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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斯图尔特·迈尔斯是享誉全球的金融经济学家,在资本结构、资本预算与估值以及

金融监管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资本结构方面,他通过探索 MM 理论的隐含假设,就权衡

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提出了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在资本预算与估值方面,他运

用调整净现值法计算公司价值,弥补了当时盛行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的缺陷和不足;他还开创性

地提出了“实物期权”概念,成为后来价值评估和战略性决策的重要思想方法。此外,他还将金融理

论运用到金融监管和保险定价领域,对相关研究都颇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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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迈尔斯(StewartC.Myers)是美国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

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罗伯特·默顿荣休教授。迈尔斯1940年出生;1962年获美国威廉姆斯学院

学士学位;1964、1967年分获斯坦福大学 MBA和博士学位。他从1966年开始执教于麻省理工学

院斯隆管理学院,1976年成为正教授。迈尔斯曾任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和剑桥金

融研究基金会主任,目前在经济咨询公司Brattle集团兼任要职。当迈尔斯还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

研究生时,就表现出了优异的研究天赋,1966年他与其指导老师罗比切克(A.A.Robichek)合作的

3篇论文分别发表于JournalofFinance和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期刊

上。迈尔斯于196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企业研究项目“最佳管理论文奖”;2012年获得金融中

介研究学会终身成就奖。他曾任美国金融学联合会会长,并于2016年获联合会摩根-斯坦利奖。
因在阐明企业融资决策维度方面的巨大贡献,迈尔斯于2017年入选科睿唯安经济学领域“引文桂

冠奖”名录。
迈尔斯是少有的将金融学理论和金融实践紧密结合的学者。他在资本结构、资本预算和估值、

管制行业的资本成本等领域的理论贡献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发表了几十篇享誉国际的论文,内容涵

盖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实物期权理论、调整净现值法等一系列对实践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的理论。他还与他人合作出版了被誉为金融学“圣经”的教科书———《公司金融原理》。迈

尔斯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成熟上市公司资本投资、支付和借款决策理论;(2)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如何有效配置风险资本;(3)实物期权估值及应用研究;(4)经理人的代理成本研究。这些研究对

公司治理以及公司金融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将从资本结构、资本预算及估值

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介绍迈尔斯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他的《公司金融原理》教材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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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结构研究

迈尔斯在资本结构领域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这些理论是迈尔斯对

当时流行的 MM理论进行反思和质疑时提出并逐步加以完善的。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金融以

及投资理论》(Modigliani& Miller,1958)一文,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础。文章提出,在完美

市场、无公司所得税和公司经营风险相同的条件下,公司的融资方式(即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

资)对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市场价值都不会产生影响,即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无关。这

就是著名的“MM第一定理”。

MM第一定理终结了当时关于“股票和债券,哪种资产更便宜?”的争论,但是,因为其内容与当

时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切身感受截然相反,也引发了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对该理论的质疑(Allen
etal,2008)。因为 MM第一定理中诸如完美市场、不存在公司所得税的假设太过理想,莫迪利亚尼

和米勒本人也在继续完善该理论。1963年,他们又发表了《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种修正》
(Modigliani& Miller,1963),对“无关论”进行了修正,他们首次将公司税引入 MM 定理。文章指

出,债务的利息支付可以起到税盾(taxshield)作用,1美元的债务融资大概具有35~40美分的税盾

价值。因此文章推断:公司负债越多,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越低,公司的价值越高。这被称作“MM
第二定理”。

不管是 MM第一定理还是 MM第二定理,其关于资本结构和公司市场价值的结论使研究者和

实务工作者陷入了一系列困惑之中。如果资本结构真的与公司市场价值无关,为什么CEO/CFO们

还要花费那么多不眠之夜来思考公司的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呢? 外部投资者对公司的计划和前景

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从而使得管理者可以自由地发行新股甚至减少股利? 如果债务融资只有税收利

益而没有重大成本,公司为何不采用债务占比99%的资本结构? 这些问题引发了研究者们继续探讨

MM定理的兴趣,这些研究者中就包括当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罗比切克(A.A.Robichek)和他

的研究助理迈尔斯。
(一)权衡理论

MM定理提出,在完美市场和不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成熟型公司的市场价值不受债务和

权益占比的影响,即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因为在完美市场中,所有的投资者对

公司的预期收益和风险有相同的估计,持有债权和持有股权的投资者之间的套利行为会使两种资产

的回报相等。
迈尔斯与罗比切克(Robichek& Myers,1966b)分析了 MM定理的前提条件及存在的问题,证

明公司的增长趋势或投资者的预期对公司的市场价值并不产生影响。相反,该定理的成立依赖于其

他三个前提假设:(1)破产没有直接和间接成本;(2)由债务导致的未来融资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现

有投资者的价值;(3)公司的投资战略不受债务的影响。如果这三个假设不成立,债务杠杆就会有

不利影响。当存在公司所得税和破产成本时,公司的当期债务会对公司将来的融资和投资战略产

生影响。事实上,在 MM定理的假设世界里,前述的三个前提条件均不存在。因此,MM 定理的结

论不得不做出改变,当不存在公司所得税和公司的债务总量比较温和时,公司的价值不变,但当公

司的债务水平很高时,公司价值则会下降。当存在公司所得税时,存在一个最优的债务水平VL,即
当由债务带来的税收利益现值与伴随债务增长而导致破产的边际成本现值相等时,公司的债务水

平最优。

VL =VU +负债的节税利益现值-破产成本现值 (1)

其中,VL 为有债务的公司价值,VU 为无债务的公司价值。
与其他研究者主要针对 MM定理中诸如完美市场等假设来论证该理论的错误之处不同,迈尔

斯与罗比切克(Robichek& Myers,1966b)认为,MM定理中隐含了一个更重要的假设:“债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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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和现金回报没有影响”。他们提出,债务融资至少会通过三个渠道对此产生影响:
(1)破产成本(costofbankruptcy)或重组成本;(2)资本投资的扭曲;(3)高杠杆可能会迫使公司接受

未来净现值为负的金融交易。在这三种融资困境成本和债务融资的利息税盾之间的“权衡”成为资

本结构中权衡理论(thetrade-offtheory)的主要思想。
自迈尔斯与罗比切克(Robichek& Myers,1966b)首次提出权衡理论以后,迈尔斯又在《企业借

贷的决定因素》(Myers,1977)一文中正式将其发展为“静态权衡理论”。该理论源于迈尔斯在实证研

究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很多盈利的成长型公司通常在低债务率下运转,它们经常充当贷款者而非

借款者,尽管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将股票转换为债券以节约税收。迈尔斯对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

“债务积压”(debtoverhang)问题。所谓债务积压,是指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超过股东分红金额,当
公司面临新的投资机会需要发债进行融资时,对公司股东来说,因为新项目收益的大部分会被债权

