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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理的演进逻辑、
基本向度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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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 财税治理方略历经了多阶段路向演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 以战时型财税 “救国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建设型财税 “固国本”。 改革开放后， 又
以公共型财税 “求富裕”。 新时代， 以现代型财税 “谋复兴”。 百年征程中， 中国共产党财税治理的
演进逻辑在于， 以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逻辑起点， 以革命、 建设、 调控与
治理的因时进阶为逻辑进路， 以达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逻辑目标。 动态演变路程中， 实
事求是的思想之向、 一元统揽的领导之向、 以民为本的价值之向， 又构成静态的基本向度贯以始终。
正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方能攻坚克难、 开拓前进， 完成各阶段的历史任务。 以史为鉴， 未来中国共产
党的财税治理需要应对新矛盾， 促进人民生活美好化。 发展新业态， 避免财税风险化。 统筹新关系，
推进财税关系和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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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１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党的百年

征程， 是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也是栉风

沐雨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百年征途中， 财税治理是中

国共产党奋斗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

财税政策， 中国共产党以 “战时型” 财税披荆斩棘

力救国难， 以 “建设型” 财税乘风破浪巩固国本，
以 “公共型” 财税勇往直前追求富裕， 以 “现代型”
财税高歌猛进谋求复兴。 中国共产党得以完成不同阶

段历史任务， 踏入强国新征途。
已有研究详细梳理了党在不同时期的财税治理方

略。 如， 王明前 （２０１１） ［１］、 刘翠微 （２０２１） ［２］等探

讨了党在革命时期的财税政策， 刘佐 （２０１０） ［３］、 杨

志勇 （２０１９） ［４］等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财税政策， 马海涛 （２０１８） ［５］、 刘尚希 （２０１８） ［６］等
回顾了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财税体制改革， 楼继伟

（２０２１） ［７］、 贾康 （２０２１） ［８］等探讨了当前阶段我国

财税治理的应对。 这些研究勾勒出了党在百年征程

中不同时期的财税治理图景。 本文在以往研究基础

之上， 将不同时期党的财税治理政策进行整合， 以

点成面，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理的基本历

程， 分析党百年财税治理的演进逻辑， 并分析党百

年财税治理的基本向度， 冀求以史为鉴， 为当代财

税治理找寻有益的历史经验。

二、 中国共产党财税治理的百年历程

（一） 救国难：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的战时型财税治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 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内

忧外患。 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列强势力的不断渗入，
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下逐步沉沦。 四面八方的疆土

危机， 源源不断的资本侵入， 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民族危机。 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帝制

统治， 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 各大军阀连

年混战， 战火不休， 人民饱经战火摧残， 流离失所，
加之各大军阀无穷的苛捐和无尽的杂税， 人民面临着

剥骨吸髓式的经济剥削， 民生哀鸿。 在内忧外患的历

史环境下， 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 就肩负着 “救国大

业” 的历史使命。 因此， 党的早期会议上， 提出推

翻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将

民族独立与解放， 作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

要奋斗目标。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踏上土地革

命征程。 在此期间， 制定 《井冈山土地法》 《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等多项法规， 提出将地主富

农和农村祠堂等公共土地收归公有， 同时， 鼓励土

地开荒， 制定农业税、 商业税、 工业税等税种， 按

“损富益贫” 原则， 富者多征， 贫者少征或免征，
所征税收用于战时供给。 与此同时， 还发行了 “革
命战争短期公债” 等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

围剿。
１９３７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团结全国一致

对外， 中国共产党发布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提出

了全民族抗战的主张。 为此， 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

场， 实施战时财政经济政策。 一方面， 全面废除国民

党当局油酱牙税、 枣行牙税、 麻饼牙税等多类苛捐杂

税， 建立了新的营业税、 农业税等税制体系， 规定每

个公民都有纳税义务， 按 “合理负担” 为基本原则，
“有钱出钱， 无钱出力”， 不仅持续供给了抗战需要，
同时也广泛团结了根据地各民族、 各阶级的抗日力

量。 另一方面， 发展各类生产建设性公债， 恢复和发

展根据地的生产， 使敌后根据地有持续的税源供给，
保障了抗战的军需。

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胜利后， 国民党当局挑起全面内

战， 中国共产党踏入解放战争征途。 为供给战争需

要， 一方面， 在解放区全面开展反奸、 清算、 减

租、 减息运动， 并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公有， 分给无

地少地农民， 让全国将近 １ ５ 亿农业人口获得了土

地， 极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 又构建

了新的农业税、 工业税、 屠宰税、 筵席税、 娱乐税

等， 在生产力得到提高下， 党的税源得到改善。 同

时， 发行各类救灾公债、 建设公债等， 恢复解放区

的生产， 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供给了解放战

争的需要。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 ２８

年时间里， 党一直围绕着革命战争的需要， 适时调

整财税政策， 使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

利， 并解放了全中国， 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完成

了救国大业。
（二） 固国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的建设型财税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历经战火摧残，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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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百废待兴。 为巩固国本， 中国共

产党顺势转变革命时期的 “战时” 财税供给政策，
集中全力投入到建设上来。 为此， 中国共产党改变了

战时分散的财税管理体制， 统一立法、 统一征税、 统

一管理、 统一计划， 构建了全国性的财税组织， 确定

了全国财税的统一制度。 在建设资金极为缺乏之时，
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２ 亿分用于恢复国民经济。
历经 ３年的艰苦奋斗， １９５２ 年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恢

复。 党中央随即制定一五计划全力推进重工业建设，
除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外， 还构建

高度集中的财税管理体制， 统一调配资源推进钢铁、
汽车、 飞机、 精密器械等项目的建设。 为解决规模化

建设与财政性资金短缺的矛盾， 党中央全面铺开公债

的发行， 累计发行了 ３８ ４２ 亿元经济建设公债。 同

时， 吉林、 福建、 江西、 黑龙江、 辽宁、 安徽等多省

也相继发行公债用于地区生产建设［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的建设型财税政策， 促进国家工

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夯实了兴国之基。 到改革开放

初期， ＧＤＰ 总量达到 ３ ４８８ ６ 亿元， 比 １９５２ 年的

６８０ ９亿元增长 ４ １２倍［１０］， 全国粮食生产比 １９５２ 年

增长近 １倍， 工业固定资产增长 ２６ 倍［１１］， 不仅建成

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 还取得了诸如两弹一星、 大

庆油田等令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 在工业生产得到极

大改善的同时，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
（三） 求富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年的公共型财税治理

改革开放后，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上来。 为此， 党改变了 “建设型” 财税体系，
转而向 “公共型” 财税体制转变， 由 “公共性” 适

配 “市场性”。 为此， 党分步骤、 有计划地推进公共

型财税体系建设。 １９７８—１９９４年， 按照 “放权让利”
的基本原则， 党采取了 “包干制” 的财税管理体系，
激发了经济建设活力。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 随着市场经

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为了让财税体制契合市场经济体

制的发展要求， 党逐步完善营业税、 所得税等税制建

设， 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与此同时， 为充分

发挥财税的经济调控作用， 提升中央政府的调控能

力， 党在 １９９４年实施 “分税制” 改革。 根据事权与

财权适配的方针， 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 地方税与央

地共享税， 逐步施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提升了中

央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能力。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 财税体

制从局部性改革嵌入到整体性改革中， 落实到公共型

财税体制的构建上。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随着完善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 为适配

“改善宏观调控” 的整体要求， 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

嵌入到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中， 通过 “费
改税”、 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驱动市场经济发

展， 同时进一步划分央地财权事权， 并利用转移支付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
这一时期， 财税围绕 “公共化” 定位， 带动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经过改革开放

的经济驱动， 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最

大的工业制造国之一，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分别

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４３ ４ 元、 １３３ ６ 元， 提高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１ ８０９ ８元、 ６ ９７７ ３元，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６３
倍、 ５２倍。 人均国民收入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８５ 元增加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３５ ９６３元， 人均 ＧＤＰ 增速超 ８％［１１］， 远超

欧美等发达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 中国已

经进入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人民迈入 “富强”
大道。

（四） 谋复兴： ２０１２至今的现代型财税治理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中国步入全面深化

改革新征程。 习近平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重要思想， 财税改革开始围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逐步深入。 新时代的改

革， 不再仅仅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而是强调经济体

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 社会体制与生态文明体制

的联动。 ２０１３ 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财政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 的重要论断， 财税进一步转型， 嵌入五位一体
∙∙∙∙

，
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新时代的财税职能，
也不再单纯限于经济调控， 而是在资源优化配置、
维护市场统一、 保障社会公平、 实现长治久安等方

面发挥整体性功用。 如， ２０１６ 年通过营改增降低了

企业的成本， ２０１８ 年实施的 《环境保护税法》 等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２０１８ 年实施的新个人所得

税改革方案以及新近酝酿的房地产税立法有利于促

进财产分配公平。 同时通过转移支付、 税收优惠等

措施促进城乡间、 区域间的资源均等。 另外， 进一

步划分央地财税关系， 厘清财权事权配置， 打破市

场壁垒， 维护了市场统一。 不仅如此， 还新修订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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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 进一步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防范预算风

险、 债务风险的发生。
在财税的整体作用下， 新时代财税改革有效适配

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拉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的

《预算法》 以及财税服务规范契合了财政透明与监督

的运行要求， 公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大有提升。 通

过建立各类文化发展基金， 支持文化艺术、 科学技术

产业发展， 推进了文化繁荣。 通过各类财产税设计以

及财政转移支付， 着力缩小群体间、 行业间、 区域

间、 城乡间的资源分配差距， 带动社会公平。 资源税

与环境保护税的改革， 简并征收期限， 规范税目税

率， 促进了清洁生产， 保护了生态文明。

三、 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理的演进逻辑

（一） 逻辑起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共一大上， 决议将消灭私

有制， 消灭中国数千年来的阶级区分作为主要奋斗方

向之一， 以实现 “公有制”。 中共二大上， 明确阐释

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即： 党的最高纲领是彻

底消灭私有制， 并渐次实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是通

过革命手段， 消灭压迫， 消除内乱， 建立民主共和

国。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将实现民族解放， 争取民族独

立， 实现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 作为 “救国救民”
的主要奋斗方向。 从中共三大到五大上， 中国共产党

多次提出， 要废除军阀的横征暴敛， 带领人民减租减

息， 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 保护农工利益等。 从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的政治活动可以窥见， 党 “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深刻体现在保护农民和工

人阶级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等主张上， 而 “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 则体现在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与帝

国主义的压迫， 实现民族独立， 并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等主张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将人民的

幸福和民族的复兴嵌入到党的百年征程中。 在革命早

期，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抗租减税， 并将地主土地分

给无地少地农民。 这满足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 “耕
者有其田” 的根本愿望。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

党全面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带领根据地人民抵抗日军

侵略， 守护了一方百姓平安。 解放战争时期， 全面推

行土地改革， 让人民获得了生产资料。 经过 ２８ 年的

浴血奋斗， 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完成了民族解放与民

族独立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 党一方面奋力推进国家

建设， 并逐步实现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综

合国力大幅提升。 另一方面， 着力改变人民生活水

平， 人民先后 “站了起来” “饱了起来” “富了起

来”， 昂首阔步地迈向美好生活， 国家踏入民族复兴

新征途。
（二） 逻辑进路： 革命、 建设、 调控与治理的因

时进阶

百年征程的道路， 是坎坷的， 多变的。 为此， 中

国共产党因时因势改变财税治理方略， 以切合不同时

期的任务变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

反帝反封建， 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

家。 为此， 武装斗争是党完成革命任务的三大法宝之

一。 财税治理上亦主要通过革命手段完成。 在土地革

命时期， 采取 “打土豪分田地”， 发动农民打击土豪

劣绅， 开展谷米限价、 禁运、 减租、 减息、 减税、 减

押斗争， 以革命手段获取的财税资源是党重要的经费

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战， 在根据

地废除一切剥削性质的苛捐杂税， 建立起 “战时财

税” 政策。 通过根据地的生产重建、 各类战时公债

的发行， 满足了前线战争的供给。 解放战争时期， 中

国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 消灭封建性质的土地剥削制

度， 凝聚了党心民心。 同时， 随着大批城市的陆续

解放， 党在各大城市及时建立了新的农业税、 营业

税、 所得税等税收体系， 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成

立了华北财办等机构， 谋划了新中国税政的蓝图。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来看， 一方面，
党通过革命手段， 打破了旧的财税体系， 建立了为

民性质的新财税； 另一方面， 一切财税治理都围绕

着武装斗争需要， 以供给前线， 带有鲜明的 “红
色” 属性。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面临着双重任务：
一方面， 党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 继

续消灭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 并需要有步

骤、 有计划地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 另一方面， 集中全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为此，
党的财税功能亦带有阶级性与建设性的二重属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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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功能上， 通过财税支持， 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残

余势力， 并支援抗美援朝。 同时通过不同税率设计，
引导不同性质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让国有经

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另外， 通过发行各类经济

建设公债， 集中优势资源， 投入到国家汽车、 资源、
重型机器等工业建设上来， 初步构建了国家的工业体

系， 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

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为

此， 财税在经济发展中主动作为， 配合国家的宏观调

控政策， 先后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 中性财政政策与

积极性财政政策， 应对不同时期的经济变化， 稳定了

经济繁荣。 同时， 利用税收改革措施， 驱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如， 构建了新的营业税、 关税、 所得税等新

型税制， 更加契合了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构建的关税

体制契合了开放型经济发展需求。 个人所得税等改革

促进了社会公平。 财政支出更服务于经济的全面发

展， 推动基础设施、 粮食保障、 社会福利、 教育医疗

等全面完善。 与此同时， 改善财税管理体制， 全面推

行利改税， 并于 １９９４ 年实施分税制改革， 合理划分

央地财权与事权归属， 激发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 这一时期， 财税主要发挥调控性的功能属性， 匹

配了 “公共型” 财税定位， 契合了 “市场化” 的发

展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确定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明确了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 提出了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要求。 为此，
财税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与支柱性的重要定

位。 财税嵌入到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与生态的多

维之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例如， 扩大财税

决策参与范围， 培育公共政治参与能力， 构建财税治

理社会共同体。 通过各类减税降费、 税制改革驱动经

济高质量增长。 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等方式， 加大对教

育与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 推进文化复兴。 改革个人

所得税， 持续加大民生工程、 基础设施投入， 推进社

会改革。 加快实施环保税、 资源税改革， 推进 “碳
达峰” “碳中和”， 实现绿色生态发展。 同时， 推动

治理手段现代化， 构建智能财税系统， 打造万物互

联、 人机交互、 天地一体新型治理场域空间。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财税功能更趋于多维化、 民

生化与智能化，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与支柱性治

理功用。
从党的财税治理方式演化来看， 经历了革命、

建设、 调控与治理的因时进阶与嬗递。 这既取决于

历史形势的不断变化， 也取决于党在不同时期历史

任务的变化， 体现出党的财税治理因时因势而变的

灵活性。
（三） 逻辑目标：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建设是一段长时段的历史路程。 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打破旧的制度约束， 建立了

新民主主义国家，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平了制度

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党带领全国人民使

国家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并奋力推进四个现代化

建设， 人民由 “饱起来” 向 “富起来” 转变， 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架构。 十八大以

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深入推进 “四个全面” “五
位一体” 布局，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

年宏伟目标， 踏上第二个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

新征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对 “四个现

代化” 建设的初步探索， 到改革开放以后 “小康社

会” 现代化建设蓝图的初步绘成， 中国已站在 “人
民幸福” “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 的历史关口。 在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号召下，
到 ２０３５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此基础上，
再奋斗 １５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需要现代化的财税体制。

党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现代财税体制

的整体目标与要求， 这是新的历史任务下的新指

向， 要求财税在国家资源配置、 宏观调控、 社会调

节、 财力保障等维度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为深化经

济结构改革， 形成新的发展格局提供新的支撑， 同

时， 加快构建集中统一、 权责对等、 事财分明的新

型财税机制， 有效处理中央与地方、 政府与市场、
社会与政府等多维度的关系， 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

奠定基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全面的现代

化。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１０个字深刻概况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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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 它需要更强大的综合

国力、 更民主的政治氛围、 更全面的精神文明、 更公

平的社会环境与更美丽的生态环境。 因此， 将推进营

改增等税制改革进一步驱动经济智慧化发展， 扩大财

税决策民众参与， 将财政投资引导精神文明嵌入智能

生活， 推进所得税、 房产税改革，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完善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在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整体框架下， 社

会主义现代化是财税调剂社会公平、 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是财税驱动经济增长、 促进社

会进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也是中

国逐步加大对外援助， 展现大国财政风采， 逐步进

入世界舞台中央， 为全人类幸福贡献中国力量的新

时代。

四、 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理的基本向度

（一） 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向

实事求是， 是党筚路蓝缕征程中攻坚克难的生命

线。 在财税治理上， 主要体现在因应主要社会矛盾调

整财税治理方略以及国外财政理论的中国化调适两个

方面。
在因应主要社会矛盾调整治理方略上， 党的财税

治理随社会矛盾演变而转变。 革命时期， 国家面临着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矛盾。 因此， 集中

调配财税资源， 争取实现民族独立， 建立民主政权成

为党的主要奋斗方向。 正因如此， 党发行各类革命公

债， 将财税资源投入军需， 以抵抗日军的侵略与国民

党当局的军事进攻， 最终完成救国大业。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先进工业国同落后

农业国之间的新矛盾， 党顺势转变财税方略， 集中财

税资源推进国家工业化， 完成建国大业。 改革开放

后， 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又成为新矛盾， 因此， 党利用财税作为经济的调控杠

杆， 持续驱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使中国 ＧＤＰ 位居世

界前列， 并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完成富国大

业。 新时代， 在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的新矛盾下， 财税功能因时而变， 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中发挥基础性与支柱性功用， 将财税资源嵌入

到经济发展、 生态改善、 民生保障等国家治理应有之

维， 推进强国大业。
西方财政理论的本土化调适， 主要体现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西式财税理论的引介、 移植、 反思

与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始， 党向苏

联 “一边倒”， 财税亦全面移植苏联， 以 “苏” 为

师， 高度集中管理。 此种框架下， 地方积极性难以发

挥。 为此， 党在八大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

性， 在兼顾国情下对苏联财政科学吸收， 提倡 “以
苏为鉴”。 从以 “苏” 为师到以 “苏” 为鉴， 虽一字

之差， 但亦可窥见党对西式财税本土适用性的反思。
改革开放后， 党引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立足国情推

进营业税、 所得税、 关税改革， 灵活运用多种财税政

策， 调控经济， 调配资源， 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实

践。 进入新时代后， 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赋予财政基础性与支柱性定位， 在

“共同富裕” “发展共享” 的理念下， 财政嵌入国家

治理， 探索了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中国之治与中国

之智。
（二） 一元统揽的领导之向

百年的治财理税历程中， 党的一元化领导贯穿始

终。 主要表现在党的各项大会高位指明了财税改革的

基本方位， 并领导了各阶段的财政实践。 高位定向，
中位统筹， 基层实施， 构成自上而下的一元统揽

之局。
党的各项大会高位决议了财税的主要运行航向。

中共一大确定了 “共有制” 的财税奋斗指向， 打破

私有制， 消灭阶级区分， 实现成果共享成为党奋斗的

主要方向。 在中共二大到七大上明确了党财税改革的

基本任务是废除苛捐杂税， 并实现耕者有其田。 为

此，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带领人民开展谷米限

价、 禁运、 减租、 减息、 减税、 减押斗争， 并开展土

地改革， 让人民获得了生产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八大又指明了财政服务于

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方向， 财税支配于国家工业化

建设。 改革开放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

发展的目标， 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财税嵌入

经济改革， 发挥经济调控功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

财税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与支柱性定位， 十九大高位

强调了现代财政制度， 党开始统筹推进央地关系、 预

算管理、 税制改革， 发挥了财税在国家治理中的支柱

职能。
高位指明财税治理的基本方位后， 党在实践中，

一元统揽， 全面领导财税治理。 土地革命时期， 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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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由党领导的财政人民委员部全权统筹， 各级党组

织负责税收征管、 公债劝募等。 抗日战争后， 国共合

作抗战， 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 强调党

对人、 财、 物的绝对控制。 又在 １９４２ 年 《关于统一

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中， 再次确定了党对资源的绝对节制。 １９４７ 年召开

的华北财经会议决议成立由党领导的华北财办， 将分

区财政改为统一财政， 随后党又成立中央财政经济

部、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对财税工作统一部署， 保证了

财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集中化筹谋， 统一化调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共同纲领》 实质性确立了

党在国家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随后， 召开第一届全国

税务会议， 确立了由党统一制定财税法律、 组织财税

机关、 制定财税计划。 １９５０ 年颁布 《关于统一全国

税政的决定》， 决议了党对国家税政的统一领导。
１９５４—１９７６年， 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强调党是领导

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全面明确党一元化领导工农学

商政兵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提出在不改变党的绝

对领导下， 适度分离党政职能， 提升了党的一元化领

导效率。 市场经济全面推行后， 江泽民、 胡锦涛多次

强调要发挥党总揽全局的核心作用， 改善财税管理模

式， 科学理财、 依法治税。 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优化党的领导体系、 提升党的政治

引领能力， 全国上下形成统一的权威意识、 全局意

识， 保障了财税资源的高效配置。
（三） 以民为本的价值之向

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初心驱动下， 党秉承

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先后利用财税巩固和发展了人

民政权， 保障了人民穿衣吃饭， 解决了人民温饱小

康， 并力促人民生活美好化。
“红色” 财税建立、 巩固与发展了人民民主政

权， 守护了一方百姓平安。 党成立早期确定了实现民

族独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纲领， 为此， 党通过

“红色” 供给型财税， 创建了一大批根据地。 党带领

人民 “打土豪分田地”， 让贫下中农获得了土地。 抗

日战争时期， 党建立的 “战时” 财税开辟了敌后战

场， 党领导人民奋起抵抗敌军的侵略， 守护了一方平

安。 同时， 发行各类生产建设型公债， 恢复和发展了

日军扫荡后的根据地经济， 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条件。
解放战争时期， 党推行土地改革运动， 实施战时财政

动员， 集中力量推翻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 让人民

“站” 了起来。
“穿衣－吃饭” 型财政， 解决了人民的基础生存

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济濒临崩溃， 通货

膨胀、 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为此， 党一方

面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平抑物价， 另一方面发行经

济建设公债， 并集中财税资源， 推进国家工业化， 国

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 粮食、 棉花等基础生存农产

品均实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 其中粮食产量 １９５２ 年

达到１６ ３９２万吨， 比 １９４９ 年增加 ３６％； 棉花产量

１３０ ４万吨， 比 １９４９年增加 １ ９３倍［１２］。 基础生存物

质需求满足后， 毛泽东提出， 国家预算要适当向人民

生活条件改善上倾斜， 党又救济贫困， 兴建住房， 逐

步增加卫生科教等事业支出［１３］， 如， １９５７ 年预算中

社会文教支出达到 ３９ 亿元， 适度满足了人民生活提

高的需要。
“温饱－小康” 型财税， 解决了人民基础物质生

活需求。 改革开放后， 财税融入经济调控中， 发挥

了公共性价值定位， 在教育、 医疗、 交通等方面加

大投资， 实现人民物质现代化需求。 １９８２ 年， 国家

拨付科教文卫资金达到 １３ ４７ 亿元， 比 １９５２ 年增

加 １４ 倍［１４］ 。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 财政红利进一

步凸显， 民生支出进一步提升。 如， １９７８ 年， 科教

文卫支出为 １１２ 亿元， 到 ２００６ 年已上升至 ７ ４２５ 亿

元， 支出占比亦从 １０ ０４％上升至 １８ ３７％。 １９７８
年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为 １８ ９１ 亿元， ２００６ 年已上

升至 ４ ３６１ 亿 元， 支 出 占 比 也 从 １ ６９％上 升 到

１０ ７９％ ［１４］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上， 城镇居民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４３ 元增长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１ ７５９ 元， 增长了近

３５ 倍， 农村居民则由 １３５ 元增长到 ３ ５８７ 元［１５］ ， 增

长超 ２６ 倍之多， 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阔

步迈向小康社会。
“美好生活型” 财政， 不仅要求财政适配人生存

发展的物质需求， 更需要全面提升人的素质能力、 优

化人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网络。 为此， 在 “十三五”
期间， 财政投入医疗从 １３ １５９ 亿元增长到 １７ ５４５ 亿

元， 增幅高达 ３３％， 人均寿命已达 ７７ ３ 岁， 提高约

０ ９６岁［１５］， 保障了人民的 “健康梦”。 累计棚改

２ ０００多万套， 人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保障了人民

的 “安居” 梦。 累计安排 ９ ３１６亿元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１６］， 让人民 “学有所教”。 累计投资 １２０亿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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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养老机构， 让人民 “老有所养”。 不断改变分配

制度， 让人民 “劳有所得”。 累计投入 ８ ７７９ 亿元用

于环境修复［１７］， 让人民 “居有所宜”。 人民跨步踏

入 “美好生活”。

五、 中国共产党百年财税治理的当代价值

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
未来使命， 任重道远。 随着经济进入 “三重叠加”
期， 财税环境波诡云谲。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 西

方势力的对华制裁， 使未来财税形势变幻莫测。 历

史的经验往往更能指导实践。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

经多重困难， 都能乘风破浪， 完成各阶段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未来财税治理， 可从历史中寻求成功

基因。
从党领导财政工作的百年经验可以得出， 灵活变

革、 以民为本、 统一领导是其财政治理的基本特性。
这种特性， 既应切了 “为中华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使党无论遇到多大困

难， 都能坚心守志； 同时更是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长期

以来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使党在任何时期都能灵活

调整财税治理方略， 以应瞬息万变的形势。 未来的财

税治理， 应永葆初心使命， 同时根据党的 “两个阶

段” 目标， 动态调整财税方略。 具体而言： （１） 财

政的人民性， 是党 “以人民为中心” 执政理念的体

现。 百年征程中， 财政的 “人民属性”， 先后围绕人

民 “站起来” 到 “饱起来” 到 “富起来” 而转变，
未来让财税嵌入到 “人民生活美好化” 中去， 让民

有所呼， 党有所应。 （２） 财税的创造性， 是党持续

获得财税资源的重要来源。 驱动经济增长， 拓宽优质

税基， 是未来防范财税风险的重要途径。 （３） 在国

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途中， 党的一元化领导应成

为未来财税治理的根本保障， 同时动态调整中央与地

方、 政府与市场的多层关系， 在中央权威不动摇下激

励各方主体的创造性。
第一， 财税治理需要因应 “人民生活的美好需

要” 社会矛盾为新指向。 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应切

不同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制定了不同阶段的财税政

策， 体现出财税治理的因时变革性。 当前， 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

现实与人民生活的美好需要， 成为党着重解决的新矛

盾。 因此， 财政治理需要围绕 “人民美好生活” 作

为新的实践取向。 一方面，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利用

财税工具着力实现 “六稳六保”， 稳住就业、 保住民

生。 集中财政资源， 重点推进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编

制自然灾害、 公共危机的常态化资金支出预算， 并利

用转移支付支持就业补助、 技能提升。 综合利用减税

降费、 贷款贴息、 财政补助等多种手段， 惠企纾困。
另一方面， 人们生活的美好需要关键矛盾还在于不平

衡与不充分发展的现实， 因此， 利用财税促进充分化

发展与平衡化发展应成为题中之义。 这需要集中优势

财力促进产业链改造升级建设， 推动数据性、 智能性

新型经济业态发展， 发展新兴产业驱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利用财政转移支付、 税收优惠等多种途径， 优先

赋能落后地区的产能发展， 缩小地区差异。 加快房产

税立法， 缩小群体间的财富占有差异。 进一步改革个

人所得税， 将个税起征点、 专项附加扣除与 “三胎”
等异质性家庭统筹考虑， 体现税负公平。 通过减免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手段， 支持县乡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 完善县乡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 缩小城乡差距，
让不同群体、 不同区域、 不同家庭的人民， 都能同等

享受幸福美好生活。
第二， 加大资源创造性， 发展经济新业态， 激发

财税新红利。 财政的本源意义是在既有资源条件下的

一种汲取和分配的方式［１８］。 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
采取横征暴敛的方式过度汲取了社会资源， 致使内生

增长动力不足， 以至王朝衰落。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

史阶段，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经费需求， 但并没有采取

“自我掠夺型” 的资源汲取方式， 而是 “资源创造

型” 下的财税红利实现。 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

贫困农工少征或免征税， 同时扩大根据地的生产， 利

用经济发展下的利税供给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 将国

家掌握的生产要素逐步实现市场化， 培育了新型经济

形态。 多种经济业态的发展拓宽了税基， 使财政有可

持续的税收来源。 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情

况下， 可进一步发挥 “资源创造型” 改革经验， 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开辟新的资源。 如， 投资无人经

济、 虚拟经济、 产业平台化生态、 数据要素流通、 智

能交互应用等新动能， 开拓经济新蓝海， 激发财税新

红利。
第三， 坚持党对财税工作的绝对领导， 保障党的

资源统筹调度能力与制度设计能力。 在百年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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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 保障了在任何危急时

