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与教育

基于定价角度：
人力资本
不完全抵押特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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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人力资本定价理论可以对人力资本的不完全抵押性进行阐述。结合期权定价模型和非财务绩效评判方

法研究人力资本的定价问题，
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的不完全抵押性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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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将会失去自身在企业内部存在的部

究。

０ 前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关于人力资本产

１

对人力资本不完全抵押性的认识

分无形价值，人力资本所失去的这种“筹码”
只是无形的，但并不是说人力资本就不是一

权特征的争论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周

人力资本属于无形资产，承认人力资本

种“筹码”
。因此，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风险

其仁认为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是不可分离

依附于人自身，并不等于说人力资本完全等

的承担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人力资

的，人力资本之所以需要激励，正是因为人

同于人自身；就像英雄人物不能脱离人类历

本具有的可抵押性能。如果人力资本完全不

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在技术上具有不可分离

史，但并不等于英雄人物的历史就等同于人

具有可抵押性，那么没有物质资本的人力资

性 ［１］；张维迎指出，如果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

类历史。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

是可分离的，企业就不再存在激励问题和代

下，企业面临巨大风险时，个人可以“跳出”

理问题［２］。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

企业规避风险，但这种做法同样会导致人力

性特意味着人力资本不具有可抵押性。然

资本在以后的交易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另一

而，杨瑞龙、周业安等学者则提出人力资本

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原因造成企业

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并非绝对的，人力资

经营不善，管理状况不佳，企业同样也有放

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３］。杨瑞龙、周

弃人力资本、辞退人力资本所有者、更新管

业安等认为，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在一定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权利。曾有学者（刘大

件下的可分离性决定了人力资本也具有一

可，２００１）认为，是否承担风险和是否有可抵

定的可抵押性［３］；方竹兰也指出，市场经济条

押性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人力资本是否承担

件下由于非人力资本社会表现形式的多样

风险是指当企业在遭受严重亏损或破产清

化和证券化，使得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成

算时，是否给人力资本造成损失；而人力资

为企业风险的规避者，而人力资本所有者日

本是否具有可抵押性，关键看人力资本是否

益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人力资本同

可以被当作一种筹码［５］。笔者认为人力资本

本所有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企业，而现
实中不仅法律不允许，就人力资本所有者自
身也要为这种做法付出一定的风险资本。企
业经营成功，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可以得
到保证；企业经营失败，人力资本所有者在
市场上的要价同样会受到影响，甚至会承担
法律责任。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
本一旦投入到企业以后，就会具有某种程度
的可抵押性。

２ 传统价值计量方法的失效与人力
资本价值计量的复杂性分析
传统的价值计量方法主要是指成本法、
折现法和市场价值决定法等［６］。目前在我国

样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抵押性 。基于这些争

是否可以作为“筹码”与企业经营失败“是否

论，本文从人力资本的定价的角度出发，对

给人力资本造成损失”两者实在难以区别，

运用这 ３ 种方法的任何一种对人力资本进

人力资本具有部分可抵押性能作了具体研

人力资本属于无形资产，其所有者一旦离开

行计量都有不妥。因为这 ３ 种方法是传统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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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质资本价值进行计量的方法，基于人力

期权定价模型 ［７］，在对人力资本的潜在期权

资本具有不完全抵押性而物质资本具有完

价值进行定价时应具有以下几个假设前提：

全的抵押性，两者的计价方法也应该存在着

（１）人力资本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

一定的区别。周其仁、
张维迎、杨瑞龙等学者

金流量的变动成对数正态分布，其方差 !２ 一

的局限：第一，将人力资本的价值明显地分

定；

成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定价，本身忽略了两部

们之间的争论只是停留在人力资本是否具

入的研究。他们停留在从定性的角度上分析
人力资本的特征，而忽略了人力资本与物质
资本价值计量上的区别；他们抓住了人力资
本的产权特征，而对人力资本价值计量方法
的探索还存在着弱点。
从人力资本的不完全抵押性的特征出
发，笔者认为对人力资本的定价应分为两个