人拿走,自己的分红反而减少,因此股东不愿意投资新项目。债权人则因为公司无法确保投资一定

会成功也不会投资,所以,公司不可能再借到钱来对新项目进行投资,即使该项目的预期净现值为

正。债务积压会导致公司错失发展机会。这一问题在成长型公司中体现得更突出,因为成长型公司

当前的市值主要依靠未来的投资决策,所以,迈尔斯建议成长型公司应当避免债务融资,尽量选择股

权融资。
迈尔斯(Myers,1977)认为可以通过保持债务率不变的额外借款来解决债务积压问题。假设公

司所有的投资都包含部分债务融资,并且投前和投后的债务-价值比率(debt-to-valueratio)都保持

不变,那么,股东就可以从所有的具有正净现值的投资项目中获益。这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为什

么要设定一个目标债务率。只有当公司的违约风险非常高或者市值债务比率高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时,债务积压问题才会变得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会坚决拒绝额外借款协议。
迈尔斯(Myers,1977)指出,事前合约(ex-antecontracting)并不能解决债务积压问题。因为事

前合约设定了非常理想化的前提条件,例如经理人总是会做出正确决定,选择的投资项目都具有正

的净现值等。但事实上,事前合约所依赖的净现值是不稳定的,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对后来的债务问

题并不能提供强有力的约束。相反地,通过设定一些限制条件———如当公司有很好的投资项目而又

现金充裕时,对当期分红和回购的冲动加以适当限制,保障股东未来持续获得股权收益,可以帮助解

决债务积压问题。但总的说来,与其想办法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不如事先就避免债务积压问题的产

生。因此,建议成长型公司应尽量采用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即使要使用债务融资,也应确保债

务是无风险的。
除债务积压问题外,公司的债务占比过高也可能导致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其主要原因

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迈尔斯(Myers,1977)认为,当公司的债务比率很

高时,公司投资获得的大部分收益将归债权人所有,这是管理者不愿意接受的。如果管理者与股东

利益一致,则即使这些投资项目具有正的净现值,那么他们仍将拒绝投资。所以,高债务率削弱了企

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价值,导致投资不足现象出现。对此,可以通过发行短期债务工

具,因为短期债务的期限短于增长期权的执行期限,即在公司获得项目投资收益之前债务就已经偿

还,公司股东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从而降低由债务过度引起的投资不足的可能性。
针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和收益问题,迈尔斯(Myers,1984b)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负债成本除了

单纯的破产成本外,还包括代理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税收收益则既包括负

债税收收益,也包括非负债税收收益,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需要在各类成本与收益之间平衡。遵循

权衡理论的公司会设定一个目标债务-价值比率(targetdebt-to-valueratio),并逐渐向这一目标

靠近。
(二)优序融资理论

权衡理论阐释的是 MM定理所忽视的债务成本问题,但却无法解释现实中一个广为人知的趋

势:很多成熟的大公司在IPO之后,当它们需要为新项目筹资时,它们首选使用内部资金,然后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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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发债,最后才会考虑发行股票。

20世纪70年代末,迈尔斯与当时MIT博士生N.Majluf讨论公司的融资决策问题时,后者认为

公司的现金和未使用的债务额度非常有价值,他将其称为“融资余量”(financialslack),原因是当公

司进行战略投资时可以不用依赖股票市场。如果通过发行新股来为新项目融资,管理者将不得不承

受折价发行的损失,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迈尔斯迅速意识到,乐观的管理者放弃一个净现值为正

的投资项目而不是选择发行新股来为其融资,其中肯定存在重要原因。于是,他们合作撰写了《不对

称信息下的公司融资和投资决策》(Myers& Majluf,1984)一文,该文是第一篇将不对称信息应用

于公司融资与投资研究的论文,回答了导致公司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初步提出了公司

融资顺序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迈尔斯在《资本结构之谜》(Myers,1984a)一文中发展为“优序融资

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
迈尔斯等(Myers& Majluf,1984)第一次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公司金融研究,他们将公司采取

“内部资金—债券—股票”这一融资顺序的原因归之于公司为新投资项目采取的一种价值保护手段,
采用内部融资可以将信息不对称引致的损失降到最低。因为公司的高管们通常比外部投资者们更

了解公司的前景和价值,如果他们觉得公司的股票被市场高估,那么当项目需要融资时,他们当然更

倾向于发行股票而不是债券。市场也知道高管们的这一动机,所以当公司发行新股时,他们会将此

当作一个负面的信号,自动地降低股票价格以补偿他们的信息劣势,尤其是当这些资金不是用在有

明确利润的项目上时。因为预期新股价格会被市场打折,所以大多数上市公司会尽量避免发行新

股,而更倾向于用内部资金或债务来为项目融资。
迈尔斯等(Myers& Majluf,1984)假定:(1)公司有现有资产和待决定的投资项目(他们将其称

之为待行权的实物期权),对于资产和实物期权,公司高管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具有的内部信息,而
且双方对这种信息优势都非常清楚;(2)公司高管基于老股东的利益行事,且老股东不会购买100%
的新股;(3)公司可能有部分现有资产(融资余量),但不足以满足新项目的资金需求,所以公司需要

为新项目发行新股进行融资;(4)投资者基于已有信息和公司的“发行-投资”决策对公司价值做出

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发行-投资决策”模型,演示了公司从“全部投资”到“全部

不投资”等一系列均衡,说明了为什么对公司现有资产价值拥有乐观信息的高管可能会放弃一项具

有正净现值的项目,而不是折价发行新股;而对现有资产价值拥有消极信息的高管则可能会发行新

股和投资。那些拥有更多融资余量的公司更有可能投资,因为它们需要发行的股票更少一些。当公

司高管对新投资项目的净现值预期比外部投资者更乐观,对现有资产价值的预期却没那么乐观时,
公司更有可能发行新股。当公司宣布发行新股时,公司的股价会下跌。

这一模型简单而极具应用价值。在优序融资理论中,静态权衡理论中的利息税盾和对融资困境

的担心变成了次要因素,债务率的变动主要源于对外部资金的需要,而非出于追求最优资本结构。
这一理论正好解释了现实中很多持续盈利公司的债务率随着时间变化而下降,而不是像静态权衡理

论预期的那样随着时间变化而上升。
迈尔斯(Myers,1984a)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优序融资理论。假定公司的资本投资首先取决于潜在

净现值,而任何投资者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反应都是次要的。因为现实中公司分红(包括股息和回购)
一般是平滑的,只随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缓慢变动。当公司需要资金时,会首选内部融资和分红,如
果需要外部融资,那么公司会选择发行最安全的资产:先是债券;然后是混合资产,如可转换债券;最
后才会考虑发行股票。公司也不会设定一个目标“债券-股票”比率,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资产,在
融资顺序上一个处在顶端,另一个处在底端。因此,在不发行新股的情况下,观测到的公司债务率代

表公司对外部融资的总需求。
优序融资理论一经提出便吸引了广泛注意。该理论解释了成熟型公司中高管对内部融资的偏

好和对发行新股的厌恶,也解释了行业内的债务率分布以及盈利能力和债务率之间的负相关性。盈

利更高的公司拥有更低的债务率仅仅是因为它们需要更少的外部融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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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公司很少会发行折价的股票。
(三)关于权衡理论与优序融资理论关系的认识