刻， 都有坚强的领导主体， 明确的突破方向和统一的

战略筹划， 是中国革命、 国家建设、 经济发展的根本

保障， 也是未来中国迈向改革新高度的最大优势。 科

尔内 （１９８７） ［１９］曾提出地方对中央的高度集中、 市场

对国家的高度依附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扭曲的根

源。 然而， 实践证明统一化领导， 更能纠偏市场内生

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下， 中国不仅解决

了利润增长空间、 硬化预算约束、 资本市场等多重问

题［１８］， 还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 同时也是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为此， 强化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

领导， 保障中央权威， 是未来财税治理改革的根本保

障。 当然， 中央权威与地方激励的 “两个积极性”
并列推进也应成为应有之维。 根据市场化改革要求，

需动态调整事权， 并配适应有财权， 让地方拥有更大

的财政弹性空间， 使财权匹配事权。 地方债务的无限

膨胀， 财政行为的规则越界， 则应通过制度考核等强

化约束， 形成 “建立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 区域均

衡” 的制度安排。［２０］

一言以蔽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治理， 是根

植在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上， 体现出了财税的中国之

治与中国之智。 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是党集中领导下

的制度设计、 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以民为本的价值

优势， 从而显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强盛生命力

量和全面复兴的璀璨远景。 百年的财税治理征程， 积

淀着宝贵经验、 提供了丰厚滋养， 能够对我国当前深

化财税改革提供无尽的智慧、 滋润的营养和前进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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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常态”， 传

统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特征。 企

业是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技术创新重要推动者

（Ｒｏｍｅｒ， １９８６［１］）。 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之

一 （Ａｇｈｉｏｎ 等， ２０１４［２］）。 政府在促进企业创新中具

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国在探索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

界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特征相结

合的 “中国式分权”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和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２００１［３］ ），
这种分权模式产生的激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

流理论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５［４］； Ｊｉｎ 等， ２００５［５］ ）。 政府

间纵向财政关系作为 “中国式分权” 的重要组成部

分， 促使地方政府 “为增长而竞争”， 提高地区资源

配置效率， 同时也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决策和绩效产

生深刻影响。 但随着改革深入， 传统的财政层级结构

的弊端逐步显现。 在税权高度向上集中的制度背景

下， 基层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不匹配， 造成财政垂直

分配关系失衡 （李永友和沈玉平， ２０１０［６］ ）， 引发地

方政 府 在 财 政 压 力 下 强 化 税 收 征 管 （陈 晓 光，
２０１６［７］）， 甚至走向 “土地财政” 的发展模式 （孙秀

林和周飞舟， ２０１３［８］ ）。 在此背景下， 研究财政层级

改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对理顺财政纵向关系、 贯彻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财政层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可以理解为政

府激励结构与市场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两者

可能通过税收征纳关系和财政资源配置产生联系。 一

方面， 财政层级改革通过改变基层政府税收分成和收

入来源， 重塑其征税激励， 改变企业实际税率， 从而

对企业创新的资金约束产生影响。 税率是政企行为的

重要联结点 （吕冰洋等， ２０１６［９］ ）。 企业创新具有正

外部性、 不可逆、 高成本、 高风险、 回报期限不确定

等特征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１９８９［１０］ ）， 在外部融资约束较

高的情况下， 主要依赖内部资金开展创新活动， 因而

影响企业现金流的因素也会波及创新。 不完全税权

下， 地方政府有动机运用较大的税收自由裁量权调整

征税努力， 进行税收竞争和招商引资 （范子英和赵

仁杰， ２０２０［１１］）。 这会改变企业实际税率， 影响企业

内部现金流和留存收益 （于文超等， ２０１８［１２］）。 另一

方面， 改革使得基层政府财力发生变化后， 财政支出

结构相应的调整会通过影响地区要素配置， 从而对企

业创新产生影响。 创新有赖于资本、 人力、 技术等要

素的合理配置。 经典财政分权理论中， 财政分权使得

地方政府能够充分运用本地信息优势提供公共物品，
有利于提高地区资源配置效率 （ Ｔｉｅ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１３］；
Ｏａｔｅｓ， １９７２［１４］）。 但是在中国特定政治晋升锦标赛

的体制背景下， 财政支出结构与方向受到官员晋升激

励的影响， 可能对地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 （周黎安

等， ２０１３［１５］）。 此外， 地区间行政等级关系也会影响

政府补贴、 人力资本、 融资便利、 税收优惠等稀缺资

源的获取 （江艇等， ２０１８［１６］）。 地区要素资源配置将

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决策。 可见， 政府间财政纵向关

系调整通过重塑地方激励， 改变征税努力和资源配

置， 具有影响企业创新的潜在可能， 但其影响方向及

作用机理还缺乏足够的讨论和经验证据支持。
“省直管县” 作为一项调整省以下财政关系的改

革， 为识别两者关系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 “省直管

县” 改革， 较多文献讨论其对经济增长 （ Ｌｉ 等，
２０１６［１７］； Ｌｉｕ和 Ａｌｍ， ２０１６［１８］； Ｍａ和Ｍａｏ， ２０１８［１９］）、
地方财政治理 （刘勇政等， ２０１９［２０］； 宁静和赵旭杰，
２０１９［２１］）、 教育支出 （王小龙和方金金， ２０１４［２２］；
陈思霞和卢盛峰， ２０１４［２３］； Ｈｕ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２４］ ）、
空气污染 （王小龙和陈金皇， ２０２０［２５］ ） 等方面的影

响。 同时也有文献对 “省直管县” 微观经济后果相

关话题作出初步探索。 例如， 刘冲等 （２０１４） ［２６］发现

“省直管县” 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刺激经济增长， 但并

未提高企业生产率； 李广众和贾凡胜 （２０２０） ［２７］从企

业避税的角度考察 “省直管县” 给市政府带来的财

政压力能否激励其加强税收征管。 然而， 鲜有研究涉

及 “省直管县” 是否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专

利数据， 基于 “省直管县” 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运

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 考察财政纵向层级改革对县域

内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发现， “省直管

县” 改革不利于试点县内企业专利申请量提升。 这

一创新抑制效应在经过工具变量法、 安慰剂检验、 考

虑改革非随机性、 控制其他政策影响、 变换关键指

标、 调整研究样本、 改变聚类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仍然成立。 机制检验表明， “省直管县” 提高了

县级政府征税激励， 同时不平衡的支出结构偏好进一

步强化， 导致地区资源误置。 具体表现在： 地区征税

努力提高， 企业实际税率提高、 外部信贷约束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重增加而教育支出比重减少， 地

区资源配置扭曲加剧。 此外， 本文发现改革对创新的

不利影响在财政压力小的地区， 以及融资约束低、 由

地税局管辖、 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

著， 这进一步验证了改革重塑地方政府收支行为激

励， 通过改变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和地区资源配置，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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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产生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将

企业创新纳入 “省直管县” 改革影响的讨论中， 丰

富了政府纵向关系调整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 有助于

理解财政层级改革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微观逻辑机制。
不同于以往文献多关注财政层级改革对经济增长、 公

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以制度变革重塑地方政府

行为激励为切入点， 利用面板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计算

的地方政府税收努力指数以及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刻画

税收征管力度， 利用 ＴＦＰ 离散度表征资源配置扭曲

程度， 为评估改革经济效应提供微观证据。 第二， 在

实证识别上，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 运用多

期双重差分法， 更加 “干净” 地识别了财政层级改

革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克服改革非随机造成的内生性偏误。 第三， 在政

策启示上， 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 为理解财政层级

改革对重构地方政府征税激励、 影响地区资源配置和

创新发展提供新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简要介

绍制度背景， 并进行影响机制分析； 第三部分阐述研

究设计， 说明数据来源、 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第四

部分展示实证结果分析， 并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进行机制检验； 第六部分

为结论与启示。

二、 制度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 制度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高度集中是我国行政

管理体制的特点之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地方层级结

构发生变化， 主要分为中央、 省、 市、 县和乡镇的

五级， 形成了 “省管县” “县管市” 的格局。 纵向

财政关系与行政层级结构高度一致 （Ｌｉｕ 和 Ａｌｍ，
２０１６［１８］）。 分税制改革后， 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财权上移、 支出责任下放。 大部分税源

聚集在中央和省市级， 县级收入留成比例较低， 其自

有税源往往是征收难度大且收入较低的税种。 由于

层级过多， 对县的转移支付往往被处于强势地位的

省市两级截留或挪用。 同时县级政府还承担地级市

政府摊派的支出责任。 这样长期持续的治理模式导

致处于县级在承担较多基层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同

时无法获得相匹配的收入支撑， 从而陷入财力紧缩

的困境 （Ｌｉ 等， ２０１６［１７］）。
“省直管县” 改革是一项调整政府间纵向财政关

系的尝试， 旨在通过财政管理层级扁平化和财政管理

权力下放， 提高财政管理效率， 缓解县级财力困境

（见图 １）。 中国 ３１ 个省份中， 海南省和四个直辖市

由于无下辖县， 一直处于省直管县的状态； 浙江和宁

夏在 １９９４ 年就实行省直管县模式。 自 ２００３ 年起，
“省直管县” 模式重新启动， 最早开始在福建试点，
随后在安徽、 湖北、 河南、 江西等省陆续推开。 ２００９
年财政部下发 《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

意见》 （财预 〔２００９〕 ７８ 号） 中提出， 力争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 实现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的 “省直管

县” 改革。 截至 ２０１３年， 已有 ２４ 省 １ ０２１ 县实施了

财政 “省直管县” 改革 （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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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省直管县” 改革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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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历年 “省直管县” 改革县数
　 　 资料来源： 根据各省政府公开文件整理得到。

从改革效果来看， “省直管县” 改革使得财政层

级扁平化， 省与县财政资金往来绕过市级政府， 避免

市一级截留财政资金的 “漏斗效应” 和市对县的

“抽血” 集资行为 （张占斌， ２００７［２８］ ）。 不少文献支

持 “省直管县” 积极经济社会效应， 发现省直管县

改革提高了 ＧＤＰ 增长率 （ Ｌｉ 等， ２０１６［１７］； Ｌｉｕ 和
Ａｌｍ， ２０１６［１８］； Ｍａ 和 Ｍａｏ， ２０１８［１９］ ）， 带动产业结
构升级 （王立勇和高玉胭， ２０１８［２９］）、 提高地方财政
治理能力 （刘勇政等， ２０１９［２０］； 宁静和赵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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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２１］）、 抑制市辖区内企业避税动机 （李广众和贾

凡胜， ２０２０［２７］）。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省直管县”
改革对市县发展作用不平衡， 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

同时会损害地级市的利益 （才国伟等， ２０１１［３０］； 叶

兵等， ２０１４［３１］）， 并且改革带来的分权并未提高社会

福利， 反而加重基层政府 “重生产、 轻服务” 的支

出偏好 （陈思霞和卢盛峰， ２０１４［２３］）， 进一步导致地

区资源配置错配， 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 （汪兵韬等，
２０２０［３２］）。 如刘冲等 （ ２０１４） ［２６］ 发现 “省直管县”
通过增加财政收入刺激经济， 但主要是通过投资拉动

粗放式增长， 并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及资

源配置效率。 实践中， “省直管县” 改革推进在各省

份的效果不一。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省直管县”
财政体制具有一定的适用条件。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
县域具有一定经济实力而市级政府财力相对较弱， 这

时财权下放促进县域发展的成效更加明显。 浙江

“省直管县” 的成功范例， 与其市弱县强的现实情况

不无关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财政层级简化也会引

致省级政府监管成本增加、 市级政府对县的辐射带动

作用减弱等一系列问题。 自 ２０１８ 年起， 河南结束了

１０个县 （市） 省管县体制。 这说明， 随着改革的逐

渐推进， “省直管县” 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的方面逐渐显现。
（二） 影响机制分析

笔者认为， “省直管县” 作为一项财政层级改

革， 可能对企业创新同时存在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影

响， 这种影响主要来源于征税激励变化和支出结构偏

好的作用。
一方面， “省直管县” 重塑了地方政府征税激励，

并通过改变企业税负对创新产生影响。 税率是政府行

为与企业行为的重要联结点 （吕冰洋等， ２０１６［９］ ）。
企业创新活动是一项风险大、 周期长、 不确定性高的

投资， 需要大量创新资金投入 （ Ｃｈｅｍｍａｎｕｒ 等，
２０１４［３３］）。 由于研发创新投资内在的高风险性隐含收

益不确定性以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创新往往

面临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 需要依靠企业充足的内部

资金投入， 此时税率就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平均所得税率反映税后可留存的资金能力， 影响企业

内部可用资金， 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

和动机。 较低的实际税率降低企业税负， 能够增加企

业现金流、 提高外部融资可得性， 对企业研发投入形

成正向激励 （Ｈａｌｌ 和 Ｒｅｅｎｅｎ， ２０００［３４］ ）， 促使企业

增加 Ｒ＆Ｄ投入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８［３５］）， 最终提升创新

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 等， ２０１１［３６］ ）。 反之，
高税率抑制企业创新投资能力和意愿， 对企业创新产

出造成不利影响 （Ａｋｃｉｇｉｔ 等， ２０１８［３７］ ）。 虽然我国

税率与税基由中央统一制定， 但分税制赋予地方政府

拥有一定程度的税收自由裁量权， 能够决定税收执法

程度， 致使企业实际有效税率与法定税率存在偏差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３［３８］ ）。 具体来说， 地方政府

调整征税努力的程度取决于征税相对收益的变化。 当

征税收益上升 （如税收分成提高）， 将提高征税激

励； 而当征税收益大于征税成本 （如征管费用增

加）， 地方政府则倾向于降低征税努力。 从财政层级

纵向调整来看， 增加税收分成具有 “征税激励”， 这

是因为税收分成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收入索取权和征

税的边际收益的提高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２００９［４］； 吕冰洋

等， ２０１６［９］）， 并且分成比例的提升也更多地促使县

级政 府 依 靠 自 有 财 力 为 支 出 融 资 （ Ｒｏｄｄｅｎ，
２００３［３９］）。 因此， 当 “省直管县” 提高县级税收分

成时， 不仅提高其自有收入， 同时也强化了征税激

励。 进一步来看， 征税激励提高意味着地方政府将

加强税收征管， 这会导致企业实际税负提高， 挤占

企业内部现金流和留存收益， 减弱内部融资能力，
提高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 （于文超等， ２０１８［１２］ ），
进而抑制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 （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 等，
２０１７［４０］； 李林木和汪冲， ２０１７［４１］ ）。 但改革在提高

税收分成的同时增加对县域的转移支付， 这使得

“省直管县” 对地方政府征税努力和企业实际税率的

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这是因为， 地方征税努力不仅取

决于征税相对收益， 也与财政收入能力有关 （范子

英和赵仁杰， ２０２０［１１］）。 转移支付对征税努力具有替

代效应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７［４２］ ）， 当转移支付增加， 地

方政 府 会 降 低 征 税 努 力 （付 文 林 和 赵 永 辉，
２０１６［４３］）， 从而会降低企业实际税负。

另一方面， “省直管县” 在提高县级财力后， 其

支出结构偏好影响地区要素配置， 从而对企业创新产

生影响。 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 地方政府对本地具

有信息优势， 并且在居民 “政治选票” 的约束下，
财政分权能够引发地区间良性竞争， 提高公共物品供

给效率， 有 力 推 动 经 济 增 长 （ Ｔｉｅｂｏｕｔ， １９５６［１３］；
Ｏａｔｅｓ， １９７２［１４］）。 在这样的假设下， 为了实现地区

福利最大化， 地方政府会采取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等

方式激励企业创新， 或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提高

开放水平， 为创新集聚创造良好环境。 以政府补贴和

税收优惠为代表的财政支持， 能够对创新活动形成激

励， 在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的同时， 通过促

进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创新水平 （余明桂等， ２０１６［４４］；
Ｃｈｅｎ等， ２０１８［３５］； 刘诗源等， ２０２０［４５］ ）。 而且补贴

作为一种被政府认可的利好信号也有利于帮助企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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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私人创新投资 （Ｋｌｅｅｒ， ２０１０［４６］ ）， 从而激励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 但在中国特定政治晋升锦标赛的体制

背景下，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具有 “重基本建设、 轻

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 的偏向性 （周黎安，
２００７［４７］）。 地方官员出于晋升压力， 有扩大生产性支

出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冲动， 这对科技、 教育等非

生产性支出形成挤出 （沈坤荣和付文林， ２００５［４８］ ），
而这类支出对吸引创新要素、 培育人力资本至关重

要。 “省直管县” 在扩大地方政府财政管理权的同

时， 也会为地方官员加强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支

出结构偏好提供有利条件， 增加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

动机和能力。 晋升激励下的不当政府干预对市场资源

配置形成扭曲 （周黎安等， ２０１３［１５］）， 进而导致企业

间的要素错配， 扭曲企业创新与退出市场的决策

（戴小勇， ２０２１［４９］ ）， 使得即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也

难以提升创新绩效。 此外， 创新活动中存在的知识泄

露或者正外部性降低了私人回报， 使得企业活动不愿

承担创新风险成本。 这种情况下， 要素市场扭曲形成

的寻租机会， 将刺激企业放弃从事风险更大的自主创

新活动， 通过建立政企关系获取租金收益， 同时寻租

产生的非生产性支出也会挤出企业 Ｒ＆Ｄ 投入 （张
杰， ２０１１［５０］）。

综上所述， “省直管县” 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方向不明确， 主要取决于改革后地方政府征税激励与

支出结构偏向是否发生变化以及效应的相对大小。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主要以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为样本， 将财政 “省直管县” 改革作为自然实验，
研究财政层级改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企业层面

数据来源于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该

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信息； 专利

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 “省直管县”
改革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各省人民政府公报得到； 县域

特征数据来源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财政支出细

项数据来自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本文首先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数据清洗， 并与

专利数据进行匹配。 具体步骤如下： １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５１］的做法， 将 １５ 年的截面数据利用企业

法人代码、 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和主要产品等信息

匹配 成 一 个 非 平 衡 面 板 数 据。 ２ 参 照 Ｈｅ 等

（２０１８） ［５２］的方法， 利用专利申请人信息和企业名称

信息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专利数据库。 ３ 进一步

地，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 （１） 剔除总资产、

固定资产、 职工人数、 销售收入等关键财务变量缺失

和异常的企业。 （２） 剔除销售收入小于 ５００ 万元的

观测值， 以保证样本符合 “规模以上” 条件。 （３）
剔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 包括总资产小于

流动资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 （４） 剔除长

期实行财政 “省直管县” 体制的浙江、 宁夏和海南

三省份辖区内企业。 （５） 剔除财税政策可能异于其

他省市县的地区： 由于西藏主要依靠转移支付， 且辖

区内工业企业稀少， 剔除其辖区内企业； 由于新疆下

辖地级市较少， 剔除其辖区内企业； 剔除北京、 上

海、 天津和重庆 ４ 个直辖市辖区内的企业。 （６） 剔

除回归中关键地区变量缺失的样本。 经过上述数据清

洗过程， 最终保留３２０ ５１７家企业共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个观

测。 此外， 本文对关键连续变量进行了 １％和 ９９％水

平的缩尾处理以缓解异常值影响。
（二） 模型设置与变量定义

由于各省财政 “省直管县” 改革时间不一致，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 （Ｓｔａｇｇｅｒｅｄ ＤＩＤ）。 设定

基准计量模型 （１） 如下：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ｃ，ｔ ＝α０＋α１ＰＭＣｃ，ｔ＋α２Ｘ ｉ，ｔ＋α３Ｚｃ，ｔ＋λ ｉ

＋δｔ＋φｐ，ｔ＋εｉ，ｃ，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代表企业， ｃ 代表县， ｔ 代表年份；
ＰＭＣｃ，ｔ是财政 “省直管县” 改革的虚拟变量， 企业 ｉ
所在县 ｃ 在 ｔ 年及其以后年度为 “省直管县” 改革试

点县取 １， 否则取 ０； Ｘ ｉ，ｔ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Ｚｃ，ｔ

为县级层面控制变量； λ ｉ 和 δｔ 分别代表企业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

征和特定年份的宏观经济波动； 特别地， 考虑到不同

省份 “省直管县” 政策随时间变化可能存在的差异，
加入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 φｐ，ｔ； εｉ，ｃ，ｔ为随机扰动

项。 本文感兴趣的系数是 α１， 该系数代表了 “省直

管县” 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如 α１ 显著大于 ０ 表

示财政层级改革对企业创新主要起促进作用； 反之，
α１ 显著小于 ０则表明抑制作用占主导地位。

对于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 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三

类方法衡量。 第一类是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王永

钦等， ２０１８［５３］ ）。 然而， 使用 ＴＦＰ 衡量企业创新在

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可能导 致 较 大 误 差 （ Ｋｌｅｔｔｅ，
１９９９［５４］）。 第二类是研发支出 （倪骁然和朱玉杰，
２０１６［５５］）。 但是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研发支出可得性较

差， 并且研发活动失败率高， 与产出相比不确定性

大。 第三类是创新产出， 主要以专利申请量衡量

（袁建国等， ２０１５［５６］； 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５７］； 寇

宗来和刘学悦， ２０２０［５８］ ）。 相对于前两类指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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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指标具有表征企业创新产出、 可得性高和信息维

度丰富的明显优势 （寇宗来和刘学悦， ２０２０［５８］）， 是

企业创新资源投入和使用效率的最终体现。 并且与

专利授予量相比， 专利申请量避免了检测和缴纳年

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较少受到官僚因

素的影响， 所以更能反映企业真实创新水平 （黎文

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５７］）。 因此， 本文主要采用专利申

请量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由于专利数据呈右偏

分布， 本文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 ［５７］的做法，
利用企业专利申请量加 １ 再取自然对数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作为企业创新数量的度量指标。

对于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１７］、 余

明桂等 （２０１６） ［４４］、 李广众和贾凡胜 （２０２０） ［２７］的研

究，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类： 企业层面选择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年龄 （ Ａｇｅ）、 财务杠杆 （ Ｌｅｖ）、 贷款能力

（Ｆｉｎ ）、 资 本 密 集 度 （ ＣＤｅｎｓｉｔｙ ）、 资 产 收 益 率

（ＲＯＡ）、 市场竞争 （ＨＨＩ）； 县级层面选择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ＧＤＰｐｅｒ）、 人口规模 （Ｐｏｐ）、 第二产业比

重 （ Ｉｎｄ２）、 第三产业比重 （ Ｉｎｄ３）。 加入企业特征

变量提高估计精准度， 控制县域特征则一定程度上能

减少可能的遗漏偏误。 主要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

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Ｐａｎｅｌ Ａ 改革变量

省直管县改革 ＰＭＣ 如该县在当年实施省直管县改革， 那么该年及以后年度均为 １， 否则为 ０ ０ ２７２ ０ ４４５

Ｐａｎｅｌ Ｂ 创新变量

专利申请量 Ｐａｔｅｎｔ 企业专利申请量 ０ ３２６ ６ ４４４

专利申请量的自然对数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企业专利申请量加 １再取对数 ０ ０６４ ０ ３５７

Ｐａｎｅｌ Ｃ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职工人数对数 ４ ９２６ １ ０６３

企业年龄 Ａｇｅ （年份－企业成立年份＋１） 取对数 ２ １３６ ０ ７２９

财务杠杆 Ｌｅｖ 总负债 ／总资产 ０ ５２８ ０ ２９２

贷款能力 Ｆｉｎ 财务费用 ／总资产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１

资本密集度 ＣＤｅｎｓｉｔｙ 固定资产 ／总资产 ０ ４０９ ０ ２３４

资产收益率 ＲＯＡ 净利润 ／总资产 ０ １２５ ０ ２０６

市场竞争 ＨＨＩ ３位行业代码计算的市场集中度 ３ ３２ｅ－０５ ９ ２６ｅ－０５

Ｐａｎｅｌ Ｄ 县域特征变量

经济状况 ＧＤＰｐｅｒ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９ ８２８ ０ ９５４

人口规模 Ｐｏｐ 地区人口总量对数 ４ １８９ ０ ５６９

第二产业比重 Ｉｎｄ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０ ４９８ ０ １２９

第三产业比重 Ｉｎｄ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０ ３２３ ０ ０８１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列 （１） ～列 （３） 报告了财政层级改革对企

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专利申

请总量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 “省直管县” 改革。
表 ２列 （１） ～列 （３） 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年度固

定效应和省份－年度交互固定效应， 并依次加入控制

变量。 结果显示， 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省直管

县” 改革 （ＰＭＣ） 系数对专利申请量显著为负， 系

数大小和显著性变化较小，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

健。 由列 （３） 可知， 在控制县域特征变量和企业特

征变量后， “省直管县” 改革使得县辖区内企业专利

申请量平均下降了 ３ ８３％， 表明财政层级改革不利

于企业创新。

表 ２ 基准模型回归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ＰＭＣ
－０ ０４８ １∗∗∗

（－８ ３５５ ３）
－０ ０４４ ５∗∗∗

（－８ １７９ ０）
－０ ０３８ ３∗∗∗

（－７ ５１３ ７）

企业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地区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５３ ６ ０ ０６９ ３ ０ ０７１ ９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聚类到县级层面的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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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省直管县” 改革可能非随机， 某些因素在影响

试点县选择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该县的企业创新水平。
对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 参

照刘勇政等 （２０１９） ［２０］和 Ｊｉａ 等 （２０２０） ［５９］的做法，
选择县与其所属地级市距离 （Ｄｉｓ） 与省份省直管县

哑变量 （ＰＰＭＣ） （实施改革省份在改革当年及其以

后年度为 １， 否则为 ０） 的交互项作为 ＰＭＣ 的工具变

量。 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排他性的前提假设。 一

方面， 各市与其地理距离较近的下辖县之间市场联系

较为紧密， 为了防止优质资源流失， 市政府更有可能

反对将周边地市作为试点县， 因此可以推测， “县—
市” 距离越小， 被选择为试点县的可能性越低； 同

时省份是否实施改革决定了一个县是否成为试点县。
另一方面， “县—市” 距离为地理因素， 通过其他途

径影响企业创新的可能性较小； 省份省直管县时间由

省级政府做出决策， 试点县的选择基于某一县内企业

创新水平而决定的概率较小。
表 ３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由表 ３

列 （１）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 工具变量 （Ｄｉｓ ×
ＰＰＭＣ） 与改革交互项 （ＰＭＣ）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

县距离所属地级市距离越远， 成为试点县的概率越

高。 这验证了工具变量相关性的条件。 列 （２） 估计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即 “省直管县” 会

降低企业专利申请量， 但影响系数绝对值略高， 表明

内生性选择导致估计结果下偏。

表 ３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①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ＰＭＣ

（２）
第二阶段回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Ｄｉｓ×ＰＰＭＣ
０ ００２ ５∗∗∗

（６ ６６９ ９）

ＰＭＣ
－０ １２３ ３∗∗∗

（－３ ９９７ ７）

控制变量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省份固定效应 Ｙ Ｙ

观测值 １ ２５４ ８３９ １ ２５４ ８３９

Ｒ２ ０ ７７７ ０ ０１７

（三）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相比未经历改革的县， “省直

管县” 显著提升了试点县辖区内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

但这可能仅仅捕捉了改革实施前试点县和非试点县之

间已经存在的差异， 也就是在改革前试点县辖区内专

利申请数量增速原本就高于非试点县辖区内企业。 为

了检验多期双重差分法平行趋势的适用前提是否满足，
同时考察改革实施后的动态效应， 本文借鉴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１７］的做法， 利用事件研究法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ＥＳＡ） 进行检验， 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ｃ，ｔ ＝ β０ ＋∑
ｋ ＝ ５＋

ｋ ＝ －５
Ｄｋ

ｃ，ｔβｋ ＋ γ１Ｘ ｉ，ｔ ＋ γ２Ｚｃ，ｔ

＋ λ ｉ ＋ δｔ ＋ φｐ，ｔ ＋ εｉ，ｃ，ｔ （２）

其中，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ｃ，ｔ为被解释变量， Ｄｋ
ｃ，ｔ是一系列表示

相对于改革初始年份的时间虚拟变量， 其余模型设置

与式 （１） 一致。 ｋ ＝ －５ 代表改革前五年， ｋ ＝ ５ 代表

改革后第五年及其以后年份， 改革当年 ｋ 为 ０。 将 ｋ＜
－５作为基准年份并将其在方程中省略， 所以参数 βｋ

衡量了改革前后相对于改革前五年的处理效应。 当

ｋ＜０时， 如果不能拒绝参数 βｋ ＝ ０ 的原假设， 那么就

可以认为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事前趋势

差异。
图 ３为参数 βｋ 的估计值和 ９０％的置信区间， 直

观地展示了改革前的平行趋势和改革后的动态效应。
由图 ３可知， 在改革前参数 βｋ 不显著异于 ０， 表明改

革前试点县和非试点县之间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不存

在差异，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同时， 在政策实施当年

系数 βｋ 估计值显著为负， 并且系数绝对值随改革推

进有逐渐变大的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 在 “省直管

县” 改革实施后， 试点县和非试点县内企业的创新

水平开始分化， 并且这种差异在改革后一段时间内持

续存在并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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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８１
①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 １０％临界值，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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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慰剂检验

