個人投資的股份分為經理人集中持有的大宗股份與一般職工分散

持有的小額股份。因為依照中國的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

股東人數不可超過 50人，但天通公司在改組前個人股東有 304

人，於是天通公司除了 10個經理人仍維持個人股東身份外，其他

一般職工股份則轉到在當地勞動局登記的職工勞動保障基金會，

作為職工股。 

3. 天通公司在這次的股權變動前已經累積許多資本公積與未分配盈

餘，為免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力，操控公司的經理人刻意在股權

變動前不去動它，等到潘氏家族在股權變動取得更大比例的股權

後，才一次轉增發為股本。 

 

    經過這一次股權變動及轉增發股本，公司董事長潘廣通的股權增

加了 130倍，持股比例增加 88倍；公司總經理也是董事長的兒子潘

建清的股權增加了 70倍，持股比例增加 21倍；但原來的第一大股東

鄉鎮政府的股權只增加 0.57倍，持股比例也隨之由 36%降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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淪為潘廣通之後的第二大股東。除了改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時的股權變

動外，天通公司在 1997 年的 12月又進行了第二次的股權調整，鄉鎮

政府轉讓一部分股權給經理人及職工勞動保障基金會，使政府持股比

例再次由 16%降為 7.3%，而潘廣通父子持股比例則增加到 29%，潘

氏家族成員真正掌握的持股比例更高達 44%。當然轉讓價格一般是由

經理人自訂自買，也是另一個很嚴重的利益輸送問題。 

 

四、2000 年上市 

    2000 年 12月天通公司辦理 IPO，首次向公眾發行 4000萬股的個

人股，每股發行價 9元，共募集 3億 6千萬元人民幣。上市二個多月

後股價漲到 40元。潘氏家族在短短的 16 年間，由一個鄉鎮地方企業

的官派經理人，只經過幾次企業改組的股權變動，就能夠擁有股票總

市值達到 14億人民幣的超級鉅富。 

 

本個案主要顯示出三個問題：1.天通公司經營管理階層在歷次的

企業轉型過程中，如何尋租以實現自身利益的最大化；2. 從 1984 年

企業成立以來，儘管公司組織形態與股權結構產生多次的大變化，經

理人不但能持續擁有公司控制權，而且都能設法更加強化它，最後，

甚至將原來屬於政府投資的公司，變了成個人家族控制的公司；3.上

述結果雖然極不合理的，但過程中並未發現經營管理階層有違法情

事，這就是郎咸平所謂的“在產權私有化過程法律缺位下的合法＂。

這三個問題充分反映出，中國資本市場形成及企業所有制轉型過程

中，漸進式改革諸多法制銜接的不週延、改革仍受社會主義思想路徑

依賴的牽絆及改革過程的尋租腐敗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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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證券監理腐敗（王小石）個案 
 

    王小石是前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發行監管部發審委工作處

助理調研員（副處長），因涉嫌利用職務受賄，在 2004年 11 月 4 日

被北京西城區檢察院反貪檢察官傳喚後，隔日正式拘留，並於 2005

年 12 月 9 日被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因犯受賄罪處有

期徒刑 13年，並處沒收個人財産人民幣 12 萬元。與王小石一同受審

的另一名被告人林碧，因犯公司人員受賄罪和介紹賄賂罪，數罪並

罰，處有期徒刑 10年，並處沒收個人財産人民幣 10 萬元。 

 

王小石 1996年到 2000年間，先後在中國證監會發行部審核處等

部門工作，2000年 10 月被調到深圳股票交易所參與創業板的籌備工

作，2003年 4 月又回到證監會工作。他在 2002年 3 月至 9月（外調

深圳股票交易所期間），利用擔任中國證監會發行監管部發審委工作

處助理調研員的職務之便，透過當時擔任東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工作

人員林碧介紹，接受福建鳳竹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請托，透過證

監會發行監管部其他工作人員職務上的行爲，爲鳳竹公司在申請首次

發行股票的過程中謀取不正當利益，爲此王小石收受請托人透過林碧

給予的賄賂款人民幣 72.6 萬元。 其間，林碧利用在東北證券公司工

作的職務便利，在參與東北證券公司承銷鳳竹公司首次發行股票業務

的過程中，收取鳳竹公司給予的賄賂款人民幣 67.4 萬元。此外，2002

年 3、4 月間，林碧利用在東北證券公司工作的職務之便，在東北證

券公司承銷甘肅亞盛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01年發行可轉換

公司債券業務，由林碧協助溝通與深交所審核人員關係的過程中，向

亞盛公司索取賄賂款人民幣 31.8 萬元。 

本案簡單說就是，在負責審核企業上市的「股票發行審核委員會」

（一般稱發審委）的委員名單實行保密制的當時，王小石利用職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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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違法收受賄賂，販售負責審議的發審委委員名單給送審企業。 