无论是权衡理论还是优序融资理论,都是迈尔斯通过放松 MM 理论的假设条件来探讨企业价

值和资本结构的关系的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可以看成是权衡理论的放松版,它考虑了发行资产的交

易成本、调整资本结构所需的成本、非债务税盾,它用风险厌恶的高管与公司所有者之间微妙的代理

关系来解释低债务率。放松版的理论不再认为公司会紧盯目标债务-价值比率,也不会推测债务水

平由哪些特定因素决定。尽管实证研究发现了一些与债务率和目标债务率相关的特征,这些特征看

上去也很合理,但迈尔斯仍然认为这种相关性不足以被认定为与放松后的理论一致,并且认为关于

公司金融的实证研究中最危险的两个字就是“一致”。
对于成长型公司,这两个理论有着相同的结论,即为确保公司的成长活力,与债务融资相比,更

应选择股权融资。而在那些现有资产占据公司价值很重要部分的成熟型公司里,权衡理论认为公司

的债务变化是朝着目标债务-价值比率方向移动的,优序融资理论则认为成熟型公司债务的变化等

于公司对外融资的净需求。迈尔斯等(Shyam-Sunder& Myers,1999)对这两个理论分别进行了统

计检验,结果证明两者都成立。之后,他们生成了两组债务变化的模拟时间序列:一组数据假定变化

的债务恰好等于公司对外融资的需求,另一组数据则假定符合权衡理论的目标调整模型。结果发

现,运用目标调整模型得出的序列拒绝了优序融资理论,而假定变化的债务等于公司对外融资需求

而得出的数据却没有拒绝权衡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的对外融资需求具有周期性,资本

投资的大需求时期和小需求时期交错变化。所以,当目标债务-价值比率计算为样本的均值时,假
定变化的债务恰好等于公司的外部融资需求,根据这一假定用模拟出来的数据检验权衡理论是有

效的。
(四)代理成本理论

除了不对称信息导致的股票折价损失外,代理成本(agencycost)也是公司向外部投资者发行股

票的一种潜在成本。在《公司理论:管理层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Jensen& Meckling,1976)
一文中,詹森与梅克林将代理成本定义为“为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而发生的设计、
监督和约束双方行为的契约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执行这些契约时成本超过收益的剩余损失”。代理

成本的产生源于公司的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关于公司的最优规模和风险之间的冲突,比如股东的目标

是利润最大化,而管理者总是想扩张公司规模和进行多样化经营。在公司的分红政策上,两者之间

也有冲突,比如成熟行业中的管理者们总是想留存公司的收益进行再投资,而不是将这些收益给股

东分红或回购股票。为了限制公司的这种“自由现金流”问题,一个办法是划出更大部分的公司收益

作为分红,对于具有稳定现金流和有限成长机会的成熟型公司来说尤其如此。另一个办法是高杠

杆,即通过高杠杆迫使这些公司不得不用大笔现金来支付利息和本金,而不是用于再投资。因此,债
务融资可以保护公司创造的价值,使其免于损失在负净现值项目上。

与詹森与梅克林将债务融资当成解决过度投资的手段不同,迈尔斯(Myers,1977)曾认为债务负

担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会造成投资不足,这在前文关于债务积压的论述中已有阐述。詹森

与梅克林在讨论代理成本时并没有考虑股利政策,但是迈尔斯在考虑股利政策的同时,从投资的可

验证性角度着手论证了外部股权融资的代理成本。迈尔斯等(Myers&Rajan,1998)认为,外部股

权融资产生代理成本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新一轮投资的可验证性。如果一项投资是用于对孤立存

在的有形资产的购买,例如一艘船、一栋建筑,则股东能比较简单地确认他们追加的投资用于何处。
但如果投资是用于拓展一条业务线等一些无形的、连续的业务活动,则即使经理人强调这种投资在

短期内会压缩利润、在长期内则会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股东却很难确认他们的投资是否用到实

处,对他们而言有什么好处。现实中大部分的投资都是用于那些具有连续性的无形业务活动中,外
部投资者无法确认他们的资金是专款专用还是被经理人挪用于私利,因此,投资者们通常会决定建

立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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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等(Myers&Rajan,1998)认为监督机制建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这主要是源

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监督机制不可能是完美的。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是明确每项支出的目的,
但支出是用于增加企业价值还是增加内部经理人的私利,这个界限很模糊。经理人控制权使私利行

为必然是隐蔽的,因此用于查找这些违反契约行为的花费不可避免。第二,监督机制可能会降低管

理者的积极性。监督机制一旦建立,就会在相对较低的边际成本情况下减少经理人掌握的营业现金

流,因为监督机制不仅可以用于确认新一轮投资,还可能减少经理人原本掌握的公司资源的合理份

额,这将极大挫伤管理层的积极性。经理人为了防止外部投资者的监督,会想方设法地限制外部投

资者接触到自己,甚至将公司资源挪为私用。
迈尔斯(Myers,2000)通过建立基于股东分散的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分散股东联合决策带来的

高额成本会为管理者创造谋取私利的空间,为此外部股东们会利用掌握的财产权对其进行限制,结
果却会导致管理者们的投资效率低下。因此,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实现有效的外部股权融资的方法

是平衡内部管理层和外部投资者的权力。外部投资者的权力应当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这种控制

可以通过制定契约来实现,例如,股东在一个特定的期限内不允许撤回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监

督机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但那些有较多成长机会的企业依然应当设立监督机制,因为它

拥有许多难以确认的投资机会。
对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迈尔斯(Myers,2000)认为,公司拥有一种特殊的结构———企业

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他们可以有效地共同投资创造价值。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的高层管理团队,
外部投资者必须与管理者分享一些“租金”或“私人利益”。这样的妥协和让步从表面上看似乎会使

公司的价值偏离最大值,但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这种价值共享不仅是关于公司如何运作的更

为现实的考虑,而且有助于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
近年来,迈尔斯和他的合作者继续从代理成本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的分红、债务和投资,得出结

论认为,即使是在完美市场假设下,管理者从自利角度做出的决策也会最终出现与优序融资理论相

吻合的企业资本结构。
迈尔斯等(Lambrecht& Myers,2012)建立了一个包含分红、债务和投资的动态模型,研究假设

在一个完美的金融市场中,公司的价值与债务和分红政策无关,公司的管理者基于资本市场约束(来
自股东对分红不满而接管公司、驱逐管理者的可能)做出公司的分红、投资与融资决策。研究进一步

假定管理者是完全自利的,其目标是为了使其从公司获取的租金实现最大化,这种租金不是心理上

的个人利益,而是一系列实际资源,如高于市场的薪资、职业的安全感,丰厚的养老金和津贴等。研

究发现:第一,管理者向投资者支付现金股利是因为他们想获得管理租金,管理者通过平滑公司分红

来平滑自己的租金流。分红和租金的步调保持一致,因为如果管理者只平滑租金而不平滑分红的

话,会招致投资者的反抗,引发资本市场约束。第二,管理者的风险厌恶意味着管理租金取决于永久

收入,其等于所有未来净收入的年金折旧现值。管理者通过分红平滑暂时性冲击对当期收入的影

响,同时根据自己对永久收入的预期变化缓慢地调整分红和租金。对于投资者来说,分红变化具有

信号作用,未预期到的分红变化可能会引起股票价格的大幅波动。第三,管理者的目标不是为了使

公司价值实现最大化,风险厌恶导致管理者投资不足,但习惯形成减缓了投资不足的程度。第四,对
于给定投资,如果分红和租金不能吸收冲击对收入的影响,那么就只能通过借贷来平滑。债务成为