尽管模型 （１） 控制了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 地

区特征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

应， 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

量对结果造成影响。 为排除这一干扰， 本文借鉴

Ｃｈｅｔｔｙ 等 （２００９） ［６０］采用非参置换检验的方法进行安

慰剂检验。 具体地， 首先在样本期内随机抽取存在改

革的年份生成 “虚拟改革年份”， 然后根据改革年份

每年真实试点县数量分别在相应的 “虚拟改革年份”
随机抽取等量县作为 “虚拟试点县”， 随后将政策冲

击变量与分组变量交互项 ＰＭＣ ＿ ｆａｌｓｅｉ，ｃ，ｔ 纳入模型

（１） 进行回归。 对上述过程进行 ５００ 次仿真， 得到

ＰＭＣ＿ ｆａｌｓｅｉ，ｃ，ｔ 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图， 并与表 ２ 中列

（３） ＰＭＣ 系数进行对比。 如图 ４ 所示， 安慰剂检验

估计系数以 ０为中心呈正态分布， 并且明显高于真实

估计系数 （ －０ ０３８３）。 因此， 可以认为基准回归结

果不是由某些偶然因素引起的。

0

20

40

60

80

100

�0.04 �0.03 �0.02 �0.01 0 0.01 0.02
�@2�

�
(
�
�

图 ４　 安慰剂检验

（五）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此之外， 本文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 包

括： １ 考虑改革的非随机性。 参照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１７］

的做法， 在回归方程中引入选择标准①与时间三次多

项式的交互项， 允许改革选择标准对辖区内企业专利

申请量的影响遵循特定时间趋势。 ２ 排除其他政策

影响。 为排除 “扩权强县” 和 “撤县设区” 两项改

革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模型 （１） 中加入 “扩权强

县” 虚拟变量和 “撤县设区” 虚拟变量， 该县实施

“扩权强县” 或 “撤县设区” 当年及其以后年度为

１， 否则为 ０。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排除企业 “策
略性创新” 行为 （黎文靖和郑曼妮， ２０１６） ［５７］可能

产生的影响， 采用更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申请

量和专利授权量替代指标衡量企业创新。 ４ 调整研

究样本。 考虑到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剔除

处于省边界的企业样本进行回归。 ５ 改变聚类方法。
考虑到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聚集性， 将聚

类标准误调整到省级层面。 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 回

归结果②仍然保持稳健。

五、 机制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 “省直管县” 改革不利于企业提

升创新水平。 那么， 改革通过何种机制对创新产生抑

制效应？ 前文影响机制分析中提出， “省直管县” 改

革通过征税激励加剧融资约束以及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扭曲地区资源配置两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创新。 下文对

此进行验证。
（一） 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 “省直管县” 的征税激励效应是否加

剧企业融资约束， 从税收努力、 实际税率和信贷资源

三个方面进行检验。 具体如下：
第一， 从县级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角度， 考察

“省直管县” 是否改变地方政府征税激励。 较于既有

文献通常使用的 “税柄法”， 基于时变技术的面板随

机前沿分析方法 （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ＳＦＡ） 可以避免统计误差等随机因素对结论的影响

（谢贞发和范子英， ２０１５［６１］ ）。 因此， 本文借鉴赵永

辉等 （２０１９） ［６２］的方法， 采用基于 ＰＳＦＡ 测算地方政

府潜在税收努力程度 （ＴＥ）。 本文构建的 ＰＳＦＡ 模型

如下：

ｌｎ（ｒｅｖｃ，ｔ） ＝∑
Ｋ

ｋ ＝ １
δｋｘｋ，ｃ ＋ ｖｃ，ｔ － ｕｃ，ｔ （３）

其中， Ｒｅｖｃ，ｔ为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③， ｘｃ，ｔ

为一系列影响地方税收收入的因素。 ｖｃ，ｔ为随机误差

项，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ｕｃ，ｔ为非负的技术无效率项，
服从截断半正态分布， 表示最优税收和实际税收间的

缺口。 结合已有研究并考虑数据可得性， 本文选择人

均 ＧＤＰ、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 个因素

９１

①

②
③

试点县选择标准采用 Ｌｉ等 （２０１６） 总结的变量， 包括： 是否为县级市、 是否为国家贫困县、 是否为粮食或棉花生产大县、 是否为省边界线、
坡度、 海拔、 ２０００年城市化率和 １９９９年财政缺口。
由于篇幅所限，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汇报，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此处财政收入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 地方政府对此具有一定税收自主权。 Ｊｉａ 等 （２０２０） ［５９］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 ＧＤＰ 代表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 由于县级税收收入数据缺失较多， 本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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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变量。 对上述变量均取对数后使用极大似然

估计对式 （４） 进行估计， 得到税收努力指数为实际

财政收入与面板随机前沿预测收入的比值， 表示为：

ＴＥｃ，ｔ ＝ｅｘｐ（－ｕｃ，ｔ） （４）

第二， 从企业实际税率角度， 考察 “省直管

县” 是否提高企业税负。 借鉴范子英和赵仁杰

（２０２０） ［１１］的做法， 使用应缴所得税 ／利润总额刻画

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ＥＴＲ）， 该指标越高， 表明企

业税负越重。
第三， 从外部融资角度， 考察 “省直管县” 是

否提高企业信贷约束。 使用企业负债总额的自然对数

衡量外部信贷资源 （ＬｎＤｅｂｔ）， 负债越高表明获得的

信贷规模越大， 外部信贷约束越弱。
为了验证 “省直管县” 的财政扩权是否在官员

晋升激励下强化了县级政府 “重基建、 轻人力资本

和公共服务” 的支出结构偏好， 进而导致资源配置

扭曲， 进行如下检验。 第一， 借鉴陈思霞和卢盛峰

（２０１４） ［２３］的做法， 采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占总支出

比重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和 教 育 支 出 占 总 支 出 比 重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衡量基层政府重生产的支出偏好。 第

二， 借鉴江艇等 （２０１８） ［１６］的做法， 使用 ＴＦＰ 离散

度 （ＭｉｓＴＦＰ） 衡量资源配置扭曲。 具体来说， 首先

使用 ＬＰ 法计算 ＴＦＰ， 然后计算 ＴＦＰ 的 ９０％分位与

１０％分位之比， 该指标值越大， 表示资源配置扭曲程

度越高。
表 ４报告了 “省直管县” 征税激励和支出结构

偏向的机制检验结果。 列 （１） ～列 （３） 结果表明，
“省直管县” 显著提高了县域税收努力和企业实际税

率， 并降低企业信贷规模， 加剧创新资金约束。 列

（４） ～列 （６） 结果表明， “省直管县” 进一步强化

了县级政府支出结构偏好， 具体表现在基础设施建

设占比增加而教育支出占比减少， 县域资源配置扭

曲程度加剧。 这验证了 “省直管县” 创新抑制效应

是通过改变县级政府征税激励、 强化支出结构偏好

两个渠道产生影响的机制假设。

表 ４ 机制检验①

（１）
ＴＥ

（２）
ＥＴＲ

（３）
ＬｎＤｅｂｔ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ＭｉｓＴＦＰ

ＰＭＣ
０ ０１５ ９∗∗∗

（２ ８２８ ６）
０ ００７ ４∗∗

（１ ９７６ ７）
－０ ０５０ ９∗∗

（－２ １５０ ７）
０ ００８ ８∗∗

（１ ９８３ ０）
－０ ００９ ６∗∗

（－２ ５２０ ７）
０ １６２ ０∗∗∗

（４ ０７７ ８）

企业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地区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９９２ ６２１ １ ２５０ ２６２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１ ６０３ １８ ５８９ ２４ ６８８

调整的 Ｒ２ ０ ５３６ ０ ０８２ ９ ０ ５７８ ０ ３７５ ０ ２９１ ０ ０９２ ２

（二） 进一步检验

上述结果为 “省直管县” 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税

收征管激励产生创新抑制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但是着

重在整体样本层面。 下文将考察具有不同特点的企业

和地区对改革的反应模式， 为核心逻辑提供进一步的

经验证据。
１ 财政压力的影响。
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 进而提高

企业税负 （陈晓光， ２０１６［７］ ）。 那么， 如果税收征管

是主要作用渠道的话， 当面临较小财政压力的县受到

“省直管县” 改革冲击后， 税收征管力度提升幅度更

大， 辖区内企业税负增加更为明显， 由此引致的创新

抑制效应应该更为显著。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 本文使

用财政缺口②表征财政压力 （Ｆｉｓｇａｐ）， 当财政缺口

高于中位数取 １， 否则取 ０， 构造交互项 Ｆｉｓｇａｐ×ＰＭＣ
加入模型 （１） 进行回归。 表 ７ 列 （１） 结果显示，
在初始财政压力较低的地区， “省直管县” 的创新抑

制效应更加明显， 说明 “省直管县” 促进县域提高

税收征管力度。
２ 征管权限的影响。
２００２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后， 税收征管权限发生

变化。 ２００２ 年之后成立的企业改由国税局征收，

０２

①

②

列 （１） ～列 （３） 为企业面板； 列 （４） ～列 （６） 为县级面板。 由于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关于财政支出细项仅更新至 ２００７年， 因此

县级面板的样本期间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财政缺口＝（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 该指标越高， 表明该县财政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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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仍由地税局征税。 通常而言，
国税局税收执法力度较少受到地方政府征税动机改变

的影响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３［３８］）。 考虑到国地税

税收征管力度差异， 如果县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不利

于企业创新的话， 该效应应该主要体现在由地税局征

税的样本企业中。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 本文按照征管

权限进行划分， ２００２ 年及其以后成立的企业为高征

管力度组， 取值为 １， ２００２年之前成立的企业为低征

管力 度 组， 取 值 为 ０， 构 造 是 否 由 国 税 局 征 收

（Ａｄｍｉｎ） 与 改 革 变 量 的 交 互 项 进 行 检 验。 表 ５
列 （２）结果验证了由国税局征管的样本企业创新降

低更明显这一推断。
３ 融资约束的影响。
融资约束会迫使企业因现金流不足减少创新活

动， 降低创新投资的产出效率。 如果 “省直管县”
改革抑制创新的机制在于地方政府税收征管的强化加

剧了企业融资约束， 那么该效应理应在融资约束低的

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 为检验这一推断， 本文参照既

有文献使用 ＳＡ 指数①刻画融资约束， 构造虚拟变量

融资约束 （ＦＣ）， 如 ＳＡ 指数高于中位数取 １， 否则

为 ０， 构造与改革变量交互项进行检验。 表 ５ 列 （３）
结果表明， “省直管县” 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 从而

不利于企业创新。

４ 产权性质的影响。
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 其生产投

资决策更容易受到官员激励和政府干预的影响。 因

此， 如果资源错配是 “省直管县” 产生创新抑制的

渠道之一， 那么这种效果应该在国有企业中更为凸

显。 对此， 使用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 （Ｓｔａｔｅ）
与改革变量交互项进行检验。 表 ５ 列 （４） 结果表

明， 受到政府干预更大的国有企业创新水平下降更明

显， 这为 “省直管县” 改革造成资源错配提供佐证。
５ 行业类型的影响。
相比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通常投

资项目更大， 在短期内对地区 ＧＤＰ 增长贡献更大。
因此， 晋升激励会促使地方官员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

企业。 如果 “省直管县” 改革后， 地方政府干预加

强导致地区要素错配， 进而不利于企业创新， 那么这

种抑制作用应该在政府干预较弱的非资本密集型企业

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 参照鲁桐和

党印 （２０１４） ［６３］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划分方法②， 构

造是否为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虚拟变量 （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将交互项 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ＭＣ 加入模型 （１） 进行回归。
表 ５列 （５） 结果显示， “省直管县” 对资本密集型

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从而间接验证了改革

的资源错配效应。

表 ５ 异质性检验

（１）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财政缺口

（２）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ＳＡ指数

（３）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征管权限

（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产权性质

（５）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

资本密集度

ＰＭＣ
－０ ０４５ ３∗∗∗

（－９ ８０６ ０）
－０ ０７０ ８∗∗∗

（－１３ ８７０ ５）
－０ ０２７ ８∗∗∗

（－４ ５８９ ７）
－０ ０３７ ３∗∗∗

（－７ ２２５ ９）
－０ ０３５ １∗∗∗

（－５ ８９１ ４）

ＰＭＣ×Ｆｉｓｇａｐ
０ ０２２ ８∗∗∗

（２ ８７８ １）

ＰＭＣ×ＦＣ
０ ０６３ ０∗∗∗

（８ ６０６ ６）

ＰＭＣ×Ａｄｍｉｎ
－０ ０１６ ８∗∗∗

（－３ ６０９ ９）

ＰＭＣ×Ｓｔａｔｅ
－０ ０１６ ９∗∗∗

（－３ ７２９ ０）

ＰＭＣ×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０９ ７∗

（－１ ８８８ ４）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企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１ ４６５ ２０４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１ ４７１ ３２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 ０７５ ２ ０ ０７２ ３ ０ ０７２ １ ０ ０７２ ２

１２

①
②

ＳＡ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ＳＡ＝－０ ７３７×Ｓｉｚｅ＋０ ０４３×Ｓｉｚｅ２－０ ０４０×Ａｇｅ。 ＳＡ指数绝对值越大， 表明融资约束越高。
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 造纸印刷、 石油、 化学、 塑胶、 塑料、 金属、 非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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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启示

在新发展阶段， 如何通过政府制度变革， 重塑地

方政府行为激励， 促进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专利数据， 以 “省直管县” 改革

为准自然实验， 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 考察财政层

级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为： 第一，
“省直管县” 改革抑制企业创新， 该结论在经过工具

变量法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第二，
“省直管县” 的创新抑制效应的影响机制在于征税激

励和资源误置， 即改革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征税努力，
加重企业实际税负， 减少外部信贷， 从而加剧创新资

金约束， 同时强化了晋升压力下基层政府以经济增长

为主要目标的支出结构偏好， 增加基建支出， 减少教

育支出， 导致资源配置扭曲。 第三， 这一效应在财政

压力更小的地区， 以及融资约束更低、 由地税局管

辖、 国有属性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表明

改革通过加强征管力度、 融资约束和政府干预， 对企

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在财政层级改革中， 通过

重新划分财政分配、 调整政府间权力关系， 能够有

效提高基层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匹配度。 但与此同

时， 财权下放可能未能改变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不

平衡的支出结构偏向， 造成地区资源配置扭曲。 虽

然本文发现提高县域财政分权程度有利于增强其征

税激励， 但如果没有相应配套措施， 可能会提高企

业实际税负， 加剧企业创新资金约束。 因此， 在推

进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通过各级政府

间财政关系调整缓解基层政府财力困境， 也要考虑

分权后地方政府收支行为异化对微观经济主体可能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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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改革探索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陈　 曦
ＣＨＥＮ Ｘｉ

［摘　 要］ 对外援助是当前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体现国家对外援助战略

和政策， 反映国家对外援助活动范围和方向， 是发挥对外援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支持国家总体外

交、 改善国际关系和发展环境、 促进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制度基础和重要支柱。 当前我国对外援助财

政预算管理存在部际、 央地统筹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财政预算制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问题， 而且

支出规模过低、 占 ＧＤＰ 比重和国家总体财政预算支出比重过低严重制约了对外援助作为主要对外战

略工具作用发挥和综合效应提升。 借鉴国际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先进经验， 笔者认为我国对外援助

财政预算管理改革重点应为适度扩大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 合理调整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结

构， 健全对外援助战略规划体系， 制定对外援助中期财政规划， 促进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算编制科学

化、 精细化， 推进部际和央地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标准化， 实施对外援助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关键词］ 中美战略竞争　 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　 对外援助　 国际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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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ｕｄｇｅｔ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ｒ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ｌ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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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对外援助是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财政资源以实

现一定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对外援助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 对外援助

财政预算体现国家对外援助战略和政策， 反映国家对

外援助活动范围和方向。 在我国财政收支总体处于

“紧平衡” 状态下， 加快建立健全中国对外援助财政

预算一体化管理制度， 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预算统筹

对外援助资源、 提高对外援助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

约束和指导作用， 使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

外交和对外战略。

二、 中国的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对外援助， 是国际经济活动中

具有正向激励性质的跨国资源流动， 包括商品、 服

务、 技术、 资本等生产要素无偿或低偿的跨国转移，
以推动实现全球减贫和发展及服务国家对外战略。 我

国对外援助始于 １９５０ 年。 ７０ 余年来， 以国家财政支

撑的对外援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
改善国际生存和发展环境、 支持实行改革开放、 深化

市场化改革、 配合 “走出去战略”、 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
（一）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发展援助委员会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ＥＣＤ⁃ＤＡＣ）
所定义官方发展援助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ＤＡ） 范畴具体参见 ＯＥＣＤ⁃ＤＡＣ 发布文件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Ｄ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ｄａｃ ／
ｓｔａｔｓ ／ Ｗｈａｔ⁃ｉｓ⁃ＯＤＡ ｐｄｆ 以此口径统计方便文内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官方发展援助规模做比较分析。

②　 本文统计 “国际组织股金及基金” 不包括亚投行， 亚投行并未列入 ＯＥＣＤ⁃ＤＡＣ多边机构范畴。
③　 根据 ２０１１年 《中国的对外援助》 白皮书、 《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 》 白皮书、 ２０２１年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白皮书， 我国国际

债务减免共约 ３１２亿元人民币。

　 　 １ 总体资金规模。
比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定义

的官方发展援助范畴①， 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统计口径包括一般公共预算中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支

出： 双边援助为 “对外援助” 款下 “对外援助优惠

贷款贴息” 项和 “对外援助” 项； 多边援助为 “国
际组织” 款下 “国际组织捐赠” 项和 “国际组织股

金及基金” 项 （表 １）。②不包括债务减免③， 不包括

两优贷款， 即 “优贷” （对外援助优惠贷款） 和 “优
买” （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以此口径计算， 自 １９５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我国双边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约

３ ３００亿元人民币， 多边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约 ３９０
亿元人民币， 累计共约 ３ ６９０亿元人民币。

表 １　 　 对外援助支出对应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款项及其编码

类别 款 编码 项 编码

双边 对外援助 ２０２０３
对外援助优惠贷款贴息 ２０２０３０４

对外援助 ２０２０３０６

多边 国际组织 ２０２０４
国际组织捐赠 ２０２０４０２

国际组织股金及基金 ２０２０４０４

２ 总体变化趋势。
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需求和战略目标， 我国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在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和

２１世纪以来 ２０年出现两次快速增长期， ２０１９ 年达到

历史峰值 ２７４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２０ 年略下降至 ２７２ 亿

元人民币。 其占 ＧＤＰ 比重和占国家总体财政预算支

出比重在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出现畸高后， 呈现持续

下降趋势。 从对外援助途径来看，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

我国均以双边形式实施对外援助， ２０１９ 年达到历史

峰值 ２１５亿元人民币。 １９８１ 年我国开始向联合国提

供国际组织捐赠， 从而开启了多边对外援助进程， 但

一直规模较小。 ２０１２ 年十八大后， 我国多边对外援

助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２０２０ 年达到峰值约 ６７ 亿美

元 （图 １）。
（二）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历史演变

１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巩固新生红色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 对外援助主要任务是

巩固我国新生红色政权。 我国在美苏冷战对峙下贯彻

向苏联 “一边倒” 对外政策， 党中央决定首先向周

边社会主义友好国家提供对外援助。 １９５０ 年首次向

处于战争中的朝鲜和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和紧急人道主

义物资援助。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后， 为支持美苏冷战

日益加剧局势下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主权安全，
我国对外援助范围逐步扩展到亚、 非、 东欧等其他民

族主义国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

白、 财力极其有限情况下， 我国仍尽己所能提供对外

援助。 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总额约 ２６亿元人民币， 年度支出规模约 １亿～４亿元

人民币， 占 ＧＤＰ 比重约 ０ １％ ～ ０ ５％， 占国家总体

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约 ０ ６％～１ ７％。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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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历年对外援助金额及占 ＧＤＰ 和国家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资料来源：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引自张郁慧： 《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 》， “附录一： 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数量及相对比重表”， 九州出

版社 ２０１２年 １月版。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数据引自历年财政部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报告， 中国 ＧＤＰ 和财政预算支出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２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改善国际生存和发展

环境。
５０年代末至 ６０年代， 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中美

关系也处于封冻状态。 对外援助成为我国对抗美苏两

超级大国威慑、 积极拓展外交空间的主要政策工具。
１９６４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 １４ 国期间提出 “中国

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重点支持亚非

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我国对外援助范围逐步扩大，
并增加技术援助、 成套项目等援助方式。 我国援建坦

赞铁路、 朝鲜平壤地下铁路、 中巴友谊公路等成套项

目， 成为倾全国之力铸就的友谊丰碑。 １９７１ 年我国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年， 我国连续召

开 ５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 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部署我

国对外援助战略方针， 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力，
推动我国重返国际社会。 １９６０—１９７７ 年， 我国对外

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由于受援国需求激增而导致急剧增

长甚至出现畸高， 支出总额约 １９５亿元人民币， 年度

支出从 １９６０ 年 １ ４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 １９７３ 年 ５５ ８
亿元人民币 （按当年汇率换算与世界第一大对外援

助国美国基本持平）， 占 ＧＤＰ 比重一度高达 ２％， 占

国家总体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最高达到 ６ ９％， 给当时

国家财政经济造成较大负担。
３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８０ 年代： 支持实行改革

开放。
１９７８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 １９７９ 年中美正式建

交后， 我国外部环境也大为改善， 开始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 １９８１ 年起中国开始积极参与联合

国多边框架下的南南合作。 为配合国内外总体战略，
党中央于 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８８年召开第六、 第七次全国援

外工作会议， 修正 “文革” 时期对外援助 “左” 倾

做法， 研究改革经济援助管理体制。 我国对外援助开

始逐步转型， 从聚焦独立、 反霸等政治诉求转向政治

与经济目标并重， 从单向、 无偿援助转向强调与受援

国互利共赢。 对外援助布局重新调整， 受援范围进一

步扩大， 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比重显著提升， 经济技

术合作形式更加多样。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 年， 我国对外援

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和两个占比均迅速回落： 支出总

额约 ８５亿元人民币， 年度支出约 １０亿～１５亿元人民

币， 占 ＧＤＰ 比重约 ０ １％ ～ ０ ２％， 占国家总体财政

预算支出比重约 ０ ５％～０ ９％。
４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深化市场化改革。
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

行讲话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

向。 为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推动深化改革开放，
我国对外援助进一步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的援外管理体系。 １９９３ 年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

金， 支持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开展合资合作。 同

年援外职能实施政企分开， 引入招投标制度， 建立

资格准入、 质量监管、 风险管理等一整套援外项目

管理体系。 １９９５ 年推行财政贴息的对外援助优惠贷

款， 进一步推动企业开展互利合作。 同年中央召开

第八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 明确走出一条对外援

助、 贸易和投资相结合互利合作的新路子， 开始集

中免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

出规模稳步回升， 两个占比继续下降： 支出总额约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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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 亿元人民币， 年度支出约 １６ 亿 ～ ４０ 亿元人民

币， 占 ＧＤＰ 比重约０ ０４％ ～ ０ ０８％， 占国家总体财

政预算支出比重约 ０ ３％ ～０ ５％。
５ ２１世纪初—十八大以前： 配合 “走出去战略”。
２０００ 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 最终明确

“走出去战略” 并将其上升到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

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 高度。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成为经济增速最快的新兴经济体， 国际地

位显著提升， 开始全面引领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进

程。 对外援助响应推动利用 “两个市场、 两种资

源”， 一方面加强双边务实合作， 继续创新援外方

式、 提高民生项目比重， 与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深度

融合， 为企业在境外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良好外部

环境， 夯实海外市场； 另一方面显著扩大多边和区域

合作力度， 通过联合国、 中非合作会议、 中国 东盟

领导人会议、 中国 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会议、 中国 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中国 加勒比经贸合作会议、 中

国 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会议等平台， 宣布一系

列援外举措， 大规模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

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 ２０１０ 年第九次全国援外工作

会议召开， 肯定了我国 ６０ 年对外援助树立南南合作

典范的光辉成就。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我国对外援助财

政预算支出规模继 ２０世纪 ６０、 ７０年代后出现第二次

迅速扩张， 两个占比依旧继续下滑： 支出总额约

１ １０２亿元人民币， 年度支出从 ２０００ 年 ４５ 亿元人民

币快速上升至 ２０１１年 １５９亿元人民币， 占 ＧＤＰ 比重

约 ０ ０３％～０ ０４％， 占国家总体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约

０ １％～０ ２％。
６ 十八大以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八大以来， 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对外援

助顺应时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 以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使命、 以坚持正确义利观为价值

导向、 以南南合作为基本定位、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重要平台、 以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重要方向， 积极开展援建成套项目、 物资、 技术合

作、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派遣医疗队、 派遣志愿者、
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减免债务。［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设

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发展

议程。 ２０１８年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作为国务

院直属机构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 加强对外援助战

略谋划和统筹协调， 大踏步深化援外体制机制改革。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 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波

动增长， 两个占比持续走低： 支出总额约 ２ ０２２ 亿元

人民币， 年度支出约 １６４ 亿 ～ ２７４ 亿元人民币， 占

ＧＤＰ 比重约 ０ ０２％～０ ０３％， 占国家总体财政预算支

出比重约 ０ １％左右。 其中， 多边援助规模增长迅

速， 从 ２０１１年约 １０ 亿元人民币迅速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

约 ６７亿元人民币， 占总体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比

重也从 ６％提升至近 ２５％。

三、 中国对外援助重大战略意义与存在问题

７０余年来， 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对外援助秉持国

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南方

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时， 对外援助也为我国各历

史时期开展对外工作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无可

替代的独特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化， 美国拜登政府以对抗中

国之名开启美国对外战略布局， 并通过实施对外战略

推动与中国战略竞争，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正式开

启。 作为国家对外战略重要工具之一， 我国对外援助

财政预算支出规模难以匹配发展中大国地位及中美战

略竞争需求，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机制不顺也

制约了对外援助更好地发挥综合效应。
（一） 大国战略竞争凸现对外援助战略工具作用

１ 对外援助是推进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的压

舱石。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我国曾长期处于遭受政治围堵、 经济封锁、 贸易禁运

的恶劣国际环境， 对外援助是我国开展外交的重要依

托， 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几乎唯一的途径。 对外援

助鼎力确保了我国元首外交及外交斗争的顺利进行，
先后促成我国与数十国家建 （复） 交及重返联合国

等多边机构， 重获参与全球治理权利。 当前我国再次

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环境，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通过政治、 军事、 安全、 贸易、 投资、 技术、 意识形

态等多途径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战略合围。 拜登执政伊

始即宣布对中国启动 “极端竞争”， 通过了汇总 《紧
急拨款法案》 《无尽前沿法案》 《战略竞争法案》
《保障美国未来法案》 《迎接中国挑战法案》 的反华

法律汇编 《创新与竞争法案》 ［２］， 全面升级对中国战

略竞争定位， 将中国置于整个国家战略中实施系统对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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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同时， 拜登政府将对外援助与外交、 经济治国方

略共同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三大主要工具， 大幅增长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①， 通过强化人权援外、 气候援

外、 卫生援外及对西半球援外等②， 全面打压制裁中

国纺织、 光伏等产业， 加大对厄瓜多尔等国发展融资

力度以对中国主权债务进行置换， 排除中国通信网

络、 安全设备等军民两用物项供应链。［３］并通过重返

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构、 提高多边对外援助支出，
全面振兴美国全球影响力、 重新主导全球治理规则制

定权， 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话语体系之外。 国际政

治经济环境越趋冷， 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博弈和国家对

外战略工具作用越重要。 在可能到来的新冷战中， 我

国需要充分做好持久战准备， 也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

对外援助在推进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中作为压舱石的

重要意义和作用。
２ 对外援助是改善国际关系和发展环境的稳

定器。
在冷战时期， 我国通过对外援助为支持广大第三

世界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和牺牲， 与非洲等传统受援

国结成了长期牢固的历史性友谊， 对外援助成为我国

摆脱孤立封锁、 融入国际社会、 培养知华友华力量的

重要渠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多极化、
国际政治生态复杂化， 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为全球

政策根基全面修复盟友关系， 印太联盟持续加固、 美

欧联盟重新集结， 对西半球领导力再次强化， 对撒哈

拉以南非洲以及中东伙伴关系稳定延续， 以形成共同

阵线不断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 尤其在印太地

区， 拜登政府宣布其作为 “优先作战区” ［４］， 并积极

寻求扩大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渠道， 明确指出以对中国

警戒为中心， 逐步构建不再依赖中国的亚太供应

链。［５］并通过扩大对印太地区军事、 基础设施、 气候

变化、 卫生、 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途径发展融资， 拉

拢韩国、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 新加

坡、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呼吁充分运用印太司令

部 “太平洋威慑倡议”， 实施更频繁军事对话、 联合

演习及在海上安全、 网络安全、 人权等共同利益上加

强协调和合作， 以共同应对作为 “２１ 世纪最强地缘

政治考验” 的中国。［６］面对拜登政府纠集构建盟友和

伙伴关系网络， 我国迫切需要重新唤起传统受援国对

我国 ７０余年对外援助历史成就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并通过更有效有力有为的对外援助， 在南南合作框架