 

王小石在中國證監會發行監管部發審委工作處所擔任副處長一

職，其實是一項相當基層的工作，權力很小，只是負責發審委委員名

單的分配，並沒有審核上市案件的權力。但他負責發審會的連繫，能

夠在發審會召開的前一週知道哪些委員負責審核某一上市申請案，而

且與各委員認識，這對申請上市企業及證券承銷商而言，可是非常珍

貴的資源，因為可以在發審會召開前，私下向負責審議的發審委委員

溝通關說，或不法行賄，以利上市案順利過關。王小石小小權力誘發

出來尋租腐敗行為，引起了中國證券市場極大的撻伐聲音，因為他讓

人很自然的聯想到，大陸上市公司普遍的虛假包裝、對發審委員的疏

通關稅、蒙混上市、尋租腐敗等黑幕弊端，也充分顯露大陸證券上市

審核機制的不健全。本事件甚至讓中國證監會就上市的發行審核制度

重新做了許多檢討與改革。 

 

探討本案例，有必要先瞭解中國股票上市證監會的審議機制。大

陸企業在 A股 IPO 的流程，大致上先改制為股份制公司，經過證券承

銷商（一般稱投行）輔導一年後，投行將所做的上市資料送交證監會

審核。證監會由發行部綜合處分配給審核一處和審核二處預審。審核

一處負責對發行人公開募集文件、法律意見書等法律文件的審核；審

核二處負責對發行人申報材料中有關財務會計等專業性文件的審

核。一處、二處分別交由一位預審員預審，之後的 15 天屬於禁默期，

券商及申請公司不得與預審員有接觸。兩位預審員在 15 天內預審申

請材料後，可以向申請公司發出反饋意見，就材料中的疑問處提出質

詢，公司必須在三天內做出書面答覆，此時企業才能和預審員接觸。

根據實際情況，可能來來回回會有數次的反饋意見，俟企業與預審員

達成共識後，再將資料分報發行部各處，準備召開證監會發行部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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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會議除了發行部主任、副主任及處長外，發審委委員也會參

加，此時是證監會對企業的申請資料第一次進行交流報告，發審委員

可以提出詢問，大陸證券業內人士稱這個會議為“對企業基本問題定

調及統一思想＂，之後做出預審報告。預審報告會被發到發審委工作

處，由工作處來安排發行審核委員會議，並將審核資料送交發審委的

負責委員。 

 

本案主角王小石就是上述負責連繫發審委會議的工作，其實應該

是證監會在審核過程中，最不會影響審核結果且尋租腐敗機會最小的

人。大陸證券市場對王小石事件，普遍不會覺得意外，只是認為他比

較倒霉而已。在大陸企業上市的規矩，公關費用少則數百萬人民幣，

多則幾千萬，甚至申請上市前一、二年，企業還會在北京設一個辦事

處，專門負責公關活動。可見其發行審核過程尋租腐敗之普遍性及嚴

重性。 

 

大陸證券發行審核過程，主要存在幾個尋租腐敗的問題點： 

一、 預審員的尋租。中國證監會發行部審核一處和審核二處兩位預

審員，係審核流程的第一層把關者，其出具的意見極具影響力。

因為預審階段完全依其個人意向行事，他如果反覆的提出太多

問題，講難聽叫做故意刁難，大概案件就永遠進不到後續的程

序，或在預審中刻意標示一些疑點，提醒初審會議或發審委注

意，案子也會比較難過關。尤其發審委的工作常常流於形式，

例如在 2004年申請案件過會的高峰期，發審委的委員一天要審

閱的資料高達 60 萬字，根本不可能實際進行審查，因而必須依

賴預審員的預審意見，在審核過程很容易受預審員意見引導。

由於預審員的反饋機制非常的主觀、不透明，極易造成權力的

自我擴張與尋租腐敗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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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初審報告會的尋租。初審報告會由中國證監會發行部的主任、