管理者面临预算约束时唯一能够利用的自由变量。这一债务动态调整的结论与优序融资理论类似,
却不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的理论基础之上。第五,投资决定永久收入,永久收入决定分

红,所以管理者同时决定了投资和分红。因此,该模型适用于成熟的、盈利的和信用状况好的公开上

市公司,这些公司是市场中对投资者分红的主体,它们可以通过债务融资或借贷行为来平衡预算

约束。
迈尔斯等(Lambrecht& Myers,2017)在完美的金融市场中构建了一个成熟型公司做出投资、

分红和借款决策的动态代理模型。研究结论认为,风险厌恶的管理者实施跨期策略以最大化其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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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管理租金,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这一结论与以往认为管理者为获取私人利益而过度投资不

同。在该模型中,即使债务具有利息税盾作用,但因为过高的债务会减少股东的分红进而降低管理

者的租金,管理者的最优反应就是尽量不借债投资,哪怕该投资具有正的净现值。因为如果股东对

分红不满意,那么他们可能选择关闭公司,管理者也就无从获得租金,因而租金和分红是相辅相成

的,风险厌恶的管理者会尽量平衡租金和分红以获得最大的边际效用。
投资、债务与分红决策的交互作用会随管理者的偏好而发生巨大变化。幂效用管理者①公司的

投资、借款、租金和分红是相互依赖的,公司在好的时候进行扩张,增加更多的投资,追加更多的借

款,给股东更多的分红,管理者也提取更多租金;在坏的时候则收缩,从扩张的道路上后退。管理者

将公司投资、债务和分红设定为公司净值的一部分,并与公司净值同幅度变动,公司会维持一个稳定

的净债务率。当公司税率很低,管理者的风险厌恶很高或投资风险很高时,甚至会出现负债务率,即
公司是一个净贷款人。指数效用管理者的公司债务与净值呈反方向变动,公司的投资决策独立于债

务和分红决策。在好的时候,公司积累净值,偿还债务;在坏的时候公司引发更多的借款,消耗公司

的净值。运营得好的公司变成“现金奶牛”,留下越来越多未使用的利息税盾;不能盈利的公司则积

累越来越多债务,最终被关闭清算。在资本结构上,幂效用管理者的经营结果与权衡理论相似,指数

效用管理者的经营结果则与优序融资理论相似。

二、资本预算与估值研究

迈尔斯不仅通过探索 MM理论而在资本结构理论方面硕果累累,在资本预算与估值方面同样

有着不凡的成就。资本预算与估值是公司金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迈尔斯的杰出表现之一就是他

能将现存的理论运用到解决现实中不同的金融问题中去,从而开创一个理论指导实践的新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因为 MM定理没有清楚地指出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公司价值的差异,因

此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判断标准就是能否使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那么,如何对公司资产尤其是

实物资产进行评估就变成了公司金融中最基础的问题。然而,当时评估公司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

方法是由资本市场领域的专家提出的,当它们传达到公司金融领域时,总会存在一定的时滞,迈尔斯

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一)风险独立与价值的可加性原则

在《资产评估的时间状态偏好模型》(Myers,1968a)一文中,迈尔斯用了一个时间偏好模型来

阐释“价值的可加性”(valueadditivity)原则。所谓价值的可加性是指在单个公司内部,每个投资

项目的价值可以并且应该独立地计算,而不管该项目与公司其他资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迈尔

斯认为公司应该将每个项目当成独立的资本预算问题进行处理,而不应将其当成公司范围内复杂

的资产组合最大化问题的一部分。这一理念在今天可能是常识,但在当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因为当时主要的研究者都深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科维茨(H.M.Markowitz)的影响,马科维茨

建议将公司的资本预算问题当作投资组合决策问题来处理,该方法要求公司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

采用复杂的组合选择最大化方法,在评估每一个投资项目时都应考虑公司内部所有项目或分支的

风险特征。
在设定合理的假设条件下,迈尔斯(Myers,1968a)指出,风险独立是资产市场均衡的必要条件,

因此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公司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可以独立地处理每个项目的风险特征。这一理论结

果至少给CFO和其他金融决策者们带来了两大好处:第一,它极大地简化了金融决策者的工作,因
为他们现在可以根据项目自身的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或资本成本来决定是否进行该项目;第二,它
有利于确定公司的最优资产结构。当然,最重要的可能是,它说明了公司多元化本身对增加股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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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无帮助。
这一新颖且反常识的结论虽然已经被现在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广为接受,但在20世纪60至

7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实务工作者都相信多元化战略有助于降低公司内部各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因此市场也被那些大型、高度多元化的集团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下,要让那些公司

金融的实践者们洞察多元化并不能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显然也需要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

后,随着私募基金和杠杆重构的兴起,美国的公司开始越来越专注于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这一趋

势持续至今。
(二)调整净现值法

调整净现值法(adjustedpresentvalue,APV)是一种替代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weightedaver-
agecostofcapital,WACC)对公司和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方法。

1.WACC法的缺 陷。MM 定理中使用 WACC对公司价值进行评估。虽然现在使用税后

WACC来对长期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进行折现已经非常普遍,但当时的 MM 定理并未阐述使用

WACC进行正确估值的前提条件。

WACC最初是一种计算投资项目资本成本的方法,因为公司的资金来源通常既有债务融资也

有权益融资,那么债权人和股东期望的投资收益就是公司的资本成本,这两种成本不一定相等,因此

公司的平均资本成本就应按资本的不同来源及其所占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假设公司的股权融资成

本是股东的期望收益率rE,债务融资成本是债券的到期收益率rD,当存在公司所得税TC 时,税后的

债务资本成本为rD(1-TC),债务率为λλ= D
D+E

,D 为债务资本,E 为股权资本æ

è
ç

ö

ø
÷加权平均资本成

本的计算公式为:

WACC =rD(1-TC)λ+rE(1-λ) (2)

用rA 表示全部资本的风险调整折现率时,WACC也可简写成:

WACC =rA(1-λTC) (3)

由式(3)可知,当存在利息税盾时,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随着债务率的上升而下降。MM第

二定理也就变为:

rE =rA +(1-TC)(rA -rD)D/E (4)

将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就是公司的价值,这种估值方法即

WACC法。这一方法也可用于对投资项目进行估值,但前提条件是新投资项目的资本结构与公司

原来的资本结构保持一致。MM 定理在使用 WACC法时,假定债务是固定且永恒的,因此在 MM
第二定理中,税盾的价值也被假定是固定和安全的,并且等于债务利率。

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合理的。它产生了如下问题:
第一,如果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并不是永续的,而是只存在较短的期限,则因为难以准确预测现金