和南北对话机制下通过多边、 区域、 三方、 双边多渠

道， 与世界各国结成更牢固的利益同盟、 获得更广泛

国际社会支持、 赢得更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进而更

好地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３ 对外援助是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战略

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援助在促进我国企业及相关

商品、 服务、 技术、 资本、 劳务走出去中发挥了

“四两拨千斤” 的重要作用， 广大受援国成为我国重

要的双边贸易、 投资伙伴及资源能源供应地。 大量

企业通过执行援外任务迈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第一

步。 据笔者粗略统计， ２０２０ 年我国面向主要受援国

出口贸易额占总额比重为 １５ ６％， 进口贸易额占比

１２ ０％， ２０１９年对外直接投资占比 ８ ３％， 对外工程

承包占比 ４９ ０％， 对外劳务合作占比 ２０ ９％， 估算

对外援助对出口贸易拉动比值 １ ∶ １２７， 进口贸易拉

动比值 １ ∶ ７８， 对外直接投资拉动比值 １ ∶ ４， 对外工

程承包拉动比值 １ ∶ ３７， 对外劳务合作拉动比值

１ ∶ １６。 从当前全球环境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

２０２０年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双双折戟③， 拜登政

府贸易政策基本延续美欧日三方围绕 ＷＴＯ 改革问题

自 ２０１７年至今发表的七次三方联合声明［７］， 宣称针

对 “不公正” 贸易行为做出快速有效制裁， 包括补

贴、 强制技术转让、 产能过剩、 强迫和剥削性劳动等

“贸易扭曲行为”， 其制裁对象直指中国。［８］此外， 拜

登政府将推行 １５％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作为中产阶级

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 宣称致力于重建全球税收制

８２

①

②

③

拜登执政后在其首次总统自由裁量预算请求中即显著提高国际事务预算， ２０２２ 财年国际事务预算增幅 １２％， 高于总体预算增幅 （８％） ４ 个

百分点。 按同比增幅估算美国 ２０２２财年经济援助规模约为 ３６６亿美元， 按历史平均比例估算军事援助规模约为 １７２亿美元， 即总体对外援助

可达 ５３８亿美元。 按此趋势， 美国对外援助在拜登任期内将再次呈现 ２１世纪初小布什政府迅猛增长态势。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２８日美国国际发展署就总统 ２０２２财年预算申请发布声明， 宣布美国对外援助七大重点议题， 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提升

民主、 人权和法治， 恢复全球卫生领导地位， 解决中美洲非正常移徙， 加强全球人道主义援助， 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 投资于涉外人力

资源。
２０２０年国际贸易 （进口＋出口） 总额由 ２０１９年 ５１ ０万亿跌至 ２０２０年 ４４ ９万亿， 同比跌幅高达 １２％， 占全球 ＧＤＰ 比重也由 ２０１９ 年 ５８ ２％
降至 ５３ ０％； 跨国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ＩＦＤＩ＋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流量仅 ２ ０万亿美元， 同比跌幅 ３２ ７％， 占 ＧＤＰ 比重降至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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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结束税收竞争和税基侵蚀、 利润转移压力， 激励

企业在美国国内扩大投资。［９］目前 Ｇ２０ 集团已就跨国

企业利润再分配和全球有效最低税率双支柱计划达成

历史性协议［１０］， 推行全球企业最低税率意味着跨国

直接投资将结束 “逐底竞争”， 对于主要以超低税率

和免税优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提高全球竞争力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 建立全球统一税收 “联盟”， 难免成

为发达国家稳定税收的 “垫脚石”。 作为 ２０２０ 年首

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流入国的中国， 其吸引外资必

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影响。 新时代

下，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 我国既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充分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 也需认识到随着逆

全球化加剧， 国家意志越来越深刻嵌入对外经济活动

中， 政治博弈往往凌驾于经济博弈之上， 应更加重视

以对外援助促贸易、 促投资、 促劳务、 促企业走出去

以及稳定海外资源能源供应市场的战略作用， 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平台， 为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开拓新市场、 打造新动能。
（二） 当前中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存在的

问题

１ 支出不足制约战略目标实现。
对外援助支出规模是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基本保

障。 与美国、 日本、 德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官方发展援

助相比， 我国目前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从规模到占

ＧＤＰ 和总体财政预算支出比重都显著偏低。 近年来，
俄罗斯、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迅速扩大其对外援助规

模， 在两个占比上均已超过我国。① 从规模来看，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 德国等发达国家均显著提高其官方发

展援助金额， 虽然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绝对值

也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但仍与美国、 日本、 德国等世

界主要大国差距较大。 近年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年

度支出基本稳定在 ３５亿～４０亿美元左右， 而 ２０２０ 年

美国官方发展援助金额近 ３５５亿美元， 德国 ２８４ 亿美

元， 日本 １５９亿美元， 为我国的 ５ ～ １０ 倍。 从新兴经

济体来看，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对外援助金额约 １２ 亿美

元， ２０１７年印度近 ２４ 亿美元， 与我国差距不断缩

小； 从 占 ＧＤＰ 比 重 来 看， ２０２０ 年 我 国 占 比 约

０ ０２７％， 同年德国官方发展援助占比 ０ ７８％， 日本

０ ３３％， 美国 ０ １７％， 为我国的 ６～３０ 倍。 ２０１９ 年俄

罗斯占比 ０ ０７％， ２０１７年印度占比 ０ １％。 我国对外

援助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不仅远低于世界主要大国， 也

远低于俄罗斯、 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 从占国家总

体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来看， 我国同样过低， ２０２０ 年

仅 ０ １％， 远低于 ２０１８ 年德国 ５ ２％、 ２０１９ 年日本

１ ８％、 美国 １％， 其为我国的 １０ ～ ５０ 倍。 ２０１９ 年俄

罗斯占比 ０ ２４％， ２０１７年印度占比 ０ ６％， 也均高于

我国。 在对外援助支出规模明显偏低情况下， 我国对

外援助难以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甚至印度等新兴经

济体相抗衡， 严重削弱了对外援助战略工具作用。
２ 部际统筹协调机制仍需完善。
我国目前有 ２０ 余部门机构执行对外援助事权。

２０２０年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２７２ 亿元人民币

中， 约 ６４％由商务部执行双边援助 （内含军事援助

预算）， ４％由其他部委执行专业领域双边援助； ２０％
由财政部通过向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提供捐赠及股金

和基金执行多边援助， ４％由其他部委向各国际组织

捐赠执行多边援助； 其余 ８％为对外援助优惠贷款财

政贴息。 我国自 ２００８ 年已建立由商务部、 财政部、
外交部以及卫健委等部门组成的对外援助部际协调机

制， 但各部门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仍缺乏统筹管

理。 ２０１８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对外援助行政

主管部门成立后， 主要负责对外援助战略方针、 规划

和政策制定以及立项、 监督与评估等工作， 原有主要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执行依然归口原对外援助主管部门

即商务部。 虽然目前由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对外援助

统筹协调工作， 但尚未建立切实可行的双边与多边对

外援助、 各专业领域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的协同机

制和平台， 导致各部门依然各行其是， 对外援助工作

整体合力弱化、 综合效应降低。
３ 央地统筹协调机制有待恢复。
历史上我国对外援助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１９６５年在华东、 华北、 东北和中南四大区成立对外

经济联络局， １９７１ 年设立地方对外援助专门管理机

９２

① 美国、 日本、 德国、 俄罗斯官方发展援助数据引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 印度对外援助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数据引自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ｅｖｅｘ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ｎｄｉ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ｉ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ｔｃｈｅｓ⁃ｕｐ⁃ｗｉｔｈ⁃ｉ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８０９１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数 据 引 自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１８ｂ００ａ４４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ｉｔｅｍＩｄ＝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 １８ｂ００ａ４４⁃ｅ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１ｅ４７１３８； 各国 ＧＤＰ 和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世界银行开

放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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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１９８２年各省区市基本撤销单设援外管理机构，
原有上下贯通的全国援外体系基本解体， 未再恢复，
此后对外援助归属中央事权。 近年来， 随着 “一带

一路” 倡议深入推进， 周边国家战略支点作用日趋

凸显。 云南、 广西、 西藏、 新疆等边疆省份与周边国

家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地方对外援助形式和领域不断

拓展。 在 ２０２０年抗疫援助中， 地方对外援助撑起半

壁江山， 成为我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力量。 但当前地方

对外援助并未纳入对外援助顶层设计进行通盘考虑，
中央和地方对外援助统筹协调机制亟待恢复。

４ 财政预算制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
我国对外援助秉持的传统原则是 “受援国提出、

受援国同意、 受援国主导”， 虽然其遵循 “从不干涉

他国内政， 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的对外援助基

本方针， 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对外援助过分依从

受援国需求、 意愿并被其短期利益裹挟， 形成受援国

向我国驻外使馆提援助需求， 外交部门以外交需求施

压， 对外援助项目匆忙立项上马的恶性循环。 近年外

交需求过度增长导致对外援助承诺金额远远脱离财政

预算控制。 且一旦受援国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对外援

助极有可能成为其要挟甚至抹黑攻讦的工具。 我国对

外援助财政预算制定缺乏自主意识， 导致对外援助资

金使用的碎片化、 随机化、 短视化、 粗略化， 难以形

成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和对外战略的系统性、 科学

性、 前瞻性、 精细性对外援助体系。

四、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的国际经验

除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 健全科学的财政

预算管理制度是世界主要大国对外援助有序执行并发

挥巨大政治经济效益的基础和核心。 当前对外援助领

域主要多边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ＯＥＣＤ⁃ＤＡＣ） 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均在对外援助实践

中不断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形成了自上而下作规

划 （预算统筹）、 自下而上报请求 （预算编制）、 以

项目管理为基础 （预算执行）、 以绩效评估为核心

（预算调整） 的 “结果导向制” 预算管理制度， 其先

进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 以系统规划加强预算统筹

规划是一国制定对外援助方针政策的龙头和基

石， 也是国家实施对外援助活动的 “公共契约”。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 美国、 德国、 日本等世界主要对

外援助大国均已陆续形成健全的对外援助规划体系，
并以此统筹财政资源、 形成预算分配方案， 其中尤以

美国为优。
１ 制定多层级规划体系。
作为世界第一大对外援助国， 美国是最早开始制

度化提供对外援助的国家。 自 １９４７ 年冷战开启、 美

国向西欧国家实施大规模援助行动——— “马歇尔计

划” 至 ２０２０ 年， 累计对外援助承诺近 １５ ０００ 亿美

元， 累计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１３ ６０２ 亿美元 （经
济援助支出 ９ ２８３ 亿美元， 军事援助支出 ４ ３１９ 亿美

元）。 ２０２１ 财年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约 ４８０ 亿美元。①

美国规模巨大的对外援助财政资源分配主要依据其系

统健全的规划体系。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政府绩效和结果

法现代化法案》， 联邦机构须制定四年战略规划， 并

在总统就职后第二年 ２月前向公众公布。 美国国务院

对外援助办公室和国际发展署共同制定对外援助战略

规划。 规划分为部门规划 （联合战略规划）、 局规划

（联合区域战略和职能局战略）、 国别规划 （综合国

别战略） 三个层级。 联合战略规划提出国务院和国

际发展署两个机构对外援助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 以

确定政府优先事项。［１１］在联合战略规划指导下， 国务

院与国际发展署各区域局合作制定联合区域战略［１２］，
各职能局制定职能局战略［１３］， 以阐明各区域和各领

域对外援助的优先事项。② 在以上两个层级规划指导

０３

①
②

根据美国国际发展署对外援助探索者数据库数据整理， 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区域战略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东和北非、 东亚和太平洋、 南亚和中亚、 欧洲和欧亚大陆、 西半球 （北美洲、 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
国际组织七个战略。 职能局战略包括国务卿下属的 １０个独立办公室和局， 即执行秘书处， 情报研究局， 立法局， 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与健

康外交办公室， 礼宾办公室主任， 全球伙伴关系办公室， 法律顾问办公室， 公民权利办公室， 美国援外资源办公室， 秘书长全球妇女问题办

公室； 以及负责管理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 平民安全、 民主与人权， 经济增长、 能源与环境， 管理， 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 ６个副国务卿下属

的 ２６个办公室和局各自制定的战略。 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领域包括军备控制、 核查与合规局， 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局， 政治军事事务局； 平

民安全、 民主与人权领域包括冲突与稳定行动局， 反恐怖主义局， 民主、 人权与劳工局， 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 人口、 难民和移民局，
监督和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 经济增长、 能源与环境领域包括经济贸易局， 能源资源局， 海洋与国际环境和科学局， 国务卿科学技术顾问办

公室； 管理领域包括行政局， 预算和计划局， 领事局， 全球金融服务局， 外交安全局， 外国服务学院， 人力资源局， 医疗服务局， 外交使团

办公室， 海外建筑业务局； 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领域包括教育和文化事务局， 全球公共事务局， 全球参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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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综合国别战略旨在明确美国在某一特定国家对外

援助的优先事项以及推动优先事项的具体行动计划。
美国驻外使馆为制定综合国别战略提供信息， 并负责

与其他在该国活动的美国机构协调， 共同制定国别

目标。
２ 依据规划形成预算方案。
以上三层级规划是美国对外援助获得联邦财政拨

款的基本依据。 美国对外援助属国际事务预算项下，
其中约 ９０％用于支持国务院和国际发展署从事对外

援助活动。［１４］各区域局、 职能局和使馆基于各层级规

划制定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制定预算请求， 并向国务院

提交各自预算请求。 国务院对外援助办公室进行综合

考虑和权衡形成对外援助预算， 并会同国际发展署共

同向国会提交对外援助预算请求。 预算请求应包括上

一财年 （或过去几个财年）、 本财年的数据， 以反映

长期预算决策的影响。［１５］

（二） 以理性决策约束预算编制

控制财政支出规模、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财

政支出效率是各国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始终追求的

关键目标。 对外援助作为一种外溢性公共产品供给，
其财政支出规模、 结构和有效性长期广泛受到政府和

公众关注，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或财政收支矛盾加大时

期更易备受争议和质疑。 公认有利于达成控制规模、
理性决策、 机动灵活目标的零基预算被逐步引入对外

援助领域预算编制， 严格规范的预算审查程序也有力

保障了对外援助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１ 广泛推进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不考虑过去的预算项目和收支水平，

以零为基点编制的预算。 与增量预算不同， 零基预算

不受以往预算安排情况影响， 一切从实际出发， 逐项

审议预算年度内各项费用内容及其开支标准， 并结合

财力状况， 在综合平衡基础上编制预算的一种现代预

算编制方法。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起，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１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１７］、 世界银行［１８］、
亚洲开发银行［１９］等均探讨了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应用

零基预算的可行性问题。 ２０１３ 年菲律宾开始在其对

外援助等外交事务中采用零基预算。［２０］ ２０１８ 年英国

国际发展部规定所有对外援助项目财政支出均需考察

其必要性， 评估其资金水平和增量、 资源需求、 活动

目标、 成本收益， 然后按照评估结果对其进行排序并

编制预算。［２１］ ２０１８ 年美国国际发展署启动了零基预

算工作， 继续强化以项目为核心的预算约束和管

理［２２］， 并于 ２０２１年要求在制定国别战略中使用零基

预算， 旨在精准确定美国在各个国家特派使团的供资

需求， 更好地使供资需求与使团实际优先事项和

“自力更生之旅” 国别战略保持一致。［２３］

２ 严格财政预算审查。
严格规范的财政预算审查制度是保障对外援助财

政预算支出合法合理的基础： 在美国， 对外援助预算

请求通常是在会计年度 （财年） 开始之前两年 ２ 月

提出。 国务院对机构预算进行汇总、 分析和论证， 在

９月中旬提交给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管理和预算办公

室从 ９月中旬到 １１ 月下旬在整个联邦预算范围内分

析每个机构提交预算申请， 经详细审查、 听证、 沟通

和修改， 确定机构预算。 次年 ２月总统向国会提交总

体预算要求， 各机构提供更详细的国会预算论证， 以

配合总统预算。 国会听证会期间将制定国会预算决

议， 指导拨款委员会开展工作。 国会通过拨款法案为

下一财年联邦政府提供资金。 外国事务拨款小组委员

会负责向国务院拨付资金。 预算和管理办公室根据计

划、 项目和行动确定国务院可使用的资金量；［１５］在英

国， 财政部代表议会运作公共财政支出授权框架，
如果某部门执行大量对外援助支出， 其项目计划必

须经过财政部批准， 并指定一名专职负责对外援助

的高级责任人， 负责监管该部门对外援助预算编制

和风险控制， 确保该部门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编制符

合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资格标准， 并遵守英国

政府对外援助政策。 此外英国还设立了跨政府部长

级基金委员会， 负责确定对外援助项目优先顺序和

批准年度拨款。［２１］

（三） 以全流程管理规范预算执行

管理贯穿整个对外援助项目生命周期， 旨在不断

提高对外援助财政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 完善的项

目设计方案和贯穿项目全周期的评估体系在对外援助

预算执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 优化项目设计方案。
项目设计直接关乎是否可以使对外援助财政预算

资金转化为更好、 更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成果， 并

确保其支持实现更广泛的外交政策目标。 美国国务院

开发了项目设计和管理工具包以指导对外援助项目设

计、 监测和评估管理。［２４］其指明项目设计必须保证战

略规划目标的一致性， 结合情境分析 （对可能影响

１３



·财政税收·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项目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环境、 安全、 基础设施等

相关条件进行评估）、 探讨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项目

目标、 创建项目逻辑模型 （阐明如何实现项目目标，
设定预期结果以建立可监控和评估的基础） 并制定

项目章程 （基本信息、 利益相关者、 关键可交付成

果、 推进时间表）。［２５］

２ 实行全周期监测和评估。
项目监测旨在确定对外援助预算执行工作是否步

入正轨， 或是否需要及时纠正或调整预算以提高效率

或效力， 还可以表明何时需要进行评估工作。 在美

国， 国务院所有局和独立办公室均需制定监测计划，
每年根据关键业绩指标或关键时间节点， 持续收集相

关数据。 美国参议院第 １１５—２８２ 号报告指示国务院

国务卿和国际发展署署长应联合向国会提交项目评估

质量、 成本和其他事项报告， 审查对外援助项目评估

质量， 项目评估可持续性程度， 保障进行可持续性评

估所需资源， 提出在未来计划和决策中如何使用评估

结果；［２６］日本也在项目层面建立了强大的监测和评估

机制， 所有对外援助项目都必须进行事前、 事中和事

后评估。［２７］关于评估体系构建，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

员会于 １９９１年首先发布评估标准， 其塑造了过去 ３０
年国际发展评估体系， 被广泛认为在提高全球援助评

估质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并成为各国构建其评估

体系的范本。 ２０２１ 年更新的发展评估网络制定了适

应性、 协同性、 有效性、 效率、 影响和可持续性六项

对外援助项目评估标准： 适应性是评估项目对其所在

地经济、 环境、 社会、 政治条件可能产生的任何变

化； 协同性是评估项目与受援国其他发展项目之间的

协同作用和相互联系； 有效性是评估项目实现或预期

实现其目标和结果的程度； 效率是评估项目投入

（资金、 知识、 技能、 资源、 时间等） 转化为产出和

成果的情况； 影响是评估项目已产生或预期产生显著

积极或消极、 有意识或无意识对受援国福祉、 人权、
性别平等和环境等的潜在影响； 可持续性是评估项目

维持长期净收益所需财务、 经济、 社会、 环境和制度

的能力。［２８］

（四） 以实施效果指导预算调整

实施效果跟踪和反馈对于衡量对外援助财政预算

支出有效性至关重要。 通过建立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

出绩效指标以及对援助受益人信息反馈数据进行系统

分析， 可以获取可能影响实施进展和未来预期成果的

经验和教训， 为调整和完善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提供参

考和依据。
１ 加强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对援助国财政预算支出质量的评价，

为结果导向制的财政预算决策提供依据。 从宏观财政

预算绩效角度， 经典的绩效评估是四个维度的援助

“钻石模型”， 包括官方发展援助支出占国民总收入

比率 （表征援助相对规模）、 赠与指数 （表征援助优

惠程度）、 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比率 （表征对国际社会

贡献程度） 和非捆绑率 （表征受援国资金使用自由

度）。 四组数据在坐标轴上组成一个四边形， 各边长

变化可以表征援助质量高低与变化， 越外扩表示援助

质量越高。［２９］从微观项目执行绩效角度， 英国国际发

展部制定了 １４个重点指标衡量对外援助成果、 产出、
投入、 质量和财务情况， 所有指标都与国际发展部和

财政部制定的援助战略直接相关。［３０］德国经济合作与

发展部目前也致力于制定更具有约束力和更广泛的定

性和定量质量标准指标， 并加强其综合数据管理系统

以更好地实施基于绩效结果的管理。［３１］美国 《２０２０
财年对外援助标准指标》 共设置了和平与安全、 民

主与治理、 卫生健康、 教育和社会服务、 经济增长、
人道主义援助六类共 ２３２ 项绩效指标［３２］， 以说明美

国对外援助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战略

目标。
２ 重视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是对受援国受益人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以

指导对外援助财政预算调整， 受益人分为个体受益人

和机构受益人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３３］其首先应确

保执行伙伴拥有收集和回应受益人反馈的有效渠道。
美国国务院所有局和独立办公室都须设置系统收集受

益人及其对干预措施反应的信息系统， 以提高项目绩

效和影响。 反馈系统包括： 要求对外援助项目执行伙

伴说明如何将受益人反馈纳入预算请求， 并在季度和

年终报告中概述进展情况； 在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
要求概述执行伙伴收集和使用受益人反馈的方法； 资

助和研究改善受益人反馈系统的工作； 对受益人反馈

信息进行专门评估； 通过访谈或召开研讨会， 监测受

益人反馈信息收集情况。

五、 推进中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

管理改革的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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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加速演进， 对外援助作为国家总体外交和对外战

略政策手段作用更加凸显， 国内外形势变化倒逼我国

加速深化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２１〕 ５ 号） 指出： “规范预算支

出管理， 推进财政预算支出标准化” “坚持量入为出

原则， 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 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

局， 合理确定支出预算规模， 调整完善相关重点支出

的预算编制程序， 不再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层

层挂钩”。［３４］作为推进对外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提升对外援助战略作用和综合效应的基础和

重要支柱， 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应首当

其冲。
（一） 调整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逐步形成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责任与能力相匹配的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

规模， 不断推动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布局优化和结

构调整。
１ 适度扩大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规模。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国际社会对我国更

多履行国际责任呼声渐高。 而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

家， 不平衡不充分、 “大而不强” 的发展形态需要我

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动摇， 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

进行简单类比。 目前我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过低

确为客观事实， 可适度扩大我国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

算支出规模。 按照近年俄罗斯、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

外援助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７％ ～０ １％区间、 占国家总体

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０ ０３％ ～ ０ ０６％区间进行调整， 我

国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算支出规模可达到 ７００ 亿 ～
１ ０００亿人民币， 以满足国家总体外交和对外战略以

及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需求， 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发

展合作领域影响力和话语权。
２ 合理调整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结构。
打破对外援助支出结构固化僵化格局， 在对外援

助领域推进零基预算制度。 每年从零开始编制对外援

助预算， 根据援外项目重要性确定预算安排优先性。
根据上一财年对外援助预算完成情况， 调整和编制下

一财年预算， 逐期滚动向前推进。 加大对外援助服务

国家重大对外战略预算保障； 对外援助预算安排坚持

靶向发力不 “撒胡椒面”， 突出重点区域、 重点国别

和重点领域、 重点议题； 平衡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成套项目 （我国传统优势） 与 “小而美” 民生项

目比例， 强化对具有强正溢出效应对外援助项目预算

支持； 预留应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重大突发事件可

采用相机抉择的预算支出空间； 继续扩大多边援助力

度和比例 （参考美国多边援助占比 ３０％， 俄罗斯多

边援助占比 ４０％）， 积极通过多边援助参与国际

治理。
（二） 实现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

充分发挥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统筹资源作用，
坚持预算法定、 强化预算约束。 建立包括基础信息管

理、 项目库管理、 预算编制、 预算批复、 预算调整和

调剂、 预算执行、 会计核算、 决算和报告在内的对外

援助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流程， 实现对外援助财政预

算从资金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过程、 全链条、 全方位

管理。
１ 健全对外援助战略规划体系。
以编制 “十四五” 对外援助规划为契机， 逐步

建立由长期战略规划、 五年规划、 区域规划、 领域规

划、 国别规划构成的对外援助综合规划体系。 系统分

析全球政治经济和国际发展援助格局、 挑战和演变趋

势； 全面评估我国对外援助优势、 劣势以及面临的机

遇和威胁；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明确我国对外援助

战略目标， 为我国对外援助活动指明基本方向； 形成

系统战略布局和行动计划， 保障战略目标清晰、 有

效、 精准指导对外援助实践； 确保将对外援助财政预

算资源集中用于落实国家对外战略和直接威胁我国发

展利益的全球重大挑战上。
２ 制定对外援助中期财政规划。
加强对外援助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制定对外援助

中期财政规划， 与 “十四五” 对外援助规划紧密衔

接。 强化对外援助中期财政规划对年度财政预算约

束， 保障跨年度预算平衡； 对于各类确定的中长期对

外援助支出事项和跨年度对外援助项目， 需将项目全

生命周期内对财政预算支出影响纳入中期财政规划，
并细化制定其年度预算安排； 制定消除对外援助承诺

资金与预算资金剪刀差办法， 并在中期财政规划中如

实反映。
３ 促进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算编制科学化、 精

细化。
依据对外援助各层级规划和中期财政规划， 落实

并细化对外援助年度财政预算编制， 引入零基预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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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下而上编制预算， 并形成从编制到决策的闭环设

计。 各对外援助执行部门根据其对外援助目标和职责

对项目进行优先排序并提供详细项目资料， 形成预算

编制基础决策包， 交由对外援助主管部门进行统一整

合。 对外援助主管部门应整合各执行部门预算编制基

础决策清单， 并进行综合评估和综合排序， 呈报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结合国家整体

对外援助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并决定最终预算编制

方案。
４ 推进部际和央地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标

准化。
增强对外援助宏观调控能力， 保障全国对外援

助战略、 政策、 制度与行动的协调性、 连贯性和一

致性。 统一对外援助主管部门和各执行部门、 中央

和地方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规则和管理要素； 各

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依法依规将各类对外援助行为

纳入部门和单位预算； 建立对外援助综合信息平

台， 实现全国对外援助财政预算数据的系统对接、
共享共用、 集中管理； 编制汇总真实完整的全国对

外援助预算， 动态实时反映全国对外援助预算资源

的分配、 拨付和使用情况。
５ 实施对外援助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将项目作为对外援助财政预算管理基本单元， 对

外援助财政预算支出全部以项目形式纳入预算项目

库， 依托项目库对对外援助项目前期谋划、 项目储

备、 预算编制、 项目实施、 项目结束和终止全生命周

期实施管理。 做实做细对外援助项目储备， 按期完成

可行性研究论证、 具体实施计划等前期工作， 提高项

目储备质量和成熟度， 做到预算一经批准即可实施；
强化对外援助财政预算对项目执行控制， 坚持先有预

算后有支出， 严禁超预算、 无预算安排支出； 规范对

外援助预算调剂行为； 强化对外援助项目绩效评估，
将项目绩效作为下一财年制定和调整预算分配的依

据， 加快推进对外援助项目要素、 绩效指标等标准

化、 规范化； 利用监测数据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
衡量对外援助战略、 布局和行动是否达到预期目

标，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并为对外援助政策和行动

调整提供信息反馈； 建立风险分析和动态调整机

制， 及时应对形势变化和突发威胁， 有序调整对外

援助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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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Ｕ 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４）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ｕ⁃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ｅａｎ⁃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ｔｈｅ⁃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 

［７］ 陈曦  ＷＴＯ补贴改革背景下中国贸易救济应对研究 ［Ｊ］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４）： ２６－４３

［８］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Ｂｉｄ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ｅｎｄａ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３ － ０１）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ｍａｒｃｈ ／ ｂｉｄｅ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２０２１⁃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ｒａｄｅ⁃ａｇｅｎｄａ⁃ａｎｄ⁃２０２０⁃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９］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Ｊａｎｅｔ Ｌ Ｙｅｌｌｅ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２０２１－０４－０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ｈｏｍ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ｊｙ０１０１

［１０］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２０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２０２１－０７－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ｈｏｍ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ｊｙ０２６９

［１１］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Ｕ 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ＦＹ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２１－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Ｊｏｉ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ｌａｎ⁃ＦＹ－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ｐｄｆ

４３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财政税收·

［１２］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ｊｏｉ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１３］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１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ｐｌａｎ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ｕｄｇｅ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ｕｄｇｅｔｓ ／ 

［１５］ ＵＳＡＩ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ｏｖ ／ ｌｅａｒｎ ／ ｂｕｄｇｅ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 

