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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董事
的观点
osamu nagayama 永山治与博然思维的土屋
大辅谈同时领导两家公司董事会的经验， 
以及这一双重身份为两家公司带来的好处

永山治（Osamu Nagayama）同时领导着两家公司的
工作，既担任日本药企中外制药的CEO兼董事长，亦是
电子业巨擘索尼的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主席。

这次访谈在中外制药东京总部的会议室进行，他认为
虽然两家公司大为不同，董事会的职责却是一样的，故
可以自然地将一个董事会的经验传给另一个。此外，与
两家公司高管合作也提升了他自身的经验及专长，令
两家公司同样受惠。

索尼和中外制药均为全球性企业，公司的治理架构要
求董事会中有外部董事参与其中。然而，传统上日本企
业的董事会几乎全部由管理层及内部人士组成。永山
治认为，尽管文化上有阻力，但在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的
治理改革等政策推动下，这一传统正在迅速改变。

与大部分人的想法相反，永山治认为董事会的主要职
能并非为公司赚钱，而是提高透明度。董事会与管理层
之间形成了一种重要的 “制衡”关系，令所有利益相关
方受惠，包括股东在内。

永山治认为CEO及董事长应该和谐共处，但由于董事
会有监督的职能，两者关系太密切将会有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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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制药的CEO及董事长均是要求非常
高的职位。是什么原因让你也接受了索尼
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呢？

我于2010年加入索尼董事会，于2013年
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公司的管理层及
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小林阳太郎（Yotaro 
Kobayashi）邀请我担任这一职位。索尼是
一家大型全球性多元化公司，我当时马上
想到的是作为董事可能面对的挑战。我知
道自己需要为索尼带来看问题的不同视
角，它将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及商业知识。我
同时想到出任索尼的董事还可为中外制药
提供改善管理及治理方面的建议，令中外
制药受惠。最初我有点犹疑，但经多番考虑
后，最终接受了邀请。

我一直以来都是索尼的粉丝，我十分喜爱
其产品，如随身听（Walkman）及数码相机。
我拥有一部特丽珑电视机（Trinitron TV）
，并仍然用索尼DVD/蓝光播放器。说句公
道话，我想很难找到一个从未用过索尼产
品的日本人。该公司在日本是标志性的企
业。部份产品，如随身听等，代表着全球大
众文化。

从药企中外制药加入索尼，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
什么令你感到惊讶的事情吗？

感到最惊讶的是该公司受到督查的严密程
度。索尼的业务涵盖电子、娱乐、金融及保
险，总之，一切都跟消费者有直接关系。

公司的任何行动、任何问题，均会引起公众
的极大关注。这类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外制
药，因为它的客户主要为医学专家。

这无疑令我感到惊讶，但事实上它对我在
中外制药的工作确有帮助。现在，我们不单
关心专业客户，还花更多时间了解产品如
何影响到终端用户。在索尼获得的经验，令
我们对病人和社会的需求变得更加敏感，
因为他们是受益于我们产品的最终人群。

在索尼董事会任职还带来其他好处比如开
阔了我的视野，尤其是对全球运营业务的
了解。中外制药的规模要小很多，但我们的
药物是售往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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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股东的利益置于客户或员工等其他利益相关方之上，
这种要求令你感到有压力吗？

人们谈到股东利益时，往往是指盈利能力及短
期内的股票价格；然而，长期股东明白公司表现
是会有起伏的，相信公司假以时日会稳步发展。

经验告诉我，除非同时投资于长远利益，否则一
家全球性企业获得短期利润的几率很小。从另
一个角度说，许多公司可能会保留亏损的部门，
因为该部门代表公司的未来。亏损两三年不算
什么，但再长些时间就会成问题。你投资未来并
不表示你可以继续连年亏损。

有些大型企业高管，如通用电气，主要考虑长远
利益。然而，他们不忘通过派发股息及提升公司
价值来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所以你根本不需选择要短期还是长期成绩，你
要做到两者兼得。

传统上，只有少数日本上市公司拥有多名外部董事。新
的治理规则建议每个董事会均要有两至三名这类董事。
此举是否正确？

在这件事上，没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此项由安倍政府力推的规则的确带来很大挑
战。它给日本带来瞬间的变化，目前对外部董事
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适合的人选却很有限。

现实的情况是，本地市场正在萎缩，企业寄希望
于海外市场的拓展，故需要适应有关国家的文
化或要求。让两名外人加入董事会是达到国际
治理标准的第一步，因为外部董事是该标准的
关键因素。

目前要多些外部董事还是执行董事应视公司需
要而定，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索尼
12名董事中有10名是外部董事，这对其多元化
的业务却十分适合。