流,用 WACC法(用式(4)来计算rE)就不能得到正确的估值,虽然这种错误并不严重。
第二,如果债务率长期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当公司或项目运行得好或坏时,债务水平也要跟着

上升或下降。MM定理假定债务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假设虽然简化了理论分析前提,但给实务工作

者带来了很多困惑:如果债务总额保持不变,那么债务率就会变化;如果像权衡理论那样设定一个目

标债务率,那么公司或项目的债务总额就必须随着未来的市场价值波动而做出调整。如果公司的债

务率保持不变,那么标准的 WACC法(如式(2))可用来评估任何期限和任何形式现金流的项目,而
式(3)则不适用。Miles&Ezzell(1980)改写了式(4)成为:

rE =rA +(rA -rD)D/E (5)

式(5)适用于计算不同债务率下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该式中,WACC依然是随着杠杆率上

—251—



升而下降的,但下降速度要比式(4)慢。
第三,如果项目未来的债务率不固定,而是随着时间变化,那么传统的 WACC法不适用。

2.APV法。因为 WACC法的上述缺陷,迈尔斯(Myers,1974)提出了更具实用性的评估企业

或项目价值的APV法:

APV =NPV(假定全部为股权融资)+PV(利息税盾) (6)

APV法把企业价值分成全权益净现值(NPV)和税盾现值(PV)两部分,其中全权益净现值通过

权益资本成本折现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得到,税盾价值通过债务利率折现税收节约额得到,两个折现

率都不受公司或项目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APV法可以避免资本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APV法对于评估资本结构不稳定的公司或项目非常好用,如项目融资和杠杆收购等。为特定

项目进行的融资通常会在预定时间内清偿,虽然项目可能会进行再融资,但再融资通常时间距离较

远,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税盾是固定的,可以直接用借款利率来折现。发起杠杆收购的公司通常在起

始阶段具有高债务率,收购完成后债务即得到清偿,这种极不稳定的资本结构与 WACC法的前提条

件不相符,而APV法则可以较好地解决价值评估问题。

APV法的优势还表现在,它可以非常简洁地对具有复杂融资结构的项目进行评估。比如,当
需要完成一个大的项目时,除了债务融资外,可能还需要部分权益融资。增发新股就会产生交易

成本,那么如何对这一部分价值进行评估呢? 按传统思路可能需要先计算出一个股票的“交易成

本调整成本”作为折现率,如果用APV法,则直接对增发新股获得的现金使用增加的交易成本进

行折现即可。还比如,在长期设备租赁业务中,如航空公司的飞机通常采取融资租赁的方式,如果

承租人支付的边际税率低于出租人,租赁就可以增加价值。那么如何评估承租公司的价值呢? 使

用 WACC法的研究者可能会调整 WACC来计算租赁中隐含的更低债务成本,但这样做会非常烦

琐。如果用APV法,那么只需要先计算采用普通融资方式的NPV,然后再加上用租赁替代债务产

生的NPV。
(三)实物期权

APV法将 WACC法的假设条件放松,从而能对资本结构变化的公司和项目进行估值,但两者

的估值思路并没有太大变化,都是将项目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折现。那么,实物期权(realoptions)
方法则在估值思路上发生了彻底改变。

长期以来,投资者在对投资项目或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使用的经典方法是贴现现金流法(dis-
countedcashflow,DCF),但由于DCF法的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的矛盾,使得它在现实投资决策应

用中具有很大局限性,预测结果也有较大偏差。DCF法假设现金流确定、管理者在整个项目执行期

内执行某种不变的管理策略,然后对每一笔未来的现金流进行风险折现,折现率根据现金流的期限

按常数递增,也就是说,期限越长,折现率越高。这一做法隐含的假设是:长期现金流比短期现金流

的风险更高,应该按一个更高的比率折现。因此,标准的DCF法自动地对长期现金流进行了更高的

风险折现。然而现实中风险不随时间增长的例子很多,如果都按标准DCF的做法对这些资产的未

来现金流进行折现的话,就会低估很多项目的价值,也会影响到投资者的错误决策。
迈尔斯很早就意识到了标准DCF法的问题,迈尔斯与罗比切克(Robichek& Myers,1966a,

1966c)分别讨论了DCF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金融市场的风险是如何影响资产的均衡价值的。迈尔

斯(Myers,1968b)还将考虑了更多因素的DCF评估框架运用到资本投资决策中,并强调了该方法

的“价值的可加性”特征及重要性。
进入20世纪70年代,迈尔斯开始摆脱DCF框架,尝试构建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真实

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迈尔斯(Myers,1977)将公司的资产分成两类:现有资产;增长期权(growth
options),即企业的投资机会。迈尔斯在后来又将实物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整个未来过程中所拥

有或所创造的这些选择权定义为“实物期权”。这种选择权可以令投资者根据时机进行相应的有

利决策。例如,之前所购置的资产可以在需要的时刻挪为他用,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看涨期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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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权利。
实物期权理论可以帮助实践者理解在不确定环境下战略选择权的重要价值,也有助于消除金融

市场上的短期行为。迈尔斯(Myers,1977)认为,在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企业投资的选择权是有价

值的。如果运用DCF法,就必须选择一个贴现值,而为了体现不确定性,这个贴现值通常较大,这会

使得投资者采取短期行为,错过许多具有潜在战略价值的项目。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企业应当将

潜在的战略价值计算到投资成本之中,单纯使用DCF法作为判断是否投资的标准往往会导致过度

投资或者投资不足。迈尔斯等(Myers,1977;Myers&Cohn,1987)指出,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既
来自目前所拥有的资产,还包括对未来投资机会进行选择的权利。因此,可以将投资机会看作增长

期权,并且可以借用金融期权的定价理论来评估此类投资机会,还可以将金融期权的逻辑运用于资

本预算和战略规划决策。迈尔斯(Myers,1984b)认为,一项战略投资的 APV应等于初始投资的

NPV和由初始投资带来的实物看涨期权的PV之和,它比使用DCF法计算的值要高。因此,短期行

为并非现代金融市场的固有特征,而是金融理论被错误应用、僵化的内部金融市场和不能识别战略

投资机会的共同结果。如果能够正确运用金融理论,短期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实物期权的估值方法对那些拥有大量市场风险的公司非常适用。经典的实物期权评估方法主

要针对开发性投资决策,如公司对原油或黄金的探测和开采,其风险主要来自商品未来价格和产量

的波动。实物期权的定价方法使研究者能最大限度地运用来自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信息。
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被运用于评估生物制药公司对某种药物的R&D活动和风险资本等,这些公

司的风险是公司或私人所特有的。尽管因为这个行业的研究者不能依靠市场价格,只能依靠对未来

现金流和预期波动的主观估计,实物期权估值方法的准确性更有限,但却有助于理解公司行动的决

策动机。比如,公司的管理者在首轮投资决策时可以依据实物期权逻辑形成清楚的预期:项目如果

运行顺利,下一轮投资就会扩大或保持平衡;如果运行失败,投资就会中止。在这些情形中,虽然估

值最好的情况是与公式中的预期现金流相一致,但这一思路却有助于管理者构造公司的投资项目以

最有效地解决不确定性。
迈尔斯等(Myers&Read,2012)进一步分析了标准评估框架中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通过