［１６］ ＩＭ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Ｒ］  （１９８９－０３－１５） ［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ｍｆ ｏｒｇ ／ ｖｉｅｗ ／ ｂｏｏｋｓ ／ ０７１ ／

０２８６２－９７８０９３９９３４２５６－ｅｎ ／ ０２８６２－９７８０９３９９３４２５６⁃ｅｎ⁃ｂｏｏｋ ｘｍ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ｒｅｄｉｒｅｃｔ ＝ ｔｒｕｅ

［１７］ ＯＥＣＤ 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 （２００２－０４－２４）［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ｓｗｅ⁃

ｄｅｎ ／ ２０８１３０６ ｐｄｆ

［１８］ ＷＢ Ｂｕｄｇ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ｄｇｅｔａ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Ｒ］ （２００２－０４－２４）［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ｒｕ ／ ５８０１９１４６８３１４３６０３４７／

ｐｄｆ ／ ３９９９６０ＰＡＰＥＲ０Ｂｕ１００８２１３６９３９３０１ＰＵＢＬＩＣ１ ｐｄｆ

［１９］ ＡＤＢ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 Ｒ］  （ ２０１７ － １２）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３８８９８１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ｒｂｂ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ｐｄｆ

［２０］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ｕｄｇ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ＤＦ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Ｒ］ （２０１３－０５）［２０２１－０８－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ｓｔｏｒ ｅｕ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１０４１９ ／ １２６９４３ ／ １ ／ ｐｉｄｓｄｐｓ１３３３ ｐｄｆ

［２１］ ＨＭ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ａｎｄ ＤＦＩＤ ＵＫ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Ｍｏｎｅ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Ｒ］ （２０１８－０５）［２０２１－０６－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７１２３６７ ／ ＯＤＡ＿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ｐｄｆ

［２２］ ＵＳＡＩ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８ ［ Ｒ］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３０）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８６８ ／ ＵＳＡＩＤＦＹ２０１８ＡＦＲ＿５０８Ｒ ｐｄｆ

［２３］ ＵＳＡＩＤ ＵＳＡＩ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Ｕｓｅ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Ｒ］ 

（２０２１－０１－０９）［２０２１－０６－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ｏｉｇ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１－０１ ／ ９－０００－２１－００２－Ｐ ｐｄｆ

［２４］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４）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ｍ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ＦＡＭ ／ １８ＦＡＭ ／ １８ＦＡＭ０３０１０４ ｈｔｍｌ

［２５］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２）［２０２１－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８ ／ １２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ｋｉｔ ｐｄｆ

［２６］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ｓ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ｍａｔｔｅｒｓ ／ 

［２７］ ＪＩＣＡ  ＪＩＣＡの評価制度とは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ａｂｏｕｔ ｈｔｍｌ＃ａ０１

［２８］ ＯＥＣ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ｕｌｌｙ ［Ｒ］  （２０２１－０３－ １５） ［２０２１－ ０８－ 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ｄｏｃｓｅｒｖｅｒ ／ ５４３ｅ８４ｅｄ⁃

ｅｎ ｐｄｆ⁃？ｅｘｐｉｒｅｓ＝ １６２７８９０７３５＆ｉｄ＝ ｉｄ＆ａｃｃｎａｍｅ＝ｇｕｅｓｔ＆ｃｈｅｃｋｓｕｍ＝ ９５ＡＥＡ７１ＢＦ８３Ｆ６２２Ｄ６ＤＣ８０ＦＦＥ５２１Ａ３Ｆ４Ｄ

［２９］ Ｔａｒｐ 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Ｍ］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０： ７２－７４

［３０］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２０２０ ［Ｒ］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 ［２０２１－０８－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ｄｅｌｉｖｅｒ ／ ４３ｂ４２２４３－ｅｎ ｐｄｆ？ｉｔｅｍＩｄ＝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４３ｂ４２２４３⁃ｅｎ＆ｍｉｍｅＴｙｐｅ＝ｐｄｆ

［３１］ ＯＥＣ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２１ ［Ｒ］  （２０２０－０６－０９） ［２０２１－０８－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ｄｅｌｉｖｅｒ ／

ｂｂ３２ａ９７ｄ⁃ｅｎ ｐｄｆ？ｉｔｅｍＩｄ＝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ｂ３２ａ９７ｄ－ｅｎ＆ｍｉｍｅＴｙｐｅ＝ｐｄｆ

［３２］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Ｙ ２０２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ｉｓ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９）［２０２１－０５－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９ ／ ＰＰＲ⁃Ｆｕｌｌ⁃ＭＩ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ｘｌｓｘ

［３３］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５）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０４－１３） ［２０２１－０５－０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１－０４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９３４６ ｈｔｍ

（责任编辑： 孙亦军　 张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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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操纵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公司战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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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股票被操纵期间的特征， 构建尾市价格偏离模型， 用于识别沪深两市市场操

纵疑似案例。 在此基础上， 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数据为样本， 借鉴 Ｂｅｎｔｌｅｙ 等 （２０１３） ［１］的公司

战略度量方法， 并运用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泊松回归以及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公司战略对市场操纵行为的

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市场操纵与公司战略显著正相关， 即公司战略越激进， 越容易被市场操纵。 同

时， 研究发现公司战略主要通过信息渠道和内部控制渠道对市场操纵产生影响。 公司战略激进会加剧

信息不对称程度、 降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导致其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 公司的

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会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据此， 本文建议完善公司信息披露

机制和提升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并针对不同战略类型的上市公司， 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 实现差异

化监管， 防范和化解市场操纵风险。
［关键词］ 市场操纵　 公司战略　 信息披露　 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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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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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ｌｌ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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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ｄｉ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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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改革时期， 市场监管措施尚

不健全， 股票市场的公平、 公正时常遭受破坏， 因此

如何有效遏制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以维护市场公正， 逐

渐成为学术界、 业界及监管部门的研究重点。 证监会

也多次强调以维护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和维护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作为监管目标 （南开大学中国市场质量研究中

心课题组等， ２０２０［２］ ）。 市场操纵行为违反了股票市

场正常秩序， 破坏了市场公平、 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致使股票市场无法发挥其

资源配置的功能， 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 因此，
探究市场操纵行为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能为

防范和化解市场操纵风险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途径，
促进中国股票市场的平稳发展。

既有研究深入地讨论了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因

素。 大多数学者们主要从股票的市值、 成交量、 流动

性、 收益水平、 资产负债率、 前期是否发生市场操纵

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 （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和 Ｗｕ， ２００６［３］；
Ｉｍｉｓｉｋｅｒ和 Ｔａｓ， ２０１３［４］； 李志辉和邹谧， ２０１８［５］ ）。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 市场操纵行为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公司的经营层面和二级市场的交易层面， 鲜

有文章从上市公司的战略层面进行分析。 此外， 公司

战略对上市公司至关重要， 它关乎公司长期的发展目

标与核心竞争力， 是在不同的战略维度上制定资源优

化配置策略的动态过程， 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罗忠莲， ２０１９［６］）。 在适应外部环境的条件下， 公

司战略能够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机遇， 制定合

理的政策和程序， 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 （蔡宁等，
２０１７［７］ ）。 因此， 探究市场操纵行为影响因素———
基于公司战略视角，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价值。
近年来， Ｂｅｎｔｌｅｙ等 （２０１３） ［１］首先使用分类方法

度量公司战略。 此后， 大量学者运用实证方法对公司

战略与公司财务行为、 风险状况等展开研究。 研究发

现， 战略激进可能给上市公司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
例如过度投资 （王化成等， ２０１６［８］ ）、 盈余管理 （孙
健等， ２０１６［９］ ）、 股 价 崩 盘 风 险 增 加 （孙 健 等，
２０１６［１０］ ） 以 及 公 司 违 规 行 为 加 剧 （孟 庆 斌 等，
２０１８［１１］） 等等。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 本文发现

公司战略不仅能影响公司经营和发展， 同时还对股票

市场产生影响。 那么市场操纵行为是否受到公司战略

的影响？ 受到了何种影响？ 作用渠道如何？ 目前鲜有

文献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关系进行探讨， 并且不

能先验性地给出这一问题的明确答案。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目前对

于公司战略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公司财务、 公司的投

融资情况、 违约状况等等， 较少涉及股票市场的公平

公正领域。 本文通过构建公司战略指标， 以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数据为样本， 探究公司战略与市场

操纵的关系， 开创了新的视角， 弥补了当前研究领域

的空白。 第二， 本文丰富了市场操纵行为影响因素的

相关研究， 并为监管部门监测与防范市场操纵行为提

供了新途径。 第三， 本文分别从信息渠道、 公司内部

控制渠道两个方面， 运用中介效用模型， 探究公司战

略对市场操纵的影响， 明确了其传导路径， 完善其传

导机制。

二、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 公司战略的内涵界定与测度

大量学者就公司战略的内涵展开研究。 通过分析

已有研究， 发现公司战略是一个具有长期性、 计划

性、 策略性、 行业性和竞争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决策过

程。 例如： Ａｎｓｏｆｆ （１９６５） ［１２］认为， 公司战略是由高

层管理人员制定， 并由执行人员通过战略目标、 战略

预算等环节实施的一项有意识的长远计划。 Ａｎｄｒｅｗｓ
（１９７１） ［１３］研究认为， 公司战略不但决定了公司的长

远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策略， 而且明确了公司的经营业

务范围、 业务类型以及公司为股东和客户等做出贡献

或服务的目的。 Ｍｉｌｅｓ 和 Ｓｎｏｗ （１９７８） ［１４］认为公司战

略定位本质上是公司适应特定外部环境的过程， 它取

决于高层管理人对外部环境的判断能力和预测能力。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０） ［１５］认为， 公司战略是确立行业竞争地

位的过程， 必须结合行业结构进行战略定位。 罗忠莲

（２０１９） ［６］认为， 公司战略是指高层领导者为了实现

公司长远的发展目标、 清晰地定位行业竞争战略、 增

强核心竞争力和获取持续竞争优势， 并根据内外部资

源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制定资源优化配置策略的

动态过程。
（二） 公司战略的类型划分及特点

现有大量文献对公司战略进行类型划分。 通过分

析已有文献， 本文发现公司战略存在多种划分方式，
但各种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本文沿用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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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方法， 将公司战略划分为进攻型、 防御型和分

析型 （Ｍｉｌｅｓ和 Ｓｎｏｗ， １９７８［１４］、 ２００３［１６］）。 这样本文

可以应用财务数据对公司战略进行度量。 例如：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０） ［１５］根据公司产品的特征将公司战略划

分为产品差异型与成本领先型。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 ［１７］研
究认为公司战略可划分为探索型与开发型。

不同战略类型公司面临的风险也有较大的差异。
现有研究表明进攻型战略公司将面临更多的财务风险

和市场风险。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盈余管理、 股价崩盘

风险、 公司违规等风险均高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叶
康涛 等， ２０１５［１８］； 孙 健 等， ２０１６［９］； 孟 庆 斌 等，
２０１８［１１］）。 例如： Ｂｅｎｔｌｅｙ等 （２０１３） ［１］认为， 相较于

防御型战略公司， 进攻型战略公司面临的风险更高，
因而其所需要的审计投入更高。 Ｂｅｎｔｌｅｙ⁃Ｇｏｏｄｅ 等

（２０１７） ［１９］的研究发现，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内部控制

质量低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

陷。 王化成等 （２０１６） ［８］认为，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组

织结构分散， 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高，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有较

强的自利动机以及较大的自主空间。
（三） 上市公司与市场操纵

大量文献对股票被操纵期间特征进行了探讨。 研

究发现， 在股票被操纵期间换手率、 成交量、 波动

率、 收益率、 有效价差、 股票价格等方面有显著差

异。 例如， 陆蓉和陈小琳 （２００９） ［２０］通过分析我国证

监会公布的 ４４个市场操纵行政处罚案例， 发现被操纵

股票在操纵期间与操纵前后， 其换手率、 成交量、 波

动率、 成交额等方面有显著差异。 李梦雨 （２０１５） ［２１］

采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构建了市场操纵预警指数， 并运用倍

差法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操纵行为， 研究发现股票

在被操纵期间， 其日收益率、 有效价差、 价格影响和

交易规模等均显著上升。 南开大学中国市场质量研究

中心课题组等 （２０２０） ［２］研究发现市场操纵行为往往

会对股票的成交价格、 成交量、 成交额以及买卖价差

等指标产生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被操纵股票及其上市公司特征展开

了深入研究。 黄长青等 （２００４） ［２２］对我国证监会公布

的股价操纵处罚案例进行研究， 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操

纵主体、 操纵客体以及操纵行为都具有明显特征， 并

指出操纵者倾向于操纵市值规模较小股票。 向中兴

（２００６） ［２３］通过分析证监会公布的市场操纵案例， 研

究发现市值规模较小的股票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尹筑

嘉和黄建欢 （２００８） ［２４］研究发现市场操纵与公司治理

间存在密切联系， 并建议通过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遏制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 Ｉｍｉｓｉｋｅｒ 和 Ｔａｓ （２０１３） ［４］

通过分析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６年间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

市场操纵违规案例， 研究发现规模较小、 收益水平较

差、 资产负债率较高以及前期发生过市场操纵行为的

上市公司股票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李志辉和邹谧

（２０１８） ［５］研究发现， 我国股票市场中市值规模较小、
经营绩效水平较差、 前期发生过市场操纵行为的股票

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在收盘价市场操纵识别方面，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和 Ｗｕ

（２００６） ［３］认为， 股价在被操纵期间上涨后， 通常会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明显下降。 Ｃｏｍｅｒｔｏｎ⁃Ｆｏｒｄｅ
和 Ｐｕｔｎｉｎｓ （２０１１） ［２５］对被操纵股票当日收盘价与下

一交易日上午 １１ 点买卖报价均值进行比较后发现，
被操纵股票在下一交易日开盘后会发生显著价格逆

转。 Ａｉｔｋｅｎ等 （２０１５） ［２６］通过构建收盘价操纵识别模

型， 发现市场操纵行为会降低市场有效性。 李志辉等

（２０１８） ［２７］认为发生收盘价操纵的股票， 其股价在被

操纵当日收盘前最后时间段内和下一个交易日开盘时

间段内将出现异常变化， 并据此构建模型以识别和监

测收盘价操纵行为。
（四） 假设提出

显然， 操纵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操纵成本相对较

低、 操纵难度相对较小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操纵目

标。 从这一角度出发， 本文认为进攻型战略公司更容

易被市场操纵。
一方面， 相较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进攻型战略公司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 （Ｂｅｎｔｌｅｙ⁃Ｇｏｏｄｅ 等， ２０１７［１９］ ）。
一是进攻型战略公司研发投入和市场拓展费用高， 产

出不确定性更高。 因此， 管理层为了满足公司较高的

融资需求， 隐藏公司负面信息， 会导致公司与投资者

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 二是进攻型战略公司致力

于开发新产品、 进入新市场， 产品质量、 价格等缺少

行业标准， 公司特质信息不能及时反馈到市场。 三是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会计信息稳健性更差 （刘行，
２０１６［２８］）， 信息披露质量更低， 导致信息不对称程度

相对较高。
另一方面， 相较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进攻型战略

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更低 （王化成等， ２０１６［８］ ）。 一

是进攻型战略公司投资回报周期相对较长， 导致公司

当期利润和现金流下降， 加剧了公司业绩波动性，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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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 因此， 公司面临较高的财

务压力和融资约束， 公司高管更可能出现财务舞弊、
粉饰业绩行为。 二是进攻型战略公司的内部结构相对

复杂、 分散， 公司组织架构相对不稳定， 公司内部控

制水平相对较低， 容易发生操作风险等， 股价波动相

对较大。
综上可知， 进攻型战略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

高、 内部控制质量更低， 其操纵成本相对较低， 操纵

难度相对较小， 且其本身股价的波动性较大， 为操纵

者躲避监管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逻辑如图 １所示）：
假设 １： 相较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进攻型战略公

司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假设 ２： 公司战略通过信息渠道影响市场操纵。
假设 ３： 公司战略通过内部控制渠道影响市场

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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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公司战略对市场操纵的影响机制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数据为样本

区间。 同时， 本文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 剔除

变量缺失值以及异常值样本， 最终获得共计 １６ ０７４

个观测值。 本文被解释变量采用分时高频交易数据，
来源于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Ｔｉｃ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数据库， 其余数

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ＣＳＭＡＲ） 和经济金融数据库

（ＣＣＥＲ）。 此外，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１％ ～９９％分

位做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

表 １ 样本变量的选取

变量 含义 说明

ｍａｎｉ 市场操纵的指标 公司当年是否发生市场操纵的哑变量， 是为 １， 否则为 ０

Ｍａｓ 市场操纵的指标 公司当年发生市场操纵的次数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公司战略 通过赋值公司战略六个维度， 并进行加总， 得出公司战略综合评分

Ａｎａｌｙｓｔ 分析师关注度 每只股票分析师关注人数加 １取对数

Ｇｒｏｗｔｈ 成长性 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Ｓｉｚｅ 总资产 对资产总值加 １取对数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换手率 换手率年度均值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股权集中度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Ｂｉｇ４ 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当年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哑变量， 是为 １， 否则为 ０

ＳＯＥ 公司产权性质 公司是否为国有企业的哑变量， 是为 １， 否则为 ０

Δ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行业激进度 本年度公司战略减去公司战略行业—年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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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含义 说明

ＲＳＱ 股价信息含量度量指标 衡量公司与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 其值越大， 代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迪博内控指数 每只股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加 １取对数

Ｌｎｍａ 疑似发生市场操纵金额
依据构建的操纵识别模型， 计算每只股票每年发生操纵行为的总操纵金额， 再对其加 １
取对数。 其值越大， 说明市场操纵行为越严重

Ｐｒｏ 进攻型战略的哑变量 如果公司战略值大于 ２３， Ｐｒｏ 取 １， 否则取 ０

Ｄｅｆ 防御型战略的哑变量 如果公司战略值小于 １３， Ｄｅｆ 取 １， 否则取 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管理层中有学术背景的人员占比 衡量公司管理层学术背景的指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管理层中有海外背景的人员占比 衡量公司管理层海外背景的指标

Ａｇｅ 管理层平均年龄 公司管理层的平均年龄

Ｄｅｇｒｅｅ 管理层平均教育水平
公司管理层的教育水平， 并按照中专及中专以下、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研

究生进行分类， 并依次取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Ｇｅｎｄｅｒ 管理层性别占比 公司管理层男性人数的占比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公司战略行业均值 公司所在行业战略评分的年度均值

Ｍａｒｋｅｔ 经济板块
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发展战略划分为东部率先地区、 中部崛起地

区、 东北振兴地区和西部大开发地区四个经济板块 （Ｍａｒｋｅｔ）， 并依次取值为 ４、 ３、 ２、 １

（二） 核心变量： 公司战略的度量

本文 借 鉴 Ｂｅｎｔｌｅｙ 等 （ ２０１３ ） ［１］ 和 孟 庆 斌 等

（２０１８） ［１１］做法， 从六个维度来衡量公司战略： １ 研

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 ２ 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之

比； ３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４ 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与

营业收入之比； ５ 员工人数波动性； ６ 固定资产与

总资产之比。 根据已有文献的赋值方法， 本文首先计

算它们过去五年的移动平均值， 接着按照年度－行业

将各指标从小到大平均分为五组。 对于变量 １ ～变量

５， 本文按照从小到大， 依次给这 ５ 组赋值为 １、 ２、
３、 ４、 ５分； 对于变量 ６， 本文按照从小到大， 依次

给这 ５ 组赋值为 ５、 ４、 ３、 ２、 １ 分。 最后， 将各组

评分相加， 得出公司战略得分， 其取值范围在６ ～ ３０
分之间。 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得分小于 １３ 分的，
属于防御型战略； 得分在 １３ 到 ２３ 分之间的， 属于

分析型战略； 得分大于 ２３ 分的， 属于进攻型战略。
其中， 公司战略得分越高， 代表公司战略越激进。

（三） 核心变量： 市场操纵的度量

本文借鉴 Ａｉｔｋｅｎ 等 （２０１５） ［２６］的做法， 通过构

建尾市价格偏离模型 （ Ｅｎｄ ｏｆ Ｄａｙ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来识别疑似发生收盘价操纵的股票。 如果交

易日 ｔ 内股票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本文将判定其

发生了收盘价市场操纵：
１ 当天交易结束前 １５分钟内股票价格出现异常

变化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Ｅｎｄ ｏｆ ｄａｙ Ｐｒｉｃｅ Ｃｈａｎｇｅ）， 即：

ΔＥＯＤｉｔ≥ΔＥＯＤｉｔ＋３σｉ 或 ΔＥＯＤｉｔ＜ΔＥＯＤｉｔ－３σｉ

（１）

其中， ΔＥＯＤｉｔ ＝ （Ｐｅｎｄ，ｉｔ －Ｐｅｎｄ－１５ｍｉｎｓ，ｉｔ） ／ Ｐｅｎｄ－１５ｍｉｎｓ，ｉｔ表示交

易日 ｔ 内股票 ｉ 的收盘价相对收盘前 １５分钟成交价格

的变化率， Δ ＥＯＤｉｔ ＝
１
３０

×∑
ｔ ＝ －１

ｔ ＝ －３０
ΔＥＯＤｉｔ 为交易日 ｔ 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滚动窗口下交易结束前 １５ 分钟股票价格

变动率的平均值， σｉ 为相同时间窗口下 ΔＥＯＤｉｔ的标

准差。
２ 交易日 ｔ＋１ 股票的开盘价出现价格回转， 且

其回转幅度大于交易日 ｔ 尾市价格变化的 ５０％， 即：

（ＣＰ ｔ－ＯＰ ｔ＋１） ／ （ＣＰ ｔ－ＣＰ ｔ－１５ｍｉｎｓ）×１００％≥５０％ （２）

其中， ＣＰ ｔ 和 ＣＰ ｔ－１５ｍｉｎｓ分别代表股票 ｉ 在交易日 ｔ 的收

盘价和收盘前 １５ 分钟的交易价格， ＯＰ ｔ＋１代表股票 ｉ
在交易日 ｔ＋１的开盘价。

３ 在交易日 ｔ 结束前最后 １５ 分钟至交易日 ｔ＋１
开盘前， 没有与股票 ｉ 相关的信息发布， 排除上市公

司披露公告、 谣言澄清等因素对股价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本文得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股票 ｉ 交

易日 ｔ 内是否发生收盘价操纵的日度数据。 进一步

地， 本文构建公司当年是否发生市场操纵的哑变量

（ｍａｎｉ） 和公司当年发生市场操纵的次数 （Ｍａｓ） 作

为主要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０４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金融保险·

（四） 模型识别的精确度

本文为验证尾市价格偏离模型 （Ｅｎｄ ｏｆ Ｄａｙ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的有效性， 搜集整理了证监会公

开披露的市场操纵处罚案例， 并与模型监测结果进行

了比较。 经比较后发现， 发生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的市

场操纵处罚案例中， 涉及 ２１４只股票， 其中有 １０８ 只

股票被成功监测到①， 这充分表明该识别模型在识别

市场操纵行为方面有较高的准确性。
通过分析证监会公开披露市场操纵处罚案例， 研

究发现在操纵期间， 证监罚字 （２０１６） １２０ 号的国农

科技、 证监罚字 （２０１４） １２号丰原药业和川化股份等

均为进攻型战略公司。 同时， 通过对已查处案例的公

司战略均值进行分析， 发现已查处案例的公司战略均

值为 １９ ０７３ ４５， 而未被查处部分的均值为 １７ ９９１ １。
由于本文所做假设为： 相较于防御型战略公司， 进攻

型战略公司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但并非所有被操纵股

票的公司战略为进攻型战略， 这就导致操纵组公司战

略的均值可能要小于本文进攻型战略的划分标准。 尽

管如此， 本文的统计性检验显示， 操纵组股票的战略

均值要高于未操纵组股票， 这说明被操纵组股票中公

司的战略较为激进， 从侧面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五） 计量模型

本文借鉴王化成等 （２０１６） ［８］ 的研究， 运用式

（３） 和式 （４） 模型对本文基准回归进行实证检验，
具体而言： 在式 （３） 中， 本文运用 ｌｏｇｉｔ 和 ｐｒｏｂｉｔ 模
型进行实证检验， 被解释变量为 ｍａｎｉ； 在式 （ ４）
中， 本文运用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

验， 被解释变量为 Ｍａｓ。 此外，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是

公司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同时控制了其他市场操纵行为

的影响因素， 如表 １所示。 在式 （３） 和式 （４） 中，
主要考察公司战略的系数 β０， 根据研究假设， 本文

预期其显著为正， 即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

相关。

ｍａｎｉ ＝ １［α ＋ β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Ｉｎｄ ＋ ε ＞ ０］ （３）

Ｍａｓ ＝ α ＋ β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Ｉｎｄ ＋ ε （４）

四、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公司战略的均值为 １８ ０００， 最大值为 ３０， 最小值为

６， 说明上市公司的公司战略存在较大的差异。 同时，
本文被解释变量 ｍａｎｉ 的均值为 ０ ０９７， 说明市场中

疑似发生市场操纵的概率为 ９ ７％， 符合现实情况。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标准差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２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ｍａｎｉ １６ ０７４ ０ ２９６ ０ ０９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Ｍａｓ １６ ０７４ ０ ４１３ ０ １２１ ７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６ ０７４ ３ ８２６ １８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６ ０００ １８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２１ ０００

Ｓｉｚｅ １６ ０７４ １ ４４９ ２１ ８７０ ２６ ８９０ １９ ０１０ ２１ ６９０ ２０ ８７０ ２２ ６４０

Ｂｉｇ４ １６ ０７４ ０ ２４０ ０ ０６２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１６ ０７４ ０ ８６６ ２ ０２１ ３ ７６１ ０ ６９３ ２ ０７９ １ ３８６ ２ ７０８

Ｌｅｖ １６ ０７４ ０ ２２６ ０ ４３６ ０ ９７５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４２４ ０ ２５２ ０ ６０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６ ０７４ ３７ ５７０ １７ ３９０ ２１４ ４００ －５９ ４２０ １１ ８１０ －１ ６７７ ２８ ４２０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１６ ０７４ ０ ２１６ ０ ６２８ １ ０００ ０ １８５ ０ ６１９ ０ ４６６ ０ ７８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１６ ０７４ ５ ０６１ ６ ３０４ ２５ ８３０ ０ ００１ ４ ８０８ ２ ７５６ ８ ３５０

ＳＯＥ １６ ０７４ ０ ４８４ ０ ６２１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Δ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６ ０７４ ３ ５２７ ０ ０００ １２ ３１４ －１３ ６９９ ０ １３９ －２ ４９５ ２ ３４６

ＲＳＱ １６ ０４０ １ ２５４ １ １１０ １５ ６６５ －１ ７１２ ０ ９３５ ０ ２５６ １ ７４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１４ ０９４ ０ １５０ ６ ４８９ ６ ９０３ ２ １９３ ６ ５１４ ６ ４４２ ６ ５６１

１４
① 受篇幅所限， 文中未列出收盘价操纵模型成功识别的操纵案例，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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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样本数 标准差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２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Ｌｎｍａ １６ ０７４ ３ ９１４ １ １５４ １８ ７２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Ｐｒｏ １６ ０７４ ０ ４８７ ０ ３８８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ｅｆ １６ ０７４ ０ ２１８ ０ ０５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１４ ９８５ ０ ２５５ ０ １８３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６７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１４ ９８５ ０ ２３５ ０ ０９９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０

Ａｇｅ １４ ９８５ ３ ８３２ ４６ ５０９ ６４ ０００ ３１ ０００ ４６ ６２５ ４４ ０００ ４９ ２２２

Ｄｅｇｒｅｅ １４ ９８５ ０ ５６７ ３ ２０４ ５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３ ２００ ２ ８７５ ３ ６００

Ｇｅｎｄｅｒ １４ ９８５ ０ １５４ ０ ８４８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６９ ０ ７５０ １ ０００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６ ０７４ １ ２２０ １８ ６３７ ２４ ３３３ １２ ０００ １８ ８６０ １８ ２９３ １９ ４７９

Ｍａｒｋｅｔ １６ ０７４ １ ０９５ ３ ３１１ ４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二） 基准回归

本文分别采用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泊松回归以及负二

项回归进行实证回归， 探究公司战略对市场操纵的影

响。 表 ３中给出了我们的回归结果， 在列 （１）、 列

（２） 中， 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影响均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列 （ ３）、 列 （ ４） 中， 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影响分别在 １％和 ５％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 这说明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相关，
即公司战略越激进， 越容易被市场操纵。

表 ３ 基准回归

（１） （２） （３） （４）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ｍａｎｉ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ａ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ａｓ
Ｎｂｒｅ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９ ７∗∗∗

（０ ００３ ５）
０ ０１４ ７∗∗∗

（０ ００５ １）
０ ０１４ ５∗∗

（０ ００５ ６）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１４ ６∗∗∗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０４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０８５ 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 ０１５ ２）
－０ ０９４ ６∗∗∗