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固执，认为企业治理只有一
种方式。对索尼这样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公司而
言，让不同行业背景或不同观点的人奉献各自
的经验当然是更好的做法。

无论董事会有多少名外部董事，他们的角色就
是要保障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确保管理层
面的透明度。

你认为，对于有些公司来说，没有外部董事是否情况会
更好些？

多年来日本企业一直依赖这种董事会由公司内
部人员组成的方式。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错
的地方，但商业环境正迅速改变。假以时日，待
有更多合适人选的时候，我想企业会逐渐聘用
更多外部董事。

但目前很多人依然质疑外部董事的角色，不单
是日本人，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也一样。外部董事
不了解业务，身为CEO，我为什么要这种人在董
事会呢？这样想就误解了董事会的角色，因为其
角色就是要评估管理层的绩效，确保公司的透
明度。在这一点上，外部董事会做得很好。

 
优秀的外部董事应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你会找怎样的人
选？

它不像大学考试，只要你每一项都得高分就可
以通过。一般而言，外部董事需要有管理公司的
经验，并知道透明度是怎么一回事儿。外部董事
的角色并非要教管理层赚更多钱或取得商业成
就，而是要检查管理层要承诺的目标及判断他
们达到目标的方法是否正确。

即使在索尼，董事会女性和外籍人士的比例依然很小。
你认为这种情况是否在改变？

当企业采用新的治理规则时，就会明白董事会
需要多元化。有些大型企业已聘用更多外部及
非日籍董事。非日籍董事的意见会很不同，而这
就是珍贵的地方。

日本逐渐有女性担任高管及董事，但步伐较西
方慢一点。目前并未有足够多的女性适合担任
这些职务，日本企业最近才开始聘用她们并提
供培训。未来，这类女性的人数将会迅速增长，
更多女性获得相应经验。她们胜任领导职位只
是时间问题。

就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制衡关系而言，拥有外部董事
的董事会应否参与到特定业务战略的制定过程中？

对外部董事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
们主要的任务是判断管理层是否为所有利益方
带来最佳利益。有关业务方面的问题，内部董事
一般会更清楚些。

索尼在过去数年遇到一些小波折，财务表现欠
佳，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现在情况正在好
转。在这家业务多元化的公司担任外部董事，我

“它给日本
带来瞬间
的变化，
目前对外
部董事的
需求日益
增加，但适
合的人选
却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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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随时思考是否每项业务均值得保留，我
们是否应该放弃某些业务。

有时我们需要充足的数据才能作出判断。当需
要作出一项重要决定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要
求董事一定要参与或不参与到业务中。这是个
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情况作出最符
合利益相关方利益的决定。

你在中外制药既是董事长又是CEO，而在索尼两项职位
则由不同的人担任。理想的情况下，两个职位应否分开？

如果董事长能同时兼顾管理及透明度，他无论
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问题。在关键时
期，利益相关方可能要求更高程度的透明度及
客观判断。在此情况下，董事长则可能需要外部
董事来担当。

当两个职务分别有两个人担任时，管理层与外
部董事需具备合作精神，这点十分重要，但这不
代表他们要做好朋友，做好朋友可能会很危险。
董事会需要作恰当的判断，与管理层合作的最
终目的是得到客观中肯的结论。

在极端的情况下，外部董事甚至要去解聘管理
层，因我们的职责是要改善公司的运营。

相反，如你走得过于极端，与CEO的距离保持得
太远，最终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 这同样是危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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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屋大辅（Daisuke Tsuchiya）是博然思维伦敦办公室合伙人，他
曾于日本外务省担了15年的外交官

中外制药
中外制药成立于1925，是一家领先的新药开
发型企业。中外制药以生物技术为重点，擅长
于处方药的研制。它是东京证劵交易所最大
的上市制药公司之一。中外制药是罗氏集团
旗下企业，从事日本及海外市场的研发活动。

OSAMU NAGAYAMA 永山治
永山治目前担任中外制药的董事长兼CEO。
他领导该公司于2001年跟罗氏建立了战略联
盟，现在中外制药已成为罗氏集团旗下一员。
自2006年起，他亦担任罗氏企业执行扩大委
员会（Enlarged Corporate Executive 
Committee） 的成员，自2010年起出任索尼
董事，后于2013年被任命为董事长。

SONY 索尼 
索尼成立于1946年，现已发展为全球领先的
电子设备、消费者及专业市场软件制造商。其
业务范围涵盖移动通信、游戏及网络服务、影
像产品、娱乐及金融服务。索尼总部设在日本
东京。

“外部董
事的角色
并非要教
管理层赚
更多钱或
取得商业
成就，而
是要检查
管理层要
承诺的目
标及判断
他们达到
目标的方
法是否正
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