将确定性现金流(certaintycashflow)与标准期权估值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这些标准方法忽略了

债务能力和利息税盾。确定性等价期权的收益仅按税前的无风险利率贴现,这种贴现程序是不正确

的。他们还说明了实物期权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公司所得税和期权的负债能力(debtcapacity)。期权

的负债能力是指由期权支持或替代的债务数额。标的资产的价值必须是调整净现值(APV),进行折

现的无风险利率必须是税后的。因为实物看涨期权具有隐含的杠杆作用,实物看涨期权的负债能力

通常是负数,并且总是大于看涨期权的价值;实物看跌期权的负债能力总是为正,并且高于看跌期权

的价值。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些有价值的成长型公司的债务比率总是低于根据权衡理论和它们现有

资产确定的目标债务比率,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盈利能力和市净率与负债比负相关,而不是

像 MM理论预期的那样,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净率越高。

三、金融监管研究

迈尔斯在金融监管领域也颇有研究,其将公司金融理论运用到金融监管领域,主要包括回报率

规制和保险监管两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迈尔斯开始研究管制行业的回报率问题。

1971年他开始担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主持确定通信公司AT&T、通信卫星公司

Comsat、输油管道公司 Williams等公用事业企业的回报率问题。迈尔斯用“沉没成本”(sunkcost)
解释了当时国会对铁路监管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他对保险监管的研究也对保险公司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贡献主要集中于保险费的厘定以及资本配置两方面。
(一)回报率规制

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迈尔斯为核定公用事业企业的“公平”回报率制定了明确的框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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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邦高等法院在1949年的裁决中对公用事业做出了如下规定:在风险相同时,公用事业企业的资

本投资收益率与其他企业的投资收益率相等,这一收益应足以保证企业的财务信用,从而维持其信

贷和融资。美国国家监管委员会试图通过设定消费价格来实施这一裁决,允许公用事业公司在资本

投资中相对它的账面价值(而非市场价值)获得足够的回报,这也意味着在计算公司的债务和股票成

本时使用的是历史或账面价值,在计算加权资本成本时也要使用历史权重作为将来的权重。但是,
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导致公用事业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偏离了市场要求的回报率,也
难以吸引新资本进入该领域。迈尔斯(Myers,1972a,1972b)认为,政府规定的收益率应该具有前

瞻性,因此,在计算企业的股票和债务权重时应以市场价值而不是账面价值为基础;债务的回报率应

以公司目前的借款成本为基础,并根据税收进行调整;至于企业股权成本的估算,则应使用公司资产

(公司或行业)的贝塔系数和CAPM模型。
迈尔斯在铁路行业规制领域也有贡献。美国铁路在1865年之后逐渐确立了在运输业中的垄断

地位,社会上要求对铁路进行规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887年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开始对铁

路进行规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汽车、航空等运输方式的迅速发展,铁路的垄断地位消失,
加上铁路的内部竞争,使得很多铁路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甚至破产,也不能吸引新资本进入。20世

纪70年代,美国开始放松对铁路的规制,如1976年通过的《铁路复兴和管理改革法》和1980年的

《斯坦格斯铁路法》都旨在放松对铁路的规制。然而,放松监管并未能挽救日渐衰落的铁路行业,美
国铁路的盈利至今都不能弥补其资本成本。英国也有与美国类似的经历,自从1993年将铁路私有

化以来,管制导致英国基础设施的急剧恶化和铁路公司的破产。
迈尔斯等(Hausman& Myers,2002)应用“沉没成本”和“可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对铁路运输

业的规制和反垄断问题,并解释了美国铁路监管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沉没成本、非对称收益和不

可逆转的投资等因素是铁路体制改革应该充分考虑的因素,而美国的监管部门在设定铁路运输业的

回报率时却没有考虑到企业建设和运营铁路所涉及的巨大沉没成本,即铁路公司在开设一条新铁

路之前,需要对铁轨、桥梁和隧道进行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都是不可逆的。并且,铁路运输是一

个可竞争市场。即使铁路成功开设之后,先行者也需要担心后来的进入者对他们造成的威胁。因

为与首次进入者相比,后来者的成本是下降的,他们无须再承担诸如路权、轨道、桥梁等新铁路的

风险。如果对铁路的需求量上升,先进者一直需要担心后来者对他们的威胁,当铁路运输量大幅

下降时,铁路的回报率必然也会显著下降。为了弥补上述风险,铁路公司在进行投资之前,会要求

一个额外的回报作为缓冲,这个回报要高于无风险环境下的回报。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允许铁路

公司在运输量高时的回报率高于平均回报率。如果监管机构继续忽视沉没成本而将铁路运输量

大时的回报率限制在平均回报率,就会阻碍新投资者的进入。他们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

法———一种实物期权方法,建议监管机构在计算允许的收益率时考虑企业的沉没成本,找到一个

基准折现率,使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与所需投资的税后现金流价值相等,然后再根据由沉没成本导

致的收益不确定性和非对称性进行调整。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监管部门———美国地面运输理事

会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二)保险监管

迈尔斯在保险监管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Myers&Cohn(1987)研究了如何用金融定价模

型解决保险定价问题。他们认为,在标准的保险产品无套利定价模型中,保险价格是期望损失和费

用关于市场风险和税收调整的结果,进而提出了保险定价中经典的 Myers-Cohn模型:

P = (1-T)×PV(损失与费用)+PV(持有P+S的税收成本) (7)

其中,P是保险费,T是公司税率,S是盈余,假定P和S被投资于组合化证券之中,S是为可能

的损失支出提供担保而配置的部分股票。公司持有这些担保物的税收成本等于由公司缴纳的资产

投资收益税,而若由股东个人持有这些资产则其税收成本将由个人而非公司承担。公司债务具有税

盾作用,公司持有保费和盈余却相当于资产,是负的税盾。因此,“持有保费和盈余的税收成本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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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价方法与“利息税盾现值”的定价方法一样,只是符号相反。

Myers-Cohn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保险费应该包含期望损失、管理保险的费用和税收的现值,再
加上持有股票的正常收益。遵循这一思想制定的保险费率能保证持有保险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获得

与普通公司股票投资者大致相当的收益,从而吸引新的投资进入保险行业。与公用事业公司的定价

一样,该模型主张现金流折现应在CAPM 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影响折现率的风险因素。模型的应用

只需要准确估计期望的损失和支出,以及确定一个合理的折现率,因此应用起来也不难。
但是,Myers-Cohn模型仅仅适用于从事单一业务线的保险公司,对于拥有很多业务线的保险公

司,其经济资本应该如何配置? 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保险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按经营方式分配

资本对保险公司是不合适的,不同险种的保险价格应根据投保人的整体风险和资本额来确定。迈尔

斯等(Myers&Read,2001)指出上述观点只在不存在税收和破产成本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尽管当

保险公司对一项业务违约时,那么可能对所有的业务都会违约,但是,搞清楚哪条业务线耗费了更多

的盈余,哪条业务线耗费更小,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险公司的盈余是有成本和有限的。他们