（０ ０２１ ６）
－０ ０９４ ５∗∗∗

（０ ０２４ １）

Ｂｉｇ４
－０ ２９９ １∗∗∗

（０ １１４ ６）
－０ １４８ 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 ３６３ ４∗∗∗

（０ １００ ５）
－０ ３５１ ２∗∗∗

（０ １０７ ３）

Ｓｉｚｅ
－０ ２０７ ２∗∗∗

（０ ０２３ ８）
－０ １２０ ２∗∗∗

（０ ０１３ ５）
－０ １９１ ２∗∗∗

（０ ０１８ ８）
－０ ２０４ １∗∗∗

（０ ０２１ ９）

Ｌｅｖ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 ０２６ １
（０ ０６４ １）

－０ ０２７ 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１０１ 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０ ５７０ ２∗∗∗

（０ １４５ ３）
０ ３２２ ３∗∗∗

（０ ０８１ ３）
０ ６６６ ２∗∗∗

（０ １１７ ６）
０ ６７８ ７∗∗∗

（０ １３１ 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８６２ ２∗∗∗

（０ ５５７ ４）
１ ０７５ ９∗∗∗

（０ ３１０ ７）
１ ５６８ ５∗∗∗

（０ ４５０ ７）
１ ８３８ １∗∗∗

（０ ５１０ ４）

续前表

（１） （２） （３） （４）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ｍａｎｉ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ａｓ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Ｍａｓ
Ｎｂｒｅｇ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０７４ １６ ０７４ １６ ０７４ １６ ０７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５ ４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３２ ９

Ｃｈｉ２ ５２３ ８０ ５２７ ９８ ７３３ ６０ ５９８ ２７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和∗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的

水平上显著。 下同。

此外， 本文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我们发现换手

率、 公司规模、 分析师关注度以及公司的审计机构是

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 说明流动性较大、 市值规模较大、 分析师

关注度较高以及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上市公司

更难被市场操纵。 同时， 股权集中度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股权集中与市场操纵显

著正相关。 这些结论与已有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因素

研究相一致， 符合本文预期。
进一步地， 本文借鉴孙健等 （２０１６） ［９］ 的做法，

将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替换成进攻型战略的哑变量 （Ｐｒｏ） 和

防御型战略的哑变量 （Ｄｅｆ）， 如果公司战略值大于 ２３，
Ｐｒｏ 取 １， 否则取 ０； 如果公司战略值小于 １３， Ｄｅｆ 取
１， 否则取 ０， 其余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相一致。

实证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变量 Ｐｒｏ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
影响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变量 Ｄｅｆ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影响并不显著， 说明进攻型战略公司更容易被市场

操纵， 而防御型战略公司并不会受到市场操纵的影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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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本文在替换主要被解释变量后， 得出同样的实证

结论。 因此， 本文的假设 １成立。

表 ４ 变量 Ｐｒｏ 和 Ｄｅｆ 对市场操纵的影响

（１） （２）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ｍａｎｉ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
０ １３２ １∗∗

（０ ０６１ ８）
０ ０７６ １∗∗

（０ ０３５ １）

Ｄｅｆ
－０ １６８ ５
（０ １１４ １）

－０ ０９１ ６
（０ ０６１ 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００７ ４∗∗∗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１ ３）

Ｂｉｇ４
－０ ３３７ ５∗∗∗

（０ １０９１）
－０ １６７４∗∗∗

（０ ０５６ ２）

Ｓｉｚｅ
－０ ２３５ ０∗∗∗

（０ ０２０ ９）
－０ １３３ ０∗∗∗

（０ ０１１ ６）

Ｌｅｖ
０ ０７７ ９
（０ １０４ ０）

０ ０５９ ４
（０ ０５８ 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０ ４５０ ３∗∗∗

（０ １３６ ２）
０ ２５０ ７∗∗∗

（０ ０７５ 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２６０ ５∗∗∗

（０ ４４０ ０）
１ ７８８ ０∗∗∗

（０ ２４３ ３）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０７４ １６ ０７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 ０３４ ２

Ｃｈｉ２ ５６２ ０２ ５６６ ２６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本文进一步运用 ｌｏｇｉｔ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

归模型进行实证回归， 探究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
基于公司战略视角。 实证结果①表明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８ ５ 和 ０ ０１７ １， 分别在 １０％和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市场操纵行为受到公司

战略的显著影响。
２ 为了验证本文实证的稳健性， 本文延长样本

区间， 使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沪深两市 Ａ 股数据为样本

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 样本扩增到 １８ ２５８ 个观测值。
实证结果②中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显然， 延长样本区间至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相关，
并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 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
３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基准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

将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１）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疑似发生市场操纵金额对

数 （ｌｎｍａ）。 （２） 将公司战略替换为公司战略差异度

进度 （Δ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即本年度公司战略减去公司战略

行业—年度均值 （马宁和靳光辉， ２０２１［２９］）。
从实证结果③中可以看出， 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回归

系数为 ０ ０３５ ６，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公司战略

越激进， 疑似发生市场操纵的股票其涉及的操纵金额

数目越大。 这也与本文基准回归的结论相一致。 同

时， 公司战略行业激进度 （Δ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对市场操纵

的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显著为正。 这说明相较于战略

行业均值， 公司战略行业激进度越高， 越容易被市场

操纵。
４ 本文基准模型选取的样本区间为沪深两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 但在此期间股票市场发生过剧烈

的动荡。 因此， 本文为保证样本区间处于一个相对平

稳的时期， 将剔除股价异常波动的 ２０１５ 年数据， 进

行重新回归， 实证结果④表明。 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回归系

数分别为 ０ ０１６ ０和 ０ ００８ ８， 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 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相一致。

五、 作用机制检验

（一） 公司战略是否通过信息渠道影响市场操纵

本文 在 借 鉴 Ｃｈｅｎ 等 （ ２００６ ） ［３０］、 郝 项 超 等

（２０１８） ［３１］中股价特质信息 ＩＲ （其中， ＩＲ ＝ １－Ｒ２） 的

基础 上， 参 考 朱 红 军 等 （ ２００７ ） ［３２］、 李 志 辉 等

（２０２１） ［３３］以及李志辉等 （２０２１） ［３４］的相关研究， 运

用 ＲＳＱ 指标代表股价信息含量。 本文以单因子

ＣＡＰＭ模型的拟合优度 Ｒ２ 来衡量了股价中市场信息

的含量。 其中， 个股的收益率 ｒｉｔ作为被解释变量， 沪

深两市以市值加权后的市场日收益率 ｒｍｔ作为主要解

释变量， 然后每个股票按年度进行回归下式 （５），
进而得到单因子 ＣＡＰＭ模型的拟合优度 Ｒ２。

ｒｉｔ ＝β０＋β１ｒｍｔ＋μ （５）

３４
①②③④ 受篇幅所限， 文中未列出回归结果，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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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计算出 ＲＳＱ：

ＲＳＱ＝ ｌｏｇ（Ｒ２ ／ （１－Ｒ２）） （６）

ＲＳＱ 的数值越大， 说明 ＣＡＰＭ 模型中 Ｒ２ 越大，
股价包含特质信息越少， 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越高。 具体而言， 当公司特质信息对股票收

益影响越大， 收益率离中趋势越明显， 残差也越大，
所以回归方程的 Ｒ２ 越小 （游家兴等， ２００７［３５］ ）。 于

是， 大量学者运用 Ｒ２ 来反映股价包含市场信息的含

量， 其值越高说明企业特质信息进入股价的比例越

低， 股价包含公司层面信息越少， 因而公司与投资者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由于本文主要被解释变

量 ｍａｎｉ 为哑变量， 本文借鉴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 （２０１２） ［３６］给
出的对离散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这种方法不

仅适用于一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 其对多个中

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同样适用 （方杰等，
２０１７［３７］）。 具体步骤如下：

１ 通过式 （７） （基准模型） 检验公司战略对市

场操纵带来的影响， 发现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

相关， 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ｍａｎｉ ＝ １［α ＋ β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Ｉｎｄ ＋ ε ＞ ０］ （７）

２ 通过式 （８） 检验公司战略对投资者信息不对

称程度 （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的影响， 并记录其影

响系数及标准差。

ＲＳＱｉ，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ｔ ＝ α ＋ β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Ｙｅａｒ ＋∑Ｉｎｄ ＋ ε （８）

３ 在回归模型 （７） 中加入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程

度指标 （公司内部控制指标）， 并根据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
（２０１２） ［３７］的方法进一步计算用于中介效应检验的统

计量 Ｚｍｅｄｉａ， 接着利用 Ｚ 检验来检验 Ｚｍｅｄｉａ是否显著，
若 Ｚｍｅｄｉａ显著， 则说明存在由中介变量导致的中介

效应。

ｍａｎｉ＝ １［α＋β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β１ＲＳＱｉ，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ｔ
＋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Ｙｅａｒ ＋∑Ｉｎｄ ＋ ε ＞ ０］

（９）

实证结果如表 ５ 所示， 通过分析列 （１）， 本文

发现公司战略与 ＲＳＱ 显著正相关， 即公司战略激进

会加剧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程度。 再者， 通过分析列

（２）， 发现 ＲＳＱ 与市场操纵显著正相关， 即投资者信

息不对称程度上升， 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最

后， 通过计算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量 Ｚｍｅｄｉａ ＝ ２ ０２４＞
１ ９６， 说明 Ｚｍｅｄｉａ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即说明存在由

中介变量 ＲＳＱ 导致的中介效应。 因此， 说明公司战

略通过影响中介变量 ＲＳＱ 对市场操纵产生影响， 本

文的假设 ２成立。

表 ５ 信息渠道传染机制 （中介效应模型）

（１） （２）

ＲＳＱ
ＯＬＳ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１２ ０∗∗∗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０６ ３）

ＲＳＱ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０１２ 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２８ ３∗∗∗

（０ ００４ ９）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１１６ ８∗∗∗

（０ ０１０ ７）
－０ ０８２ ０∗∗∗

（０ ０２７ １）

Ｂｉｇ４
０ ０４１ ５
（０ ０３７ ２）

－０ ２９５ １∗∗

（０ １１４ ７）

Ｓｉｚｅ
－０ ２３４ １∗∗∗

（０ ００８ ５）
－０ ２２２ ２∗∗∗

（０ ０２４ ５）

Ｌｅｖ
０ ２２４ ８∗∗∗

（０ ０４７ １）
０ ０３５ ４
（０ １１０ 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０ ７７４ ５∗∗∗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６１８ ４∗∗∗

（０ １４６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 １２６ ７∗∗∗

（０ １９２ ３）
２ １９３ ９∗∗∗

（０ ５７１ ２）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０４０ １６ ０４０

Ｒ２ ０ ２６２ ３ ０ ０３６ ２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和∗分别代表在 １％、 ５％和 １０％水

平上显著。

（二） 公司战略是否通过内部控制影响市场操纵

本文借鉴赵息和张西栓 （２０１３） ［３８］的做法， 运用

迪博内控指数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表示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
使用中介效用模型探究公司战略是否通过内部控制渠

道影响市场操纵。
实证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通过分析列 （１）， 发现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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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对变量 ｍａｎｉ 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 说明公司战略与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显著负相

关， 即公司战略激进降低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 再

者， 通过分析列 （３）， 发现内部控制指数与市场操

纵显著的负相关， 即内部控制质量上升会抑制市场操

纵发生。 最后， 通过计算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量

Ｚｍｅｄｉａ ＝ １ ８４８＞１ ６５， 说明 Ｚｍｅｄｉａ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存在由中介变量导致的中介效应。 因此， 这说明

公司战略通过中介变量内部控制对市场操纵产生影

响， 本文的假设 ３成立。

表 ６ 内部控制渠道传染机制 （中介效应模型）

（１）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ＬＳ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００６ 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０ ４４５ ０∗∗∗

（０ １２５ 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６ ２∗∗∗

（０ ００６ ０）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 ０２９ １）

Ｂｉｇ４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００４ ７）
－０ １９８ １∗

（０ １１８ ４）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７ ９∗∗∗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３６６ ７∗∗∗

（０ ０２８ ７）

Ｌｅｖ
－０ ０７３ ３∗∗∗

（０ ００６ ９）
０ ２０４ ８
（０ １４１ 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１）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００７ ３）
１ ０７７ ８∗∗∗

（０ １５７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 ０９３ ８∗∗∗

（０ ０２６ ５）
２ ２５０ ７
（１ ４０３ １）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 ０９４ １４ ０９４

Ｒ２ ０ １３６ ５ ０ ０４７ ８

六、 进一步研究

（一） 公司产权性质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

影响

本文根据公司的产权性质， 将公司划分为国企组

和非国企组。 回归结果如表 ７所示。 在非国企组， 变

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１６ ６， 在 ５％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 说明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相关。 但在

非国企组， 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关系并不显著。 本文

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国企与政府部门存在一定关联， 因

而面 临 着 较 小 的 融 资 约 束 （余 明 桂 和 潘 红 波，
２００８［３９］）。 所以， 国企在采取进攻型战略时， 能够得

到银行或者政府的资金支持， 避免了由于资金短缺而

引发的信用违约风险、 财务造假以及信息披露违规等

情况。 在公司战略激进程度相当情况下， 相较于非国

企， 国企体系更加成熟、 面临内外部监督更多， 内部

控制相对更为完善， 这提升了操纵该股票的操纵成本

以及操纵难度， 减少了其被市场操纵的可能性。

表 ７ 产权性质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影响

（１） （２）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国企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非国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１１ ９）

０ ０１６ ６∗∗

（０ ００７ ９）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４７ ０∗∗∗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１９ ３∗∗∗

（０ ００５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０８６ 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 １１６ １∗∗∗

（０ ０３４ ６）

Ｂｉｇ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１４５ ４）

－０ ６１８ ９∗∗∗

（０ ２１４ ２）

Ｓｉｚｅ
－０ ３５５ ２∗∗∗

（０ ０４３ ２）
－０ ０８３ ０∗∗

（０ ０３４ ６）

Ｌｅｖ
０ ２２６ ３
（０ ２０３ ２）

－０ ０８８ ４
（０ １５３ ２）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２）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１ ０７０ ３∗∗∗

（０ ２７１ ０）
０ ２６６ ８
（０ １８９ 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４ ９８５ ４∗∗∗

（０ ９８５ １）
－０ ６１０ ７
（０ ８０４ ９）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５ ７９０ ８ ９７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６ ６ ０ ０２２ ４

（二） 公司的审计机构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

影响

本文根据公司的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

所， 将公司划分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组和非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组。 表 ８给出了我们的回归结果， 在非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组， 公司战略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１７ ５，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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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

著正相关。 而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组， 公司战略与市

场操纵关系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具有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良好的声誉。
一方面， 专业胜任能力可以帮助公司感知并发现公司

战略激进所带来的风险， 并能更有效地评估进攻型战

略公司发生重大错报风险以及可能性， 提升了操纵该

股票的操纵成本以及操纵难度。 另一方面， 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的信用背书， 说明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

可靠性， 减缓信息不对称程度， 进而减缓了公司战略

对市场操纵的影响。

表 ８ 公司的审计机构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影响

（１） （２）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四大会计事务所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非四大会计事务所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１２ ６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１７ ５∗∗∗

（０ ００６ 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 ００４ ９）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１１ 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 ００２ ８）

Ｓｉｚｅ
－０ ３６３ ０∗∗∗

（０ １１７ ５）
－０ １９９ ７∗∗∗

（０ ０２４ ７）

Ｌｅｖ
０ ０１７ ５
（０ ８１３ ７）

０ ０３７ ８
（０ １１０ ９）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１）

Ｔｏｐ５Ｈｏｌｄ
０ ５７３ ４
（０ ７４５ １）

０ ５６４ ７∗∗∗

（０ １４８ 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 ３１１ ９∗∗

（２ ７２８ ９）
１ ５８２ ５∗∗∗

（０ ５８１ ７）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 １５０ １４ ８８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２４ ０ ０ ０２８ ３

七、 内生性检验

（一） 遗漏变量的测试

本文认为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间的关系可能受到

管理层特征等遗漏变量的影响。 为此， 本文在基准模

型的基础上， 引入较为常见的管理层特征变量： 管理

层平均年龄 （Ａｇｅ）、 管理层性别占比 （Ｇｅｎｄｅｒ）、 管

理层平均教育水平 （Ｄｅｇｒｅｅ）、 管理层是否有海外背

景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管理层是否有学术背景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在加入管理层特征控制变量后， 重新进行回归， 发现

公司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７ ９ 和

０ ０１４ ３， 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加入管理

层特征变量后， 并未改变本文的实证结论， 市场操纵

仍受到公司战略显著影响 （实证结果如表 ９所示）。
同时， 实证结果显示， 变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均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管理层学术背景较强的公司更

容易被市场操纵； 变量 Ａｇｅ 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 说明管理层的平均年龄较大的公司更难被市场

操纵。

表 ９ 遗漏变量测试

（２） （１）

ｍａｎｉ
Ｌｏｇｉｔ

ｍａｎｉ
Ｐｒｏｂｉ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０１４ ３∗∗

（０ ００６ ５）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０３ 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０ ４３２ １∗∗∗

（０ １２８ ６）
０ ２５５ ６∗∗∗

（０ ０７２ ９）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０ ３７０ ０∗

（０ １９９ ５）
０ ２０９ ３∗

（０ １１２ ８）

Ａｇｅ
－０ ０１５ ５∗∗

（０ ００６ 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 ００３ ８）

Ｄｅｇｒｅｅ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４３ 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２４ 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２４９ ４∗

（０ １４９ ９）
０ １３９ ８∗

（０ ０８４ 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０６１ ２∗∗∗

（０ ６２４ １）
１ １９７ ６∗∗∗

（０ ３４８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４ ９８５ １４ ９８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０３６ １

（二）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

为解决文章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运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 本文将

公司划分为进攻型战略组 （Ｐｒｏ ＝ １） 和非进攻型战

略组 （Ｐｒｏ ＝ ０）， 若公司战略大于 ２３， 属于进攻型

战略组， 否则属于非进攻型战略组。 其次， 本文选

取较为常见的公司战略行业均值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和

经济板块 （Ｍａｒｋｅｔ） 作为工具变量 （王化成等，
２０１６［８］； 孟庆斌等， ２０１８［１１］； 袁蓉丽等， ２０２０［４０］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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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公司战略行业均值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表示公司

所在行业战略评分的年度均值。 经济板块 （Ｍａｒｋｅｔ）
是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发展战

略划分为东部率先地区、 中部崛起地区、 东北振兴地

区和西部大开发地区四个经济板块 （Ｍａｒｋｅｔ）， 并依

次取值为 ４、 ３、 ２、 １。 同时， 本模型的控制变量与

基准模型相一致。 最后， 本文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
结果显示 Ｆ 值为 ７４ １８６ （大于 １０）， 且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 因此， 该检验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

的原假设。
表 １０给出了我们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在第 一 阶 段 中 变 量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０ ２４１ ３，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Ｍａｒｋｅｔ 的回归系

数为－０ ０３９ ９，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在此基础

上， 本文计算第一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逆米尔斯比

（ＩＭＲ）， 并将它放入第二阶段进行回归。 研究发现，
进攻型战略 （Ｐｒｏ）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与市场操

纵显著正相关， 说明本文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实证结

论与基准模型相一致。

表 １０ 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

（１） （２）

第一阶段

Ｐｒｏ
第二阶段

ｍａｎｉ

Ｍｉ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０ ２４１ ３∗∗∗

（０ ０４９ １）

Ｍａｒｋｅｔ
－０ ０３９ ９∗∗∗

（０ ０１４ ３）

Ｐｒｏ
０ ０７８ ４∗∗

（０ ０３７ ２）

ＩＭＲ
－０ ２９４ ９∗

（０ １７６ 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７８４ ６∗∗∗

（０ ９７９ １）
１ ０６１ ４∗∗∗

（０ ３２８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Ｎ １６ ０７４ １６ ０７４

Ｒ２ ０ １０８ ９ ０ ０３５ ５

八、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沪深两市数据为样本， 采

用 ｌｏｇ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泊松回归以及负二项回归模型， 探

究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公司战略视角，
并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更进一步研究。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通过构建公司战略指标， 探究市场操纵行为的

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显著正相

关， 即进攻型战略公司更容易被市场操纵。 第二， 运

用中介效用模型分别从信息渠道、 公司内部控制渠道

两个方面， 阐述公司战略对市场操纵的影响机制， 弥

补了当前领域的空白。 第三， 进一步分析公司产权性

质和审计机构对公司战略与市场操纵的影响， 研究发

现产权性质与审计机构的差异能显著影响公司战略与

市场操纵的关系。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结合现实背景， 给出

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 进攻型战略公司更容易被市

场操纵， 进而会带来对公司股价的冲击以及市场公

平、 公正的破坏。 因此， 相关的监管部门可以重点关

注进攻型战略公司， 严防其公司股票的市场操纵行

为， 从而达到节约监测成本的目的。 同时， 监管部门

可以根据上市公司的战略进行分组， 设立不同的监测

指标和预警红线， 实现差异化监管， 完善市场操纵的

监管体系。 第二， 本文能提醒投资者谨慎投资进攻型

战略公司股票， 避免遭受到市场操纵带来的损失。 同

时， 针对前期被市场操纵过的上市公司， 投资者应该

谨慎地进行选择， 相关的监管部门也需要针对此类型

股票进行重点监测， 同时加大市场操纵打击力度。 第

三， 通过分析公司战略对市场操纵的影响机制， 公司

战略主要从信息渠道和内部控制渠道影响市场操纵。
因此， 为避免遭受市场操纵的影响， 上市公司应阻断

其传导路径： 一方面， 应完善公司信息披露机制， 提

升公司会计信息稳健性， 避免公司财务出现瞒报、 误

报等情况， 加强与市场的信息交流， 缓解信息不对

称， 提升本公司股票被市场操纵的成本和难度， 抑制

市场操纵的发生； 另一方面， 应完善内部控制， 规范

管理层行为。 同时， 可以通过设计激励机制， 减少管

理层的代理问题， 缓解进攻型战略对公司带来的负面

影响， 降低公司股票被市场操纵的可能性。 第四， 通

过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非国企以及审计机构非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 公司战略越激进， 越容易被

市场操纵。 监管部门可以重点关注非国企和审计机构

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司的市场操纵行为， 从而节

约监测成本， 进行有针对性、 有重点的市场操纵监测

工作。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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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股权融资
———来自 “沪港通” 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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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芬 邵　 涵
ＴＡ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 ＳＨＡＯ Ｈａｎ

［摘　 要］ 外源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 中国企业能否进行股权

融资、 吸收境外资本从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积极作用， 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本文

利用 “沪港通” 交易制度的实施这一自然事件， 考察了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

响。 结果发现： （１） 实施 “沪港通” 会促进国有企业股权融资； （２）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决定企业对

股权融资的需求， 实施 “沪港通” 对国有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大小与其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显著正相

关； （３） “沪港通” 的实施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标的国有企业股权融资， 即拓宽融资渠道， 增大资

金供给， 引入境外资本， 增大投资者股票需求， 最终降低标的企业融资约束。
［关键词］ 沪港通　 股权融资　 融资约束　 外部融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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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Ｃ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ｌｙ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ＳＣ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ＳＣ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ｑｕｉｔ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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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２０１８ 年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建设多元平

衡、 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

经济”。 资本市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近年

来， 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针对股市、 债

市、 期市等多项政策相继实施， 开放的广度、 深度、
便利度不断提升， 国际化进程成效显著。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日， 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公告，
批准上交所和港交所开展沪港股票市场的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 （下简称 “沪港通” ）， 允许两地投资者

通过各自所在的交易所买卖港股和 Ａ 股。 “沪港通”
交易制度实施之前， 境外投资者只能通过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简称 ＱＦＩＩ） 等渠道投资 Ａ 股， Ａ 股处于

相对封闭的状态。 “沪港通” 交易制度实施之后， 香

港投资者可以购买 “沪股通” 标的股票， 投资限制

也大幅度降低。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 １７日， “沪港通” 正式

开启， 这是我国加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引入境外成

熟的投资理念， 从而逐步改善投资者结构、 提高资本

市场运行效率而进行的重要尝试①， 将使我国资本市

场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 进而从多方面给我国资本市

场和宏观经济运行带来深远影响。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沪港通” 对引入境外资本发

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１５年， “沪股通” 的总成交金额达

到 １ ４ 万亿港元， 投资者持股市值达 １ ２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９年， “沪股通” 的总成交金额约为 ５万亿港元。

外源融资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 企业通过

在金融市场融资获得资金， 从而进行投资活动， 这是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机

制之一。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 我国的证券市场植

根于中国转型经济， 金融体系尚未完全成熟， 存在着

金融市场不发达、 金融发展程度较低、 权益资金配给

不足的问题。 在这一转型的制度环境下， 资本市场对

外开放后， 中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融资及时吸收境外

资金从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积极作用， 仍

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与以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资本市场开放方式不同， “沪港通” 交易制度分批挑

选数量有限的股票作为试点进行开放。 利用分批开放

的方式， 本文可以区分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的企业与

非标的企业， 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借助 “沪 港 通 ” 这 一 自 然 实 验， 本 文 利 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沪港通” 标的股票企业及其配对企

业数据， 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资本市场开放是否会影

响企业股权融资？ 不同企业受到的影响大小取决于什

么因素？ 资本市场开放影响企业股权融资的机制是什

么？ 研究发现： 第一， 实施 “沪港通” 会通过降低

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相较于民营

企业， 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小， 其股权融资对融资

成本的敏感度更大， 因此， “沪港通” 对国有企业的

股权融资影响更大。 第二， 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会影响企业对股权融资的需求， “沪港通” 的实施对

标的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大小与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

程度显著正相关。 第三， 本文区分了资本账户开放的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发现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即 “沪港通” 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拓宽融资渠道， 降

低标的企业融资约束， 最终促进标的企业股权融资。
因此， “沪港通” 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融资约束较小的标的企业， 而对融资约束较大的标的

企业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 其一， 现有文献对

于 “沪港通” 的研究大多是从金融市场、 企业投资

等角度出发， 而对于 “沪港通” 对企业股权融资产

生的影响， 虽然有少数研究涉及， 但是并没有系统、
深入的研究。 本文探究 “沪港通” 实施前后企业股

权融资的变化， 并联系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制分类，
发现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受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影响更

大。 进一步地， 本文还区分了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效

应与间接效应， 探究 “沪港通” 影响企业融资的机

制， 发现直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其二， 丰富和拓展

了企业股权融资相关文献。 在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和 Ｈｉｍｍ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１］构建的企业投融资决策理论模型基础上，
本文纳入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差

异， 并考虑企业所处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影

响， 从理论上证明资本账户开放对国有企业影响更

大， 且影响大小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有关。 其

三， 着眼于宏观政策下的微观主体， 探究不同微观企

业在 “沪港通” 实施后的融资行为， 为 “沪港通”
的实施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证据， 为中国今后进一

０５
① 来源： 《证监会答复关于沪港通的相关问题》， ｈｔｔｐ： ／ ／ ｋｕａｉｘｕｎ ｓｔｃ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１１１８ ／ １１８５６３２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金融保险·

步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扩大开放提供了经验支持。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

述、 理论模型与假说； 第三部分是模型设计与变量选

取；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 第五部分是稳健性

检验； 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理论模型与假说

（一） 已有文献

对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影响， 相关研究始于宏

观层面。 Ｋｏｓｅ等 （２００９） ［２］总结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

增长的相关文献， 发现整体上资本账户开放对增长的

影响结论并未达成一致。 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宏

观层面的研究着眼于总量的变化， 忽略了企业层面的

异质性。 随着企业数据可得性的提高， 相关研究得以

在企业层面进行。 企业层面已有文献表明， 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能够降低股价波动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０［３］ ）， 增

加股价信息含量 （Ｒｅｊｅｂ 和 Ｂｏｕｇｈｒａｒａ， ２０１３［４］ ）， 提

高国内股票市场价值 （Ｂｅｋａｅｒｔ 和 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００［５］ ）。
部分研究还考察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 等
（２０１８） ［６］提出权益资本流入会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增大股票发行数量， 股票发行的概率也会增长。 类似

地， Ｓｔｕｌｚ等 （２０１３） ［７］证实， 当股票市场流动性增加

时， 股票发行量也会增加。 Ｂｅｋａｅｒｔ 等 （２００５） ［８］ 及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０） ［３］的研究均发现，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

降低资金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投资。
关于 “沪港通”， 也有类似发现。 虽然 “沪港

通” 开通后， 沪市与港股之间的互联互通性没有显

著 增 加 （方 艳 等， ２０１６［９］； 闫 红 蕾 和 赵 胜 民，
２０１６［１０］）， 但是， “沪港通” 的实施提高了两个市场

间的双向波动溢出程度 （徐晓光等， ２０１７［１１］）， 降低

了股价异质性波动 （刘海飞等， ２０１８［１２］； 钟凯等，
２０１８［１３］）， 增加了标的股信息含量 （钟覃琳和陆正

飞， ２０１８［１４］ ）， 减 小 了 ＡＨ 股 溢 价 （谭 小 芬 等，
２０１７［１５］）， 促进整个沪市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回归态势