副主任、處長及負責該案的預審員參加，發審委的委員也要與

會聽取意見。初審報告會極為重要，是證監會發行部對該企業

是否能上市的定性會議。但問題出在，不但企業與投行不能參

加會議當場做說明或補充資料，甚至連初審報告的內容都不對

企業公開，所以一般情況下，企業會找各種關係或管道去瞭解

初審報告內容，這之間必然就存在很大的金錢交易空間。 

 

三、 發審委的尋租。這也是王小石案企業的最終意圖。發審委委員

是企業能否上市的最後決定者，他們是用投票來表決的，以前

9位委員必須 6票通過，現在是 7位委員必須 5票通過，每一

票幾乎都具有關鍵的影響力，所以企業事先取得委員名單進行

溝通是極為必要的。久而久之，當多數企業上市都必須對發審

委進行公關，最後形成一種慣例與陋規
44
時。在證監會的審核程

序與資訊不公開的情形下，就算是好企業也不會冒險不去對發

審委做公關，也就是尋租成為企業上市的最優選擇。 

 

由於發行審核制度存在著上述的尋租腐敗空間，及對王小石事件

發生後的檢討，大陸證監會就發行審核制度分別做了一些改革，主要

有兩點：1. 公開發審委的委員名單；2. 證監會相關人員退出發審委。 

 

發審委成立於 1999年，在此之前是由證監會的發行部直接負責

上市審批。1998年中國證市場發生紅光實業虛假上市案，中國證監

會於是在 1998年 11 月 20 日公布了對紅光實業、成都市蜀都會計師

事務所及相關中介機構和人員的懲處，但本身實際負責審批的發行部

                                                 
44 大陸稱“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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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必負責任，其審批權在市場上因此受到強烈的質疑，因而在 1999

年促成了發審委的設立，其成員包括證監會、交易所、學者、中介機

構等，主要目的在於分化 1999年以前證監會集中的發行審核權。也

就是從審批制改制為審核制。 

 

初期發審委的名單是不公開的，但不公開的資訊，尤其是擁有絕

對權力者的資訊，往往就會是市場追求的稀缺資源。此外，原本發審

委的委員共 80 人，委員眾多又不公開，尋租腐敗目標不明顯。相較

於早期證監會審批制度時權力集中明確，審批簽名者不敢尋租，在改

為發審委後，變成多人簽字，尋租標的多、尋租風險分散，事實造成

了尋租腐敗的猖獗。因此在 2003年 12 月 24 日（王小石案爆發前）

新一屆的委員人數降為 25 人；並公布名單，而且公開發審委審核的

投票結果，以形成市場對發審委的監督與約束力量。 

 

中國證監會成立發審委似乎有意下放與分散過於集中的管理權

限，但仍受父母官管理心態的路徑依賴束縛，證監會一直以來都有參

與介入發審委。依《中國證監會股票發行審核委員會暫行辦法》規定，

發審委員為 25 人，中國證監會的人員 5人，證監會以外人士 20 人，

這 20 人在第六屆（目前是第七屆）名單中，其中 10 位兼職委員來自

國家發改委、國資委、深滬二個交易所、QFII、北京大學各一名，及

四位券商與基金公司；另外 10 位專職委員則是來自會計師事務所、

律師事務所及資產評估機構，因屬專職必須離開原來工作單位，證監

會並給予每人年補貼人民幣 20 萬元。直到證監會官員王小石案爆發

後，為了避免證監會權力的過度集中而增加尋租的機會，及避證監會

介入審議，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在 2004年 12 月第 7屆的委員成員中，

專職委員 13 人，兼職委員 12 人，證監會相關人員已予剔除，不再參

與發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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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監會就上市發審制度雖然逐漸在做改革，但其中仍存在許

多制度上的缺失與尋租腐敗的弊端：1.預審和初審仍由證監會官員負

責，權力尋租空間仍然非常大。2. 證監會發行部官員及發審會與券

商、企業缺乏溝通，例如一般情形下在發審會議上，券商與企業只能

有 15 分鐘的說明時間。3.發審委委員名單雖然已經公開，但審核的

程序與資訊仍不夠公開，企業往往不知道自己問題出在那裡，案件進

行到哪個程序。4. 發審委成員缺乏熟悉產業的人士，相對則過於偏

重會計師、律師及資產評估等中介機構人士。5. 中介機構人士雖然

在委員任內必須專職，但那僅具形式意義，因為其委員任期屆滿後仍

會回任原事務所，實際上業務上的利益掛鉤、尋租舞弊情形相當普

遍。6. 最後則是基本體制問題，最後的上市審核權未能與市場監管

權分離，體制上上市審核權應下放由交易所的自律機構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