提出,当考虑税收和破产成本时,保险公司的资本配置应反映每条业务线对违约价值的边际贡献,而
且所有的边际违约价值(marginaldefaultvalue)相加正好等于期望的公司总违约价值。该方法是他

们根据Black-Scholes-Merton期权定价理论,从微观角度对违约期权进行定价的边际资本配置方

法。所谓边际资本,是指用来支持增加一个风险暴露的资本,是使保险公司在业务增加之前和之后

的违约期权价值保持一致的额外资本。他们的违约期权配置方法的优点是能使公司或者业务线违

约卖出期权与期望损失的比率始终处于公司既定的水平上,而无论是哪个业务线增加了新的业务;
并且其配置的资本具有可累加性,各个业务线配置的资本之和等于公司的总资本;此外,边际资本成

本可被用作产品定价的依据,所以它能被运用到资本配置和产品定价中。
不过,迈尔斯等(Myers&Read,2001)的资本配置方法并不适用于保险以外的行业。于是,迈

尔斯等(Erel,Myers&Read,2015)进一步拓展了资本配置理论,提出了风险资本理论,并探讨了如

何在金融公司中分配税收以及其他风险资本问题。他们的理论基础依然是依据每一项业务的边际

违约价值进行风险资本配置,但是理论的应用却与现实做法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现实中对

资本的要求通常是基于在险价值(VaR),VaR衡量的是一种资产或资产组合在短时间内下跌的风

险,收益率的波动越大,表明VaR越高。无风险资产因为收益率波动和VaR均为0,人们很自然地

认为支持无风险资产的资本要求也是0。但事实上,在一个存在风险资产的组合中,无风险资产对冲

了风险资产的部分风险,降低了违约期权(看跌期权)的价格,相应减少了该组合的总体资本配置。
因此,在该组合内部,无风险资产的资本分配实际上是负的。

资本分配与定价、业绩衡量、激励、补偿和对冲决策都息息相关。基于边际违约价值的资本配置

还具备可加性。这种可加的前提是需要足够完备的市场,在该市场中公司的资产和违约看涨期权能

够可靠计量,而不需要对收益的联合概率分布进行任何限制。此外,迈尔斯等(Erel,Myers&Read,

2015)提到当公司考虑为一项新业务i新增资本Ai 时,其所分摊的资本成本将降低其净现值。假定

现有投资组合不变,如果新增业务的APV是正值,投资就是值得的。新业务的APV等于净现值减

去分配资本的全部成本,包括税收、其他成本和资本数量受到限制时的影子价格:

APVi =∂V∂Ai
=NPV(Ai)-(τ+k)ci>0 (8)

式(8)中,V 是公司价值,τ是每美元股票的税收成本,k是资本约束下的影子价格,ci 是根据边

际违约价值配置的资本。APV受盈利能力、市场风险、组合的市场风险和公司个体风险影响,前两

个因素决定了新增投资的NPV,后两个因素决定了资本配置ci 和风险资本成本(τ+k)ci。如果还需

要考虑更多因素,那么直接将这些因素的现值(PV)叠加即可得到APV。因此,式(8)提供的方法能

解决公司金融中的很多问题,而且非常简洁好用。这个公式也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计算APV
的通用方法。

—651—



四、公司金融原理

对于初学者来说,迈尔斯最广人所知的作品应是与他人合著的《公司金融原理》(Principlesof
CorporateFinance)一书。该书是第一本将现代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公司金融教材。在此书出

版以前,公司金融的教材主要关注公司的制度和法律因素以及公司如何为自己融资,甚少关注这些

制度或模式形成以及将发生怎样变化的经济或金融研究。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公司金融领域

已经出现了诸如市场价值最大化、组合理论、CAPM、有效市场假说、期权定价原理等现代金融理论,
资本结构领域则出现了 MM理论、分红理论中的股利政策,以及实践层面的DCF、APV定价方法和

WACC折现方法等。尽管当时的教科书会提到这些理论,但也许是教科书的作者们担心引入很多

新理论会使金融变得更复杂从而降低其可操作性,因而并未充分利用这些理论,所以缺乏一本囊括

这些新理论的教科书。迈尔斯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好的理论既然能获得更多人认可,也应该使实

践操作变得更简单。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迈尔斯与伦敦商学院的R.A.Brealey开始撰写他们理想

中的教材。毫无疑问,这种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公司金融原理》在1981年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金

融学的“圣经”,长期以来都是全球销量最大的金融教科书之一。从第9版开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F.Allen也成为作者之一。该书重点讲述价值、风险、投资预算、财务决策、资本结构等内容,并且每

次再版都会与时俱进地引进最新成果,现已更新至第12版。全该书理论阐述严谨有序,结构简洁清

晰,可以对金融理论革命的关键概念元素进行有效的解释。其中的案例与理论相结合也增加了理论

的可理解性,同时诙谐幽默的语言也一扫理论学习的烦闷枯燥,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该书对于金

融研究者们的启蒙、启发和激励还将不断继续。此外,迈尔斯还与R.A.Brealey和A.Marcus合著

了面向本科生的教材《公司金融基础》(FundamentalsofCorporateFinance)。

五、简评

作为一名在金融经济学领域活跃了超过半世纪的学者,迈尔斯最重要的研究特点就是将理论和

实践紧密结合,这使得他在金融学理论、实践和教学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迈尔斯最突出的理论

贡献是对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这源于他关注到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MM 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敏
锐地发现了 MM理论所隐含假设的缺陷,并据此先后提出了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优序融资理

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系列新理论。这些理论既很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又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每种理论的适用范围。他提出的债务积压、利息税盾、金融困境成本等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次,
迈尔斯在资本预算与估值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从分析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法的缺陷入手,提
出了价值可加性原则、调整净现值法等,既克服了 WACC法的问题,更为资本投资决策提供了简捷

有效的方法指南。当然,运用风险调整折现率来进行资本资产定价也成为公司金融的基础理论。
尽管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理论贡献,但迈尔斯从未停止理论探索。近年来,他对成熟型公司融资

方式选择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代表。他跳出不对称信息的设定,在完美市场、充分信息假设下建立

的动态代理模型,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使用外源融资,反而成为现金奶牛。模型推导的

结果与基于不对称信息假定的优序融资理论非常相似,所以动态代理模型进一步丰富了融资决策

理论。
除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在将公司金融新理论运用于实践方面,迈尔斯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他关于实物期权计算、APV法等研究已成为公司战略、研发和发展的重要依据。他在金融监管领域

提出的管制行业的回报率的计算、运用实物期权方法来计算铁路行业的沉没成本等已经成为今天广

泛接受的普遍做法。他在保险监管领域中提出的基于零净现值的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也是一个重

要创新。这些方法既有合理性,也更具可行性,体现了迈尔斯一贯坚持的“好的理论应该能更好更简

洁地指导实践”的理念。这种理念也应该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另外,迈尔斯对实证研究的谨慎态度也值得称道。他一再提醒研究者们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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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中的“一致”有可能导致的谬误(Jin& Myers,2006)。这些提醒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无疑同样适