（潘慧峰等， ２０１８［１６］ ）。 企业行为方面， “沪港通”
交易制度会增强股价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 （连立

帅等， ２０１９［１７］；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１８］ ）， 促进企业提

高现金股利水平 （陈运森等， ２０１９［１９］）。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融资及融资约束的影

响也 是 一 个 重 要 内 容 和 方 向 （ Ｆｏｒｂｅｓ， ２００７［２０］；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 ２００４［２１］）， 但较少有文献系统研究 “沪
港通” 的实施对我国企业融资的影响。 金融开放与

股权融资的关系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相关。 在发展

程度更高的金融市场中， 企业可以更快地发行股票，
因此金融开放对股权融资的影响更大 （ Ｒｏｇｉｅｒ 和
Ｓｔｕｌｚ， ２０１９［２２］）。 而当资本市场存在着较大缺陷， 如

存在代理问题、 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保护时， 资本市

场对外开放的影响就可能较小 （Ｓｔｕｌｚ， ２００５［２３］ ）。 我

国的证券市场植根于中国转型经济， 金融体系尚未完

全成熟， 存在着金融市场不发达、 金融发展程度较

低、 权益资金配给不足的问题。 在这一转型的制度环

境下， 对于突增的流动性， 中国企业是否能够及时进

行股权融资， 还有待探究。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１７］［１８］在研究 “沪港通”

如何通过影响股价信息含量最终影响企业投资时， 也

探究了这一机制中企业融资的变化。 但是， 对于资本

市场开放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来说， 他们只探究了

股价信息含量这一种渠道。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 中

国企业是否能够通过股权融资及时吸收境外资本从而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积极作用， 这一影响主

要针对哪类企业， 通过何种机制， 仍有待进一步的探

索和研究。
（二） 理论模型

１ 基本模型。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 相关研究已经达成共识。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

收益率较高， 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后， 国际资本会大

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 而流动性的增加会导致国内无

风险收益率降低， 从而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

（Ｃｈａｒｉ 和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４［２４］；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７［２５］ ）。 另一

方面， 引入香港投资者能够提升投资者整体的风险承

担能力， 增大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 从而降低融资成

本 （庞家任等， ２０２０［２６］）。 同时，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也能通过增大股价信息含量、 改善公司治理情况等渠

道间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 Ｂｅｎａ 等， ２０１７［２７］；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７［２５］； Ｒｅｊｅｂ和 Ｂｏｕｇｈｒａｒａ， ２０１３［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 （２００４） ［２１］认为企业融资成本的改变

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可以通过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和 Ｈｉｍｍ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１］构建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

假设， 在资本市场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企业

的外部融资成本会高于内部融资成本。 模型设定企业

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跨期投资决策， 最大化

问题可以表示为：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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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Ｂｔ＋ｓ＋１｝∞ｓ＝ ０

Ｄｔ

　 ＋Ｅ ｔ∑
∞

ｓ ＝ １
∏

ｓ

ｋ ＝ １
（１ ＋ ｒｔ ＋ｋ）

－１( ) Ｄｔ ＋ｓ （１）

其中， 企业价值 Ｖｔ 是企业当期资本存量 Ｋ ｔ、 债权融

资 Ｂ ｔ 与产出冲击 ξｔ 的函数， ｒｔ 表示无风险利率， Ｉｔ
表示企业投资额， Ｄｔ 表示企业股利。 在该模型中，
企业需满足以下三个约束条件：

Ｄｔ ＝Π（Ｋ ｔ，ξｔ）－Ｃ（Ｉｔ，Ｋ ｔ）－Ｉｔ＋Ｂ ｔ＋１

－（１＋ｒｔ）（１＋η（Ｋ ｔ，Ｂ ｔ，ξｔ））Ｂ ｔ （２）
Ｋ ｔ＋１ ＝（１－δ）Ｋ ｔ＋Ｉｔ （３）
Ｄｔ≥０ （４）

其中， 投资的调整成本 Ｃ ｔ 是当期资本存量 Ｋ ｔ 与投资

水平 Ｉｔ 的函数， 企业债权融资成本 ηｔ 是当期资本存

量 Ｋ ｔ、 债权融资额 Ｂ ｔ 与产出冲击 ξｔ 的函数， 且
∂ηｔ

∂Ｂ ｔ
＞

０。 债券投资人的必要回报率可以表示为 （１＋ｒｔ）（１＋
η（Ｋ ｔ， Ｂ ｔ， ξｔ））。 等式 （２） 表示企业派发给股东的

股利等于企业利润 Π ｔ 与下期债权融资额之和扣除企

业投资 Ｉｔ、 投资的调整成本 Ｃ ｔ、 债券投资人必要回报

的剩余水平。 等式 （３） 为资本的积累方程， δ 表示

企业折旧率。 等式 （３） 表示除折旧后的当期资本存

量与当期投资之和即为企业下期资本存量。 不等式

（４） 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该约束的拉格朗日

乘数为 λ ｔ， 即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 由于金融摩擦

的存在， 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为非负数。 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越大， λ ｔ 越大， 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越高。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Ｖｔ

∂Ｉｔ
＝ ０， 将式 （２） ～

式 （４） 代入
∂Ｖｔ

∂Ｉｔ
＝ ０， 可以得到该模型的欧拉方程：

１＋
∂Ｃ（Ｉｔ，Ｋ ｔ）
∂Ｉｔ

＝Ｅ ｔ
１
１＋ｒｔ

æ

è
ç

ö

ø
÷

１＋λ ｔ＋１

１＋λ ｔ

æ

è
ç

ö

ø
÷
∂Ｄｔ＋１

∂Ｋ ｔ＋１
＋（１－δ）

é

ë
ê
ê{

１＋
∂Ｃ（Ｉｔ＋１，Ｋ ｔ＋１）
∂Ｉｔ＋１

æ

è
ç

ö

ø
÷

ù

û
ú
ú } （５）

将式 （２） 分别对 Ｉｔ、 Ｋ ｔ、 Ｂ ｔ、 ξｔ、 求导， 并代

入欧拉方程， 得到等式 （２） 简化后的一阶条件：

Ｅ ｔ

１＋λ ｔ＋１

１＋λ ｔ

æ

è
ç

ö

ø
÷ １＋ηｔ＋１＋

∂ηｔ＋１

∂Ｂ ｔ＋１
Ｂ ｔ＋１

æ

è
ç

ö

ø
÷{ } ＝ １ （６）

式 （６） 表明， 在做出跨期投资决策时， 企业会

调整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数量， 使得股权融资的跨期

边际成本与债权融资的跨期边际成本相等。 将式

（６） 等式两边分别对下一期股权融资成本 λ ｔ＋１求导，
整理后可以得到：

∂Ｂ ｔ＋１

∂λ ｔ＋１
＞０ （７）

式 （７） 说明， 当股权融资成本上升时， 企业会

增大债权融资。 设企业所在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为 ａ， 则企业股权融资额 Ｓｔ＋１可以表示为①：

Ｓｔ＋１ ＝ Ｉｔ＋１×ａ－Ｂ ｔ＋１ （８）

根据式 （７）、 式 （８）， 可以得到：

∂Ｓｔ＋１

∂λ ｔ＋１
＝ －
∂Ｂ ｔ＋１

∂λ ｔ＋１
＜０ （９）

式 （９） 说明， 当股权融资成本下降时， 企业会

增大股权融资。 因此， 资本市场开放可以通过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２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这种特殊的所有权分类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１７］发
现， 在股价信息含量这一渠道中， 相较于民营企业，
“沪港通” 的实施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更大。 这可

能是由于， 中国企业融资约束更多源于政府对经济的

干预， 而非市场竞争中的摩擦引致的流动性约束， 这

导致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小于民营企业 （Ａｌｌｅｎ 等，
２００５［２９］； 邓可斌和曾海舰， ２０１４［３０］； 罗长远和陈

琳， ２０１２［３１］）。 为了在理论模型中刻画出中国企业的

融资特点， 本文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股权融资成

本差异纳入模型， 进一步探究 “沪港通” 的实施对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产生影响的异质性。 若将基础模

型作为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模型， 则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λ′ｔ 可以表示为：

λ′ｔ ＝μλ ｔ （１０）

其中， μ＞１， 代表产权性质差异导致的国有企业与民

营企业间的融资约束差异。 则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对其

融资约束求导可以得到：

２５
① Ｒａｊａｎ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 ［２８］将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定义为企业融资需求中内源融资无法满足、 必须进行外部融资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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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１

∂λ′ｔ＋１
＝ １
μ
×
∂Ｓｔ＋１

∂λ ｔ＋１
＜
∂Ｓｔ＋１

∂λ ｔ＋１
（１１）

即当股权融资成本下降时， 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增

加幅度会小于国有企业。
３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在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和 Ｈｉｍｍｅｌｂｅｒｇ （１９９８） ［１］ 的模型中，

企业投资 Ｉｔ＋１为外生变量， 不受融资约束的变动影响。
而在现实中， Ｉｔ＋１往往由企业内生决定， 且与企业股

权融资约束呈现出负相关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４［２１］ ）。
参考刘莉亚等 （２０１５） ［３２］的理论模型， 将企业投资

Ｉｔ＋１作为内生变量， 且与企业股权融资约束负相关，
重新将式 （８） 对 λ ｔ＋１求导， 可以得到：

∂Ｓｔ＋１

∂λ ｔ＋１
＝
∂Ｉｔ＋１
∂λ ｔ＋１

×ａ－
∂Ｂ ｔ＋１

∂λ ｔ＋１
（１２）

式 （１２） 说明，
∂Ｉｔ＋１
∂λ ｔ＋１

的大小与企业所在行业外

部融资依赖程度 ａ 相关。 由于
∂Ｉｔ＋１
∂λ ｔ＋１

＜０， 在融资约束

下降时， 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大， 企业股权融资

越多。
（三） 文章假说

基于式 （９） 与式 （１１）， 本文预期， “沪港通”
实施后， 香港投资者会积极购买标的股票， 导致权益

资本大量流入。 对于标的股票而言， 股权融资成本降

低， 最终促进企业股权融资。 而相较于民营企业， 国

有企业融资约束更小， 股权融资对融资成本的敏感度

更大， 因此， “沪港通” 对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影响更

大。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沪港通” 的实施会促进 “沪港通” 标

的股票企业股权融资， 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

企业。
式 （１２） 说明， 企业所在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

度越大， 在股权融资成本降低时， 企业股权融资越

多。 这一推论与已有文献结论相符。 刘莉亚等

（２０１５） ［３２］构造的局部均衡理论模型说明， 在企业投

融资中，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决定企业投融资决策的

重要因素之一， 且融资约束的变动对企业股权融资的

影响大小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正相关。 相较于其

他行业，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由于自身技术

或运营特征， 对外部融资的需求更大。 因此， 外部融

资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对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更敏

感。 在宏观冲击导致企业外部融资环境、 融资成本发

生变化时， 属于较高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行业的企业的

资本结构变化更大 （Ａｌｔｅｒ 和 Ｅｌｅｋｄａｇ， ２０２０［３３］； Ｒａｊ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２８］； 谭小芬等， ２０１９［３４］ ）。 因此，
理论上而言， 在 “沪港通” 实施后， 外部融资依赖

程度高的企业融资意愿更强， 更倾向于进行股权融

资。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沪港通” 对国有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

大小与其所在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相关， 外部融

资依赖程度越大的标的国有企业在 “沪港通” 实施

后股权融资越多。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影响企业融资的机制可以分为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在这两种机制中， 资本账户开

放会对不同特征的企业造成影响， 从而使得资本账户

开放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早期文献受到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影响， 更多关

注直接效应， 强调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拓宽国内融资渠

道， 降低融资约束， 进而促进资本积累 （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７［２５］）。 从直接效应的角度来看， 首先， 实施 “沪
港通” 可以从资金供给侧增大我国资本市场流动性，
从而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 引入香港投资者

能够提升投资者整体的风险承担能力， 增大投资者对

股票的需求， 因此， “沪港通” 也会从股票需求侧降

低股权资本成本 （庞家任等， ２０２０［２６］）。 这种宏观冲

击导致的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是一种整体性冲击， 对经

济中的所有公司来说都是相同的， 而不是针对某一类

企业 （Ｃｈａｒｉ 和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４［２４］； Ｈｅｎｒｙ， ２００７［２５］ ）。 融

资约束较小的企业， 盈利能力、 有形资产比例、 营

业现金流都显著高于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 因此，
在这种宏观冲击下， 融资约束小的企业更有能力及

时增发新股进行融资， 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 （Ｃａｌｏ⁃
ｍｉｒｉｓ等， ２０１８［６］； Ｆａｚｚａｒｉ 等， １９８８［３５］； Ｋｏｒａｊｃｚｙｋ 和

Ｌｅｖｙ， ２００３［３６］）。
因此， 如果 “沪港通” 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

标的企业股权融资， 实施 “沪港通” 后， 由于融资

约束较小的企业更具备及时增发大量股票的能力， 融

资约束较小的企业更能及时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 基

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３ａ：
假说 ３ａ： 资本市场开放的直接效应会导致 “沪

港通” 对标的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在融资约束较小

的企业中更显著。
另外一些文献更为注重间接效应。 宏观层面，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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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促进金融发展、 制度完善、
宏观稳定来改善资本配置， 降低融资成本， 从而促

进企业股权融资 （Ｂｅｎａ 等， ２０１７［２７］； Ｃｈｉｎｎ 和 Ｉｔｏ，
２００６［３７］）。 宏观层面的间接效应通常属于长期过程，
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 并且， Ｋｌｅｉｎ 和 Ｏｌｉｖｅｉ
（２００８） ［３８］发现， 资本账户开放只对发达国家的金融

深化产生促进作用， 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 本文不考虑宏观层面的间接效应。

代理问题与信息不对称是企业融资约束的两个主

要来源 （ Ｊｅｎｓｅｎ 和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１９７６［３９］； 连玉君和程

建， ２００７［４０］； Ｍｙｅｒｓ 和 Ｍａｊｌｕｆ， １９８４［４１］ ）。 微 观 层

面， 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改善公司治理等方面降低融资成本， 从而促进企业

股权融资。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１８］、 钟覃琳和陆正飞

（２０１８） ［１４］已经证实了 “沪港通” 微观层面间接效应

的存在。 他们发现， “沪港通” 会通过信息渠道与公

司治理渠道改善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代理问题， 从而

影响企业融资。 一方面， 发达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往往

在信息搜集、 处理和分析等方面能力更强 （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和 Ｋｅｌｏｈａｒｊｕ， ２０００［４２］）， “沪港通” 的实施会使得成

熟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场并搜集更多的私有信息， 增

大股价中的信息含量， 降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的程度， 促进企业融资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１７］；
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１８］； 钟覃琳和陆正飞， ２０１８［１４］ ）。
另一方面， 境外成熟投资者入场搜集信息会倒逼企业

优化公司治理机制， 降低代理成本 （钟覃琳和陆正

飞， ２０１８［１４］）。
因此， 可以推断， 如果 “沪港通” 主要通过间

接效应影响标的企业股权融资成本， 实施 “沪港通”
可以缓解原本有较大融资约束 （代理成本较高、 企

业信息透明度较低） 的企业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

称问题， 从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最终促进这些企业

进行股权融资。 这一推论也与已有文献结论相符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４［２１］； Ｌａｅｖｅｎ， ２００３［４３］； Ｒａｊ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２８］）。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说 ３ｂ：
假说 ３ｂ： 资本市场开放的间接效应会导致 “沪

港通” 对标的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在融资约束较大

的企业中更显著。
若 “沪港通” 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影响标的企业

股权融资， 则融资约束小的标的企业股权融资受到的

影响更大、 更显著。 反之， 则融资约束大的标的企业

股权融资受到的影响更大、 更显著。

三、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一） 样本选取与配对

“沪港通” 标的企业初始样本范围包括 ５６８ 家上

交所 Ａ股上市公司， 非 “沪港通” 标的企业包括未

纳入 “沪港通” 标的上交所与全部深交所 Ａ 股上市

公司。 由于 “沪港通” 标的企业与非标的企业可能

在融资需求、 融资能力等特征上存在差异， 直接采用

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很可能导致回归出现样本选择性

偏差， 使得回归结果有偏。 为解决样本选择性偏差，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为 “沪港通” 标

的企业寻找配对企业。 参考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１７］、 钟

覃琳和陆正飞 （２０１８） ［１４］的做法， 匹配变量包括企

业规模、 托宾 Ｑ、 上市年限、 账面价值市值比、 净

资产收益率、 股票换手率、 有形资产比率、 现金流

量比率、 股利分配率、 管理层持股比率、 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与行业虚拟变量。 通过 ｌｏｇｉｔ 回归获取倾

向得分后， 本文采用最邻近且非放回的配对方法，
卡尺范围为 ０ ０１， 为 “沪港通” 标的企业寻找配

对企业， 作为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中的控制组样本。
匹配后， 均值偏差的显著性均下降， 且均值偏差大

小均缩小到 １０％之内。 此外， 核密度估计结果也表

明，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匹配变量的分布近乎相同①。
（二） 模型设计

为探究 “沪港通” 的实施对标的企业股权融资

的影响， 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Ｅｑｕｉｔｙｉ，ｈ，ｔ ＝α＋β１ＨＳＣ ｉ×Ｐｏｓｔｔ＋θｔ＋θｉ

＋∑βｃＣｏｎｔｒｌｓｉ，ｔ －１ ＋ εｉ，ｔ （１３）

其中， Ｅｑｕｉｔｙｉ，ｈ，ｔ表示企业股权融资； ＨＳＣ ｉ 表示 “沪
港通” 标的企业虚拟变量， 当企业为 “沪港通” 标

的企业时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Ｐｏｓｔｔ 表示 “沪港通”
交易制度实施虚拟变量， 由于 “沪港通” 交易制度

实施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已经接近年底， 因此将

２０１５ 年及之后的年度定义为 １， ２０１４ 年及之前的年

度取值为 ０； θ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 用于控制时间固定

效应； θｉ 为企业固定效应， 用于控制企业不可观测的

固定效应； Ｃｏｎｔｒｌｓｉ，ｔ－１表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参考

４５
① 由于篇幅所限， 平衡性检验结果与核密度估计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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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飞和叶康涛 （２００４） ［４４］、 赵国宇 （２０１３） ［４５］的做

法， 控制变量包括托宾 Ｑ、 企业规模、 企业上市年限、
净资产收益率、 有形资产比率、 现金流量比率、 账面

价值市值比、 管理层持股比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回归结果中主要关注 ＨＳＣｉ×Ｐｏｓｔｔ 的系数， 若假说 １ 成

立， β１ 应显著为正。 由于 ＨＳＣｉ 不随时间变化， 会被

企业固定效应完全吸收， Ｐｏｓｔｔ 会被年份固定效应吸

收， 因此这两个变量都没有单独加入模型中。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 ２，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

入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 形式如下：

Ｅｑｕｉｔｙｉ，ｈ，ｔ ＝α＋β１ＥＦＤｈ×ＨＳＣ ｉ×Ｐｏｓｔｔ＋β２ＨＳＣ ｉ×Ｐｏｓｔｔ
＋β３ＥＦＤｈ×Ｐｏｓｔｔ＋θｔ＋θｉ

＋∑βｃＣｏｎｔｒｌｓｉ，ｔ －１ ＋ εｉ，ｔ （１４）

其中， ＥＦＤｈ 表示企业所在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

度。 回归结果中主要关注 ＥＦＤｈ ×ＨＳＣ ｉ ×Ｐｏｓｔｔ 的系数，
若假说 ２成立， β１ 系数应显著为正。 由于ＥＦＤｈ×ＨＳＣ ｉ

和 ＥＦＤｈ 在模型进行实证回归时会被企业固定效应完

全吸收， 因此在基准模型中没有加入 ＥＦＤｈ ×ＨＳＣ ｉ

和 ＥＦＤｈ。
（三） 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

样本， 经配对处理后， 删除金融与房地产上市公司，
共获取 ３ ５６６个公司年度样本， 共计 ８７８ 家企业。 其

中， 控制组企业 ４３９家， 对照组企业 ４３９家。 数据源

自 ＣＳＭＡＲ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全部连续变量均在其分

布的第 １及第 ９９ 百分位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核心变

量定义与计算方式如下：
１ 股权融资。
为研究标的企业的股权再融资行为， 参考胡乃武

等 （２００２） ［４６］、 邓鸣茂 （２０１６） ［４７］的做法， 本文使用

企业增发股数占总股本比例描述企业的发行规模

（Ｅｑｕｉｔｙ）， 作为企业股权融资的代理变量。 另外， 本

文还参考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１７］使用企业股权再融资金

额与上期权益总额的比例作为股权融资的代理变量，
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２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参考 Ｒａｊ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 ［２８］的做法， 构建

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首

先以每家上市公司的资本支出减去调整后的现金流

（调整后的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存货减少＋应收账款

减少额＋应付账款增加额） 之差除以资本支出， 得到

每个企业每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 然后取行业中所有

企业该年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中位数， 得到每个行业每

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 最后对每一行业每年的中位数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时间序列上取中位数， 得到每一行

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指标 （ＥＦＤ）。①

３ 融资约束。
对于企业融资约束， 最初相关文献均使用投资－

现金流敏感系数度量。 之后诸多文献构建指数衡量融

资约束， 其中 ＫＺ 指数 （Ｋａｐｌ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７［４８］；
Ｏｗｅｎ等， ２００１［４９］）、 ＷＷ指数 （Ｗｈｉｔｅｄ 和Ｗｕ， ２００６［５０］）
和 ＳＡ指数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 ２０１０［５１］） 得到了学术界

的普遍认可。 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是 ＫＺ 指数， 因此

本文使用 ＫＺ指数作为分组回归时融资约束的代理变

量。②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 在验证标的企业在实

施 “沪港通” 后融资约束的变化时， 使用投资－现金

流敏感系数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
由于间接效应中的两种渠道可能单独存在， 因此

分别使用代理成本指标与信息透明度指标刻画企业融

资约束， 以作区分。 借鉴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１７］、 钟覃

琳和陆正飞 （２０１８） ［１４］的做法， 以控制权与所有权之

差衡量代理成本 （ａｇｅｎｃｙ）。 借鉴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和 Ｆｒｅｓａｒｄ
（２０１２） ［５２］的做法， 采用跟踪分析师数量衡量企业的

信息透明度 （ ｔｒａｎｓ）。
４ 控制变量。
（１） 托宾 Ｑ （Ｑ）。 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与负债

账面价值之和除以总资产账面价值。
（２） 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３） 上市年限 （ａｇｅ）。 当年年份减去上市年份

后取自然对数。
（４）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
（５） 有形资产比率 （ ｔａｎｇｉ）。 存货与固定资产之

和除以总资产。
（６） 账面价值市值比 （ＢＴＭ）。 账面价值除以

５５

①

②

许多文献直接使用 Ｒａｊａｎ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８） ［２８］计算出的美国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指数 （ＲＺ指数） 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但由于 ＲＺ指数

只覆盖工业， 而本文样本涵盖各个行业， 因此无法直接使用 ＲＺ指数。
计算方法为： ＫＺ＝－１ ００２×自由现金流量＋０ ２８３×托宾 Ｑ＋３ １３９×杠杆率＋３９ ３６７×股利支付率－１ ３１５×现金总持有量。 ＫＺ 指数越大， 企业面

临融资约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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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
（７） 现金流量比率 （ＣＦ）。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除以总资产。
（８） 管理层持股比例 （ｍａｎａｇ）。 管理层持股数

除以企业总股数乘以 １００。
（９）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ｌａｒｓｈａｒｅ）。 第一大股

东持股数除以企业总股数乘以 １００。
（１０） 股利分配率 （ｄｉｖ）。 支付股利金额除以净

利润。
（１１） 股票换手率 （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流通股年成交量

除以可流通总股数乘以 １００。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Ｅｑｕｉｔｙ ３ ５６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８５６

ＨＳＣ ３ ５６６ ０ ５００ ０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ＥＦＤ ３ ５６６ ０ ４２８ ０ ６４７ －７ ０５９ ０ ５２６ ２ ９２２

ＫＺ ３ ５６６ ０ ０９６ １ ５１１ －８ ３１２ ０ ３６０ ２ ６３７

ａｇｅｎｃｙ ３ ５６６ ５ ９０２ ８ ３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８ ３３３

ｔｒａｎｓ ３ ５６６ ８ ２０３ ９ ３６１ ０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５７ ０００

Ｑ ３ ５６６ ２ １０７ １ ４３２ ０ ９０９ １ ６８１ １４ ７９７

ｓｉｚｅ ３ ５６６ ２２ ６０１ １ １２７ １９ １２６ ２２ ４５５ ２７ ７０３

ａｇｅ ３ ５６６ １７ １８２ ４ ９６３ ３ ０００ １７ ０００ ３６ ０００

ＲＯＥ ３ ５６６ ０ ０２８ １ ４９４ －８２ ５７４ ０ ０６８ １ ９３７

ＣＦ ３ ５６６ ０ ０５８ ０ ０８１ －０ ２６３ ０ ０５４ ０ ３４２

ｔａｎｇｉ ３ ５６６ ０ ９３５ ０ ０８１ ０ １４８ ０ ９５７ １ ０００

ｍａｎａｇ ３ ５６６ ５ ４５１ １３ ８１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９ ８９ １７７

ｌａｒｓｈａｒｅ ３ ５６６ ３７ ０８４ １５ ４７１ ３ ３９０ ３５ １３５ ８９ ０９０

ｄｉｖ ３ ５６６ ０ ３０４ ０ ４２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６１ ９ ３６１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３ ５６６ ４８６ ０３１ ３４９ １６５ １４ ８８５ ３９５ ９３０ ２７１９ １８３

ＢＴＭ ３ ５６６ ０ ５９１ ０ ２５６ ０ ０１１ ０ ５７４ ４ ５６５

①　 由于 “沪港通” 只对国有标的企业股权融资产生显著影响， 后文实证部分样本只包括国有企业， 不包括民营企业样本。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沪港通” 与企业股权融资

本文首先检验 “沪港通” 的实施是否能够促进

“沪港通” 标的股票企业股权融资。 对基准模型进行

回归，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列 （１）、 列 （２） 为

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列 （３）、 列 （４） 为民营企业回

归结果。 列 （１）、 列 （３） 只控制企业控制变量与企业

固定效应； 列 （２）、 列 （４） 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国有企业 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显著

为正， 说明相对于非 “沪港通” 标的国有企业， “沪
港通” 政策实施后， 标的国有企业会额外增发总股

本数量的 １ ５％股票进行股权融资。 鉴于样本内企业

增发股数占总股本比例的均值为 ２ ５％， 这一影响在

经济意义上也是显著的。 列 （３）、 列 （４） 回归结果

中 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表明 “沪港通” 实

施对标的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 表 ２的回归结果说明， “沪港通” 的

实施对民营企业股权融资不产生显著影响， 对国有股

权融资有显著促进作用， 即假说 １成立。①

表 ２ 沪港通与企业股权融资

（１） （２） （３） （４）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０１５∗∗

（２ １９５）
０ ０１５∗∗

（２ １０２）
－０ ００５
（－０ ４８２）

－０ ００４
（－０ ４３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３５∗

（－１ ８２１）
－０ ５１４∗

（－１ ７７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２）

－０ １３６
（－０ ４２９）

６５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金融保险·

续前表

（１） （２） （３） （４）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观测值 ２ ０８２ ２ ０８２ １ ４８４ １ ４８４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５１

　 　 注：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１０％、 ５％、 １％； 所有回归

标准误差均经过行业层面聚类调整。 下同。

（二） “沪港通” 的影响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

为了验证假说 ２ 的正确性， 进一步考察 “沪港

通” 对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影响大小是否与外部融资

依赖程度相关， 对模型 （１４）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 列 （１）、 列 （３） 只加入企业控制变量

与企业固定效应， 列 （２）、 列 （４） 加入时间固定

效应。
表 ３ 的结果显示， 对于国有企业， ＥＦＤ×Ｐｏｓｔ ×

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 即 “沪港通” 对国有企

业股权融资产生的影响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正相

关， 说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大的 “沪港通” 标的

国有企业在 “沪港通” 实施后股权融资越多。 另外，
Ｐｏｓｔ×ＨＳＣ 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即使是对外部融资

依赖程度较小的国有标的企业， “沪港通” 对企业股

权融资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结果说明， 相对于非标的

国有企业， 标的国有企业在 “沪港通” 实施后会增

发 １ １％的股票， 并且， 标的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

程度 ＥＦＤ 指标每增大 １ 单位， 会再增发 １ ３％的

股票。
综上所述， 假说 ２成立， “沪港通” 的实施对国

有标的企业股权融资的作用大小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

程度正向相关， 标的企业越依赖外部融资， 在 “沪
港通” 实施后增发股票越多。

表 ３ 沪港通、 外部融资依赖与股权融资

（１） （２） （３）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４∗∗

（２ ０５）
０ ０１２∗∗

（２ ２０）
０ ０１３∗∗

（２ ２０）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０１５∗∗∗

（３ １９）
０ ０１２∗∗

（２ ５８）
０ ０１１∗∗

（２ ５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０６
（－０ １４）

－０ ６５１∗∗

（－２ １４）
－０ ６２５∗∗

（－２ １０）

观测值 ２ ０８２ ２ ０８２ ２ ０８２

续前表

（１） （２） （３）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８０

（三） “沪港通” 的影响机制

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效应对融资约束小的企业影

响更大， 而间接效应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影响更大。
为了进一步探究 “沪港通” 影响企业股权融资的机