分价值之间关系的相互影响；第二，所使用

（
期权市场上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
３）

前提下得以成立的，而这些假设只是在理想

款；

的布莱克—舒尔斯模型是在一系列的假设
（４）企业可以按恒定的无风险利率 ｒ 进

行借贷。

配方式是停留在人力资本第一部分价值实
现的基础上。就固定收入的本质来看，它反
映出了人力资本得以存在的其所有者的生
活保障，同时也反映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成
本，固定收入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固定收入的
不可抵押性。但是人力资本的固定收入远远
不能反映出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固定收入
只是人力资本的那部分不可抵押性的价值
的体现。人力资本既然可以作为一种投资要
素投入企业，它具有一定的可抵押性，而这
部分可抵押性功能的体现仍然需要通过人
力资本的定价表现出来。因此，对人力资本
的定价不像对物质资本的定价那样简单，对
人力资本的定价要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不完
全抵押性的特征。

在满足了以上假设的基础上，人力资本

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Ｓ

的那部分不确定的价值就可以用布莱克—

的确定是在对未来预测的基础上计算得到

舒尔斯模型进行定价 ：

的，这种预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某种程度

［７］

Ｖｃ＝Ｓ·Ｎ（ｄ１）－ Ｋ·ｅ－ ｒＴＮ（ｄ２）
其中，
ｄ１＝

ｌｎ

!ＫＳ "＋ !ｒ＋ !２ "Ｔ
!# Ｔ

的误差；第四，运用非财务绩效评价方法来
评价人力资本的发挥效率，不可避免地会受

２

，

ｄ２＝ｄ１－ ! # Ｔ 。
Ｖｃ 表示人力资本看涨期权的价值，
Ｓ表

到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然而，本文对人力
资本具有部分可抵押性的观点从定价的量
化角度进行研究，这或许能为今后的学者们
提供一种思路。

示人力资本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Ｋ 表示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
支付的费用，
Ｔ 表示人力资本的试用期，
Ｎ（ｄ１）
和 Ｎ（ｄ２）分别表示在正态分布下，变量小于 ｄ１
和 ｄ２ 时的累计概率。
另外，企业内部制度和外部环境会影响
到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状况，
而所有者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状况往往影响
在
着人力资本潜在价值发挥的效率［８］。因此，
对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价值进行定价时需
要乘以一个系数 ｂ 对布莱克—舒尔斯模型
所得出的人力资本期权价值进行调整。
考虑到人力资本价值的不完全抵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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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主观能动性，人力资本

本文的分析把人力资本的价值分为两

其中，ＶＨ 表示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Ｇ

［８］彭斌，
韩玉启．基于期权的技术管理型人力资本

部分：一部分是不可抵押的价值，另一部分

表示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获得的不具有抵押

灰色计量模型［
Ｊ］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５，

是可以抵押的价值。对于不可抵押的那部分

作用的固定收入，ｂ 表示对人力资本潜在期

（３）．

价值，可以依据人力资本的形成成本作为定

权价值高速的系数，
Ｖｃ 表示人力资本潜在的

价基础，结合会计计量原则上的历史计量原

期权价值。对于公式中的 Ｇ 的大小，可以用

则进行内部定价。对于人力资本可抵押的那

历史成本计量的方法依据人力资本的形成

部分价值，其价值的发挥具有一定程度的不

成本为基础进行定价；
对于调整系数 ｂ，可以

确定性，需要根据其所有者主观能动性发挥

先利用模糊评判法［９］进行评判，然后，再把得

的两部分价值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ＶＨ＝Ｇ＋ｂ×Ｖｃ

１６２

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第三，在运用布莱
克—舒尔斯期权模型进行计算时，人力资本

部分：一部分是不可抵押的价值，另一部分
是可以抵押的价值。传统固定收入的价值分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

（２）企业投资人力资本无须缴纳任何税

有可抵押性的定性分析上，对人力资本是否
具有可抵押性的定量描述他们没有进入深

４ 结语

的状况，采用长期的、动态的模型进行定价。

出的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根据“最大隶属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本质来看，企业对人力资

度原则”得出人力资本的潜在期权价值发挥

本的投资相当于选择了一项看涨期权，企业

程度的大小，
即 ｂ 值。最后，
根据公式 ＶＨ＝Ｇ＋

具有在现在或将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得到人

ｂ×Ｖｃ，便可以得出最终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

力资本使用权的权利。根据布莱克—舒尔斯

ＶＨ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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