用,且对坚持从中国特色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例如,对于成熟型公司而言,如果它们

可以在债务和股票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话,优序融资理论提供了非常清楚的答案,成熟型公司会按

照内部融资、债券、股票的顺序选择融资方式。但是,迈尔斯本人并不认为优序融资理论能解释成熟

型公司的所有债务政策,他也不认为该理论能解释所有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因为现实中的上市公

司是多样的:既有成长型公司又有成熟型公司和衰落期公司;既有大公司又有小公司;既有进入公开

债券市场的公司又有仍然依靠银行贷款的公司,这些不同类型公司的融资决策显然很难从同一理论

得到解释(Myers,2015)。
迈尔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当属他与他人合著的《公司金融原理》教材。该教材既是公司金融理

论的汇总,又是理论传承的重要载体和理论发展的起点,已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金融学教材之一,影
响了全球无数优秀学子。对于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者来说,不仅要了解和学习迈尔斯的理论贡献,
而且更应借鉴他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方式;要从阐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入手,探寻解决

问题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Allen,F.etal(2008),“ThecontributionsofStewartMyerstothetheoryandpracticeofcorporatefinance”,Journal
ofAppliedCorporateFinance20(4):8-19.
Brealey,R.A.,S.C.Myers&A.Marcus(2014),FundamentalsofCorporateFinance,McGraw-Hill,8thed.
Brealey,R.A.,S.C.Myers&F.Allen(2016),PrinciplesofCorporateFinance,McGraw-Hill,12thed.
Erel,I.,S.C.Myers&J.A.Read(2015),“Atheoryofriskcapital”,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18(3):620-
635.

Hausman,J.&S.C.Myers(2002),“RegulatingU.S.railroads:Theeffectsofsunkcostsandasymmetricrisk”,

JournalofRegulatoryEconomics22(3):287-310.
Jensen,M.& W.Meckling(1976),“Theor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capitalstructure”,

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4):305-360.
Jin,L.&S.C.Myers(2006),“R2aroundtheworld:Newtheoryandnewtest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79(2):257-292.

Lambrecht,B.M.&S.C.Myers(2007),“Atheoryoftakeoversanddisinvestment”,JournalofFinance62(2):809-845.
Lambrecht,B.M.&S.C.Myers(2008),“Debtandmanagerialrentsinareal-optionsmodelofthefirm”,Journalof

FinancialEconomics89(2):209-231.
Lambrecht,B.M.&S.C.Myers(2012),“ALintnermodelofpayoutandmanagerialrents”,JournalofFinance67
(5):1761-1810.

Lambrecht,B.M.&S.C.Myers(2016),“Agencydynamicsincorporatefinance”,AnnualReviewofFinancialEco-
nomics8(1):53-80.
Lambrecht,B.M.&S.C.Myers(2017),“Thedynamicsofinvestment,payoutanddebt”,ReviewofFinancial
Studies30(11):3759-3800.
Miles,J.&R.Ezzell(1980),“Theweightedaveragecostofcapital,perfectcapitalmarketsandprojectlife:Aclari-

fication”,JournalofFinancialQuantitativeAnalysis15(3):719-730.
Modigliani,F.& M.H.Miller(1958),“Thecostofcapital,corporationfinanceandthetheoryofinvestment”,American
EconomicReview48(3):261-297.
Modigliani,F.& M.H.Miller(1963),“Corporateincometaxesandthecostofcapital:Acorrection”,AmericanEconomic
Review53(3):433-443.
Myers,S.C.(1968a),“Atime-state-preferencemodelofsecurityvaluation”,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
Analysis3(1):1-33.
Myers,S.C.(1968b),“Proceduresforcapitalbudgetingunderuncertainty”,IndustrialManagementReview9(3):1-20.
Myers,S.C.(1972a),“Theapplicationoffinancetheorytopublicutilityratecases”,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

ManagementScience3(1):58-97.

—851—



Myers,S.C.(1972b),“Ontheuseofbetainregulatoryproceedings:Acomment”,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
ManagementScience3(2):622-627.
Myers,S.C.(1973a),“Asimplemodeloffirmbehaviorunderregulationanduncertainty”,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

ManagementScience4(1):304-315.
Myers,S.C.(1973b),“Onpublicutilityregulationunderuncertainty”,In:R.H.Howard(ed),RiskandRegulated
Firms,MichiganStateUniversityPublicUtilitiesPapers.
Myers,S.C.(1974),“Interactionsofcorporatefinancingandinvestmentdecisions:Implicationsforcapitalbudge-
ting”,JournalofFinance29(1):1-25.
Myers,S.C.(1977),“Determinantsofcorporateborrowing”,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2):147-175.
Myers,S.C.(1978),“Ontheuseofmodernportfoliotheoryinpublicutilityratecases:Acomment”,Financial
Management7(3):66-68.
Myers,S.C.(1984a),“Thecapitalstructurepuzzle”,JournalofFinance39(3):575-592.
Myers,S.C.(1984b),“Financetheoryandfinancialstrategy”,Interfaces14(1):126-137.
Myers,S.C.(2000),“Outsideequity”,JournalofFinance55(3):1005-1037.
Myers,S.C.(2001),“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5(2):81-102.
Myers,S.C.(2015),“Finance,theoreticalandapplied”,AnnualReviewofFinancialEconomics7(1):1-34.
Myers,S.C.&J.A.Read(2001),“Capitalallocationforinsurancecompanies”,JournalofRiskandInsurance68
(4):545-580.

Myers,S.C.&J.A.Read(2012),“Realoptions,taxesandfinancialleverage”,NBERWorkingPaper,No.18148.
Myers,S.C.&L.S.Borucki(1994),“Discountedcashflowestimatesofthecostofequitycapital”,FinancialMar-
kets,InstitutionsandInvestments3(3):9-45.
Myers,S.C.&N.S.Majluf(1984),“Corporatefinancingandinvestmentdecisionswhenfirmshaveinformationthat
investorsdonothav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2):187-221.
Myers,S.C.& R.Cohn(1987),“Adiscountedcashflowapproachto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rateregulation”,

In:J.D.Cummings&S.Harrington(eds),FairRateofReturninPropertyLiabilityInsurance,Kluwer-Nijhoff
PublishingCo.
Myers,S.C.&R.G.Rajan(1998),“Theparadoxofliquid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3(3):733-771.
Robichek,A.A.&S.C.Myers(1966a),“Conceptualproblemsintheuseofrisk-adjusteddiscountrates”,Journal
ofFinance21(4):727-730.
Robichek,A.A.&S.C.Myers(1966b),“Problemsinthetheoryofoptimal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
andQuantitativeAnalysis1(2):1-35.
Robichek,A.A.&S.C.Myers(1966c),“Valuationofthefirm:Effectsofuncertaintyinamarketcontext”,Journal
ofFinance21(2):215-227.
Shyam-Sunder,L.&S.C.Myers(1999),“Testingstatictrade-offagainstpeckingordermodelsofcapitalstructure”,

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1(2):219-244.

(责任编辑:李仁贵)
(校对:刘洪愧)

—951—

李 芳:斯图尔特·迈尔斯对金融经济学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