制， 根据企业 ＫＺ指数与当年中位数的大小关系分组

并进行分组回归。
表 ４为国有企业分组回归结果， 其中， 列 （１）、

列 （２） 为融资约束小的国有企业分组回归结果， 列

（３）、 列 （４） 为融资约束大的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列 （１）、 列 （ ３）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列 （ ２）、
列 （４） 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表 ４ 结果显示， 对于

融资约束较低的国有企业， ＥＦＤ×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系

数均显著为正； 而对于融资约束较高的国有企业，
ＥＦＤ×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 并且， Ｐｏｓｔ×
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在融资约束小的国有企业中显著性

更高。 这说明， 相对于融资约束大的标的国有企业，
融资约束小的标的国有企业受 “沪港通” 影响更大。

表 ４可以说明， “沪港通” 促进国有企业股权融

资的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 因此， 直

接效应是 “沪港通” 促进标的企业股权融资的主导

机制。

表 ４ 沪港通、 融资约束与股权融资

（１） （２） （３） （４）

融资约束小 融资约束大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３∗∗

（２ ０９）
０ ０１３∗∗

（２ ０４）
０ ００９
（１ ４２）

０ ００９
（１ ４３）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０１４∗∗

（２ ３６）
０ ０１２∗∗

（２ ３２）
０ ０１３∗

（１ ８５）
０ ０１３∗

（１ ８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

０ ０６０
（０ １７）

－１ ０３８∗∗∗

（－２ ９８）
－１ ０８３∗∗∗

（－３ １２）

观测值 １ ０４２ １ ０４２ １ ０４２ １ ０４２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１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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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区分信息不对称渠道与公司治理渠道， 本

文将国有企业样本分别根据信息透明度 （ ｔｒａｎｓ） 和企

业代理成本 （ａｇｅｎｃｙ） 与当年中位数的大小关系进行

分组后回归， 验证假说 ３ａ、 ３ｂ的正确性。
表 ５为根据企业信息透明度分组回归的结果， 其

中， 列 （１）、 列 （２） 为信息透明度低的国有企业，
列 （３）、 列 （４） 样本为信息透明度高的国有企业。
列 （１）、 列 （ ３）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列 （ ２）、
列 （４） 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表 ５ 结果显示， 对于

信息透明度低的国有企业， 在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后，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交乘项不再显著， 而对于透明度高

组，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交乘项与 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系数

在加入时间固定效应后仍然显著为正， 即 “沪港

通” 只促进信息透明度高的标的企业股权融资。 并

且， 对于信息透明度高的标的企业而言， “沪港通”
对股权融资产生的影响大小与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

度正相关。

表 ５ 沪港通、 信息透明度与股权融资

（１） （２） （３） （４）

透明度低 透明度高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３∗

（１ ６６）
０ ０１２
（１ ６４）

０ ０１２∗∗

（２ ０７）
０ ０１２∗∗

（２ ０３）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０１５
（２ １５）

０ ０１７
（２ ０１）

０ ０１２∗∗

（１ ５７）
０ ０１２∗∗

（１ ６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５５８
（－１ １８）

－０ ４１１
（－０ ８９）

－０ ８２４∗∗

（－２ １２）
－０ ８５２∗∗

（－２ ０４）

观测值 １ １７５ １ １７５ ９０７ ９０７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 １２３ ０ １２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３

表 ６为根据代理成本分组回归的结果， 其中， 列

（１）、 列 （ ２） 样本为代理成本低的国有企业， 列

（３）、 列 （ ４） 样本为代理成本高的国有企业。 列

（１）、 列 （ ３） 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列 （ ２）、 列

（４） 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表 ６ 结果显示， 对于国

有企业， 无论代理成本高低， ＥＦＤ×Ｐｏｓｔ×ＨＳＣ 交乘项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虽然从系数大小来看， 高代理成

本的国有企业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交乘项系数略大于低代

理成本的国有企业， 但是， 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结果

显示， 两组样本的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交乘项系数不存在

显著差异。 这说明， 代理问题不是造成企业股权融资

异质性的因素， 国有标的企业 “沪港通” 实施前后

股权融资的变化的异质性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差异。

表 ６ 沪港通、 代理成本与股权融资

（１） （２） （３） （４）

代理成本低 代理成本高

ＥＦＤ×ＨＳＣ×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４∗

（１ ９４）
０ ０１４∗

（１ ９４）
０ ０１９∗

（１ ８８）
０ ０１８∗

（１ ８８）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００８
（１ ２２）

０ ００８
（１ ２７）

０ ０１３∗

（１ ７７）
０ ０１３∗

（１ ７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３４３
（－０ ８１）

－０ ２９２
（－０ ７２）

－０ ４２０
（－０ ７６）

－０ ３８６
（－０ ６７）

观测值 １ ２４８ １ ２４８ ７３８ ７３８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Ｒ２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７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８

综上所述， 实施 “沪港通” 对标的企业股权融

资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资本市场开放的直接效应， 因此

实施 “沪港通” 主要降低融资约束小的标的企业融

资约束， 并促进该类企业股权融资。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沪港通” 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前文参考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 （２００４） ［２１］的研究结果， 将

“‘沪港通’ 的实施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作为前提

条件。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必须对这一前提进行

验证。 参考 Ｆａｚｚａｒｉ 等 （１９８８） ［３５］的做法， 以企业投

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为融资约束衡量指标， 并设定如

下模型， 验证 “沪港通” 实施前后融资约束的变化：

Ｉｉ，ｔ ＝α＋β１ＣＦ ｉ，ｔ×Ｐｏｓｔｔ×ＨＳＣ ｉ＋β２Ｐｏｓｔｔ×ＨＳＣ ｉ

＋β３ＣＦ ｉ，ｔ×ＨＳＣ ｉ＋β４ＣＦ ｉ，ｔ×Ｐｏｓｔｔ＋β５Ｐｏｓｔｔ
＋β６ＣＦ ｉ，ｔ＋β７Ｑｉ，ｔ＋εｉ，ｔ （１５）

其中， Ｉｉ，ｔ表示经过年初总资产标准化后的企业投资，
ＣＦ ｉ，ｔ表示经过年初总资产标准化后的经营现金流。 实

证结果如表 ７所示， 其中， 列 （１） 为全样本回归结

果， 列 （２） 为国有企业回归结果， 列 （３） 为民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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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回归结果。 所有回归标准误差均经过行业层面聚

类调整。 结果显示， “沪港通” 实施后标的企业的投

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下降， 即融资约束下降。

表 ７ 融资约束的变化

（１） （２） （３）

全样本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ＣＦ×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１３４∗∗

（－２ １７）
－０ １８３∗

（－１ ９５）
－０ １６６∗∗∗

（－２ ８３）

Ｐｏｓｔ×ＨＳＣ
－０ ２６５
（－０ ９１）

０ ０２６
（０ ７０）

－０ ５６８
（－０ ９１）

ＣＦ×ＨＳＣ
０ １３０∗

（１ ７１）
０ １８５∗

（１ ９５）
０ １２９∗

（１ ７０）

ＣＦ×Ｐｏｓ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４１
（０ ７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

Ｐｏｓｔ
０ １６７
（０ ６８）

－０ ０１１
（－０ ２７）

０ ４４４
（０ ６３）

ＣＦ
－０ １３９∗

（－１ ７９）
－０ ０４８
（－０ ９２）

－０ １４３∗

（－１ ８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２０７
（０ ８６）

０ ３３２∗∗∗

（１０ ８５）
０ ０７７
（０ １５）

观测值 ３ ５６６ ２ ０８２ １ ４８４

Ｒ２ ０ １１４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３

（二）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 ＤＩＤ 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即实验

组样本和控制组样本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平行趋势。
并且， 平行趋势假设的检验还可以验证 “沪港通”
标的企业的选择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 若 “沪港通”
实施前标的企业与非标的企业存在平行趋势， 则可以

说明 “沪港通” 标的企业的选择相对于企业融资决

策是外生的。

①　 由于篇幅所限，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在此不再列出，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为了验证在 “沪港通” 实施前， “沪港通” 标的

股票与非标的股票的股权融资是否存在平行趋势， 构

造每一年的年度虚拟变量与 “沪港通” 标的企业虚

拟变量的交互项， 并将这些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与企

业股权融资进行回归。 为了避免完全共线性问题， 在

回归中没有加入政策发布前一年 （即 ２０１４ 年） 的交

互项， 结果如图 １ 所示。 观察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
可以发现， ２０１２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的交互项系数在 ０ 附近

波动， 且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政策时点前处理

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平行趋势假设

成立。

2012 2013 2015 2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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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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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 采用安慰剂检验。 分别将 “沪港通” 交易

制度的实施时间分别向前推 １ 年、 ２ 年， 即重新定义

变量 Ｐｏｓｔ， 设定 Ｐｏｓｔ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为 １， 进行安慰剂检验 １； 设定 Ｐｏｓｔ 在 ２０１２
年为 ０， ２０１３年及以后为 １ 进行安慰剂检验 ２。 （２）
参考连立帅等 （２０１９） ［１７］使用企业股权再融资金额与

上期权益总额之比作为股权融资的代理变量， 替换股

权融资的衡量指标。 （３） 重新采用 “深港通” 的数

据进行实证。 以上稳健性检验中， 主要结论均保持

不变。①

六、 结论与启示

外源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 也是资本

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

之一。 为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
中国企业必须及时通过融资吸收境外资本。 作为我国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沪港通” 的实施对

引入境外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借助 “沪港通” 这

一自然实验， 本文旨在从企业股权融资的角度， 分析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 并考察影响因

素， 分析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 实施 “沪港通” 会

促进国有企业股权融资。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实施

“沪港通” 对标的国有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大小与企

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显著正相关。 标的国有企业的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 实施 “沪港通” 后股权融

资越多。 本文还区分了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效应与间

接效应， 发现 “沪港通” 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直接效

应降低标的企业融资约束， 最终促进标的企业股权融

９５



·金融保险·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资。 “沪港通” 对企业股权融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融

资约束较小的标的企业， 而对融资约束较大的标的企

业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 资本

市场开放对企业股权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有助于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拓展多层次、 多元化、 互补型股

权融资渠道， 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质量。 在强

调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背景下， 可继续加大资

本市场开放力度。 “沪港通” “深港通” 交易制度主

要引入香港投资者， “沪伦通” 交易制度主要引入英

国投资者， 未来可继续启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互联

互通机制， 进一步推广至全球主要证券市场。 其次，
应有序扩大境内外证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产品

范围， 进一步扩大现有机制下的投资品种范围， 如 Ｂ
股、 债券、 ＥＴＦ基金， 吸引境外机构投资者多渠道参

与资本市场。 最后， 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

需要外部资金， 且受到资本开放的影响也会更大。 因

此， 在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 可以在合理范围

内优先考虑开放这类行业， 取消不必要的限制， 便于

境外投资者投资操作。

参考文献
［１］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Ｓ， Ｈｉｍｍｅｌｂｅｒｇ Ｃ 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Ｚ］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６５２， １９９８

［２］ Ｋｏｓｅ Ｍ Ａ， Ｐｒａｓａｄ Ｅ Ｓ， Ｔｅｒｒｏｎｅｓ Ｍ Ｅ Ｄｏ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８９

（２）： ２５８－２７０

［３］ Ｈｅｎｒｙ Ｐ Ｂ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ｑｕ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５５ （ ２）：

５２９－５６４．

［４］ Ｒｅｊｅｂ Ａ Ｂ， Ｂｏｕｇｈｒａｒａ Ａ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Ｊ］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７ （１７）： １８６－２０８．

［５］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Ｇ， Ｈａｒｖｅｙ 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０， ５５： ５６５， ６１３

［６］ Ｃａｌｏｍｉｒｉｓ Ｃ Ｗ， Ｌａｒｒａｉｎ Ｍ， Ｓｃｈｍｕｋｌｅｒ Ｓ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ｌｏｗｓ，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ｓｓｕａ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Ｚ］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４４３３， ２０１８

［７］ Ｓｔｕｌｚ Ｒ Ｍ， Ｖａｇｉａｓ Ｄ，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Ｍ Ａ Ｄｏ Ｆｉｒｍｓ Ｉｓｓｕｅ Ｍｏｒ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Ｚ］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９２２９， ２０１３

［８］ Ｂｅｋａｅｒｔ Ｇ， Ｈａｒｖｅｙ Ｃ， Ｌｕｎｄｂｌａｄ Ｃ Ｄｏ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ｐｕ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７７ （１）： ３－５５

［９］ 方艳， 贺学会， 刘凌， 曹亚晖． “沪港通” 实现了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初衷吗？ ———基于多重结构断点和 ｔ⁃Ｃｏｐｕｌａ⁃ａ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

的实证分析 ［Ｊ］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６ （１１）： ７６－８６

［１０］ 闫红蕾， 赵胜民． 沪港通能否促进 Ａ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 ［Ｊ］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１０

［１１］ 徐晓光， 廖文欣， 郑尊信． 沪港通背景下行业间波动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 ［Ｊ］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７ （３）： １１２－１２７

［１２］ 刘海飞， 柏巍， 李冬昕， 许金涛． 沪港通交易制度能提升中国股票市场稳定性吗？ ———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 ［ Ｊ］  管理科学学报，

２０１８ （１）： ９７－１１０

［１３］ 钟凯， 孙昌玲， 王永妍， 王化成．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异质性波动———来自 “沪港通” 的经验证据 ［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８ （７）：

１７４－１９２

［１４］ 钟覃琳， 陆正飞． 资本市场开放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 ———基于 “沪港通” 效应的实证检验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８ （１）： １６９－１７９

［１５］ 谭小芬， 刘汉翔， 曹倩倩． 资本账户开放是否降低了 ＡＨ股的溢价？ ———基于沪港通开通前后 ＡＨ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Ｊ］  中国软

科学， ２０１７ （１１）： ３９－５３

［１６］ 潘慧峰， 刘曦彤， 周轩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促使价值投资回归了吗？ ———来自沪港通的证据 ［ Ｊ］  国际金融研究， ２０１８ （１１）：

７７－８６

［１７］ 连立帅， 朱松， 陈超．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价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 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Ｊ］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３）：

１００－１１８

［１８］ 连立帅， 朱松， 陈关亭． 资本市场开放、 非财务信息定价与企业投资———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 Ｊ］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９

（８）： １３６－１５４

［１９］ 陈运森， 黄健峤， 韩慧云． 股票市场开放提高现金股利水平了吗？ ———基于 “沪港通” 的准自然实验 ［ Ｊ］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９ （３）：

５５－６２

［２０］ Ｆｏｒｂｅｓ Ｋ Ｊ Ｏｎ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ｅ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ｒａｄｅｄ Ｆｉｒｍ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１ （２）： ２９４－３２３

０６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金融保险·

［２１］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Ａ Ｅ， Ｌｏｖｅ Ｉ，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Ｍ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７５ （１）：

２６９－３０１

［２２］ Ｒｏｇｉｅｒ Ｈ， Ｓｔｕｌｚ Ｒ Ｍ Ｄｏ Ｆｉｒｍｓ Ｉｓｓｕｅ Ｍｏｒｅ Ｅｑｕ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ｑｕｉｄ？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３３：

６４－８２

［２３］ Ｓｔｕｌｚ Ｒ Ｍ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６０ （４）： １５９５－１６３８

［２４］ Ｃｈａｒｉ Ａ， Ｈｅｎｒｙ Ｐ Ｂ Ｒｉｓｋ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４， ５９ （３）： １２９５－１３２４

［２５］ Ｈｅｎｒｙ Ｐ Ｂ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７， ４５ （４）： ８８７－９３５

［２６］ 庞家任， 张鹤， 张梦洁．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沪港通、 深港通的实证研究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２０ （１２）： １６９－１８８

［２７］ Ｂｅｎａ Ｊ，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Ｍ Ａ， Ｍａｔｏｓ Ｐ， Ｐｉｒｅｓ Ｐ Ａ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２６ （１）： １２２－１４６

［２８］ Ｒａｊａｎ Ｒ Ｇ，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８， ８８ （３）： ５５９－５８６

［２９］ Ａｌｌｅｎ Ｆ， Ｑｉａｎ Ｊ， Ｑｉａｎ Ｍ Ｌａｗ，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７７ （１）： ５７－１１６

［３０］ 邓可斌， 曾海舰． 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 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２）： ４７－６０

［３１］ 罗长远， 陈琳．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 （３）：

２９－４２

［３２］ 刘莉亚， 何彦林， 王照飞， 程天笑．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 ———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５ （８）： １２４－１４０

［３３］ Ａｌｔｅｒ Ａ， Ｅｌｅｋｄａｇ 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１０１５９０

［３４］ 谭小芬， 李源， 苟琴．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９ （８）： ３８－５７

［３５］ Ｆａｚｚａｒｉ Ｓ Ｍ， Ｈｕｂｂａｒｄ Ｒ Ｇ，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Ｂ 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Ｊ］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８８

（１）： １４１－２０６．

［３６］ Ｋｏｒａｊｃｚｙｋ Ｒ， Ｌｅｖｙ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３，

１４： ７５－１０９．

［３７］ Ｃｈｉｎｎ Ｍ Ｄ， Ｉｔｏ Ｈ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８１ （１）： １６３－１９２

［３８］ Ｋｌｅｉｎ Ｍ Ｗ， Ｏｌｉｖｅｉ Ｇ 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７ （６）： ８６１－８７５

［３９］ Ｊｅｎｓｅｎ Ｍ Ｃ， Ｍｅｃｋｌｉｎｇ Ｗ 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１９７６， ３ （４）： ３０５－３６０

［４０］ 连玉君， 程建． 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融资约束还是代理成本？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０７ （２）： ３７－４６

［４１］ Ｍｙｅｒｓ Ｓ Ｃ， Ｍａｊｌｕｆ Ｎ 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Ｆｉｒｍ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８４， １３ （２）： １８７－２２１

［４２］ 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Ｍ， Ｋｅｌｏｈａｒｊｕ Ｍ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５５ （１）： ４３－６７

［４３］ Ｌａｅｖｅｎ Ｌ Ｄｏ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３２ （１）： ５－３４

［４４］ 陆正飞， 叶康涛．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解析———偏好股权融资就是缘于融资成本低吗？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０４ （４）： ５０－５９

［４５］ 赵国宇．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融资与掏空行为研究 ［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１３ （６）： ２４－３０

［４６］ 胡乃武， 阎衍， 张海峰． 增发融资的股价效应与市场前景 ［Ｊ］ 金融研究， ２００２ （５）： ３２－３８

［４７］ 邓鸣茂．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Ｊ］ 审计与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 （３）： ７３－８２

［４８］ Ｋａｐｌａｎ Ｓ Ｎ，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Ｌ Ｄ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 Ｊ］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１１２ （１）： １６９－２１５

［４９］ Ｏｗｅｎ Ｌ， Ｐｏｌｋ Ｃ， Ｊｅｓúｅ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１， １４ （２）： ５２９－５５４

［５０］ Ｗｈｉｔｅｄ Ｔ Ｍ， Ｗｕ 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Ｒｉｓｋ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１９ （２）： ５３１－５５９．

［５１］ Ｈａｄｌｏｃｋ Ｃ， Ｐｉｅｒｃｅ Ｊ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ＫＺ Ｉｎｄｅｘ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０，

２３ （５）： １９０９－１９４０．

［５２］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Ｔ， Ｆｒｅｓａｒｄ Ｌ Ｃｒｏｓｓ⁃ｌ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５ （１１）： ３３０５－３３５０

（责任编辑： 李　 晟　 张安平）

１６



·财务与会计·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９－０７
［作者简介］ 　 黄宏斌， 女， １９８０年 １１月生，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行为财务、 中国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

胡伟燕， 女， １９９７年 １月生，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行为财务、 中国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 刘玥

君， 女， １９９９年 ４月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ＷＴ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 区域经济一体化。 本文通

讯作者为黄宏斌， 联系方式为 ｏｌｉｖｅｈｈｂ＠ １２６ ｃｏｍ。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及互动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 基于微博、 微信的研究 ” （项目编

号： ７１８７２１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交易所问询监管的影响因素及治理效应———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项
目编号： ７１９７２１４０）； 天津财经大学优秀青年学者资助计划 “投资者情绪、 企业融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项目编号：
ＹＱ１５０７）。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 本文文责自负。

“再次澄清” 能获得认可吗？
———澄清公告披露期间上市公司自媒体行为的市场反应研究

Ｃａｎ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Ｗｅ⁃ｍｅｄｉ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黄宏斌 胡伟燕 刘玥君

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ＨＵ Ｗｅｉ⁃ｙａｎ ＬＩＵ ｙｕｅ⁃ｊｕｎ

［摘　 要］ 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在证监会指定披露渠道发布澄清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

其在自媒体转发澄清公告或在澄清公告期间发布其他利好消息所带来的市场反应， 以及在不同市场行

情下该市场反应的差异性。 研究发现： 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澄清公告后， 又在微博转发该

澄清公告， 会显著增强其澄清效果， 增大正向的市场反应； 特别是在牛市及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 微

博转发澄清公告会显著提高澄清公告的正向市场反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 上市公司于澄清公告披露窗

口期内在微博发布其他利好消息反而会削弱澄清公告的澄清效果， 且该影响在熊市和投资者情绪低落

时期更为显著。 本文丰富了澄清公告和自媒体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也为上市公司选择适宜的自

媒体行为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媒体　 微博　 澄清公告　 信息披露　 市场反应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５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１５４９ （２０２１） １１－００６２－１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ＲＣ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９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ｄｉ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ｗ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ｒｅｐ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Ｗｅｉｂｏ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ＳＲＣ⁃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ｈａ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ｌ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ｈｉｇｈ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ｒｅｔｗ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ｔｈｅｒ ｇｏｏｄ ｎｅｗｓ ｏｎ
Ｗｅｉｂｏ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ａ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ｌｏｗ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ｍｅｄｉａ　 Ｗｅｉｂｏ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２６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财务与会计·

一、 引言

信息不对称是资本市场运行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而市场传闻即属于信息不对称的典型表现。 澄清公告

是上市公司重要的信息披露形式， 是企业为了减轻市

场传闻引起的股价异常波动而进行的事实真相说明。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发布内容规范的澄清

公告以维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 减轻传闻对资源配

置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 目前， 我国已公布多项传闻

澄清信息披露法则， 如深圳、 上海两大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 《上市规则》 以及证监会出台的 《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均规定： 对于重大事件泄露、 市

场传闻、 证券交易异常等情况， 上市公司应及时发布

澄清公告披露相关事项， 及时向交易所提供传闻传播

的证据和事实依据， 如果企业发现媒体报道可能将或

已经对公司的股票及其衍生品产生较大的影响， 应当

及时申请相关证券的停牌工作。 据此， 现有文献基于

澄清公告澄清效果的影响因素， 研究澄清公告内容特

征以及媒体特征、 传闻特征、 发布主体等对上市公司

股票价格的影响， 进而从澄清公告市场反应的角度判

别其是否达到 “越澄越清” 的初衷。 然而， 自媒体

的广泛应用， 使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渠道更加多样

化，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

化。 在面对传闻等不实报道时， 上市公司更可在其官

方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转发其澄清公告， 或发布其他消

息分散投资者注意力， 以减少传闻或报道对公司的不

利影响， 而这一行为是否能辅助上市公司澄清公告发

布之后 “越澄越清” 的效果， 现有研究鲜有涉及。
已有研究发现， 自媒体能够为投资者带来增量信

息并提升信息效率 （Ｂｌａｎｋｅｓｐｏｏｒ 等， ２０１４［１］； 何贤

杰等， ２０１８［２］； 黄宏斌等， ２０１９［３］ ）。 近年来， 我国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使用新浪微博等自媒体进行

信息披露， 借助自媒体平台， 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

的信息交流更加充分且深入。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我国

共有 １ ４３６家上市公司开通了官方微博， 占 Ａ股上市

公司总数的 ３９ ９７％， 共发布微博 ２４０ 余万条， 其中

包含 “公司澄清” “澄清公告” 等关键词的微博占比

５ ２５％。 如，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６日，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注意到有媒体刊登 《风暴降至！ 税务部门进

驻华谊兄弟？ 业内曝电影圈洗钱内幕与手段！》 《突
发！ 华谊兄弟忽然质押几乎全部股权， 疯狂套现！》
等相关报道， 并影射公司 “涉嫌偷逃税款” “洗黑

钱” 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跑路” “疯狂套现” 等内

容的网络传闻时， 便于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２日发布澄清公

告， 指出媒体报道和传闻与事实不符， 并表示公司经

营一切正常。 华谊兄弟于其官方微博转发该则澄清公

告后， 迅速得到 １ １６６次转发、 ４ ２１７ 次评论和 ５ ３３３
次点赞， 并助推公司股价上涨 １ ６１％。 上市公司在

微博等自媒体转发澄清公告是否能协助或配合指定渠

道发布澄清公告的澄清效果？ 如果公司选择不转发澄

清公告而在该敏感时期在自媒体发布其他利好消息会

产生怎样的市场反应？ 在自媒体信息披露时代的背景

下， 此问题的研究将对上市公司有效应对市场传闻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 本文选择微博作为典型自媒体代表， 考

察上市公司通过其转发澄清公告， 或发布其他利好消

息分散投资者注意力等行为对澄清公告披露期间公司

股价和市场反应的差异化影响， 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补充和探讨： （１） 已有文献证实了自媒

体信息披露的信息传递作用， 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上市

公司不同层面、 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 然而， 这类研

究中， 均无法回避两个难题： 第一， 上市公司所产生

的积极影响， 到底是不是自媒体信息披露所带来的；
第二， 自媒体披露的往往都是利好信息， 这种过于明

显的利好倾向是否会抵消自媒体信息的增量作用？ 尽

管现有研究从主题选择、 实证设计等多个方面规避这

两个难题带来的挑战， 却无法真正将其解决。 本文选

择上市公司在自媒体二次转发 “澄清公告” 的独特

视角， 以上市公司在证监会规定渠道发布的澄清公告

为基础， 探究上市公司同时在自媒体上转发澄清公告

等信息披露行为的经济后果差异。 首先以 “转发”
所带来的增量作用克服第一个难题， 其次以 “澄清

公告” 这一不得不重述公司 “流言” 或 “丑闻” 的

特殊披露克服第二个难题， 从而拓展了自媒体信息披

露效果的研究边界。 （２） 如何缓解传闻可能带来的

异常股价波动始终是资本市场研究的重点， 但学术界

和实务界均未注意到， 自媒体也可以成为捍卫自身声

誉并传播实情的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 自媒体信息发

布成本低廉、 传播速度惊人且易于转发扩散， 是具有

独特优势的舆情工具。 因此， 本研究为上市公司应对

公司传闻提供了另一个备选阵地， 同时也丰富了学术

界对提升澄清公告 “澄清” 效果的传统认知。 （３） 当

上市公司面临传闻带来的负面影响时， 是应该在证监

会指定媒体澄清后即戛然而止？ 还是应该在自媒体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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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转发继续坦然相告？ 又或是在自媒体 “顾左右而

言他” 发布其他的利好消息？ 哪一种能达到最佳的

澄清效果？ 在不同的外部环境或市场行情下， 哪些行

为对股价的修复作用最为明显？ 本文通过差异化行为

的差异化市场反应为上市公司如何恰当地运用自媒体

提供了最优选择， 同时也为最终应对传闻的举措提供

了参考与借鉴。

二、 文献综述

（一） 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研究

按照有效市场假说， 在信息完备的市场中， 传闻

并不会对股价造成冲击， 投资者有足够的能力辨别信

息的真伪， 不能获得非正常收益， 即 “谣言能够止

于智者” （Ｄｉｅｆｅｎｂａｃｋ， １９７２［４］ ）。 但在真相明了之

前，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媒体 “博人眼球” 的报道

效应， 投资者尤其是个人投资者并非能够保持足够

的理性去正确处理传闻信息， 从而引起股价异常波

动。 有些公司甚至会利用投资者这种非理性特征策

略性地散播传闻以达到操控股价的目的 （Ｗｉｒａｍａ
等， ２０１７［５］ ）。

澄清公告是企业针对市场上存在的传闻做出的事

实陈述性说明， 以缓解市场传闻引起的股价异常波动

为目的。 但是关于澄清公告的澄清效果目前主要存在

两类不同的观点： 一类是以 Ｆａｍａ （１９７０） ［６］的研究

为核心的有效市场假说理论， 即在半强式的有效市

场中， 市场公开信息能够迅速在股价中予以反应，
即 “澄而就清”； 另一类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学者

则认为， 由于 “首因效应”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的存在

（Ａｓｃｈ， １９４６［７］ ）， 最初的传闻信息在部分投资者心

中已经 “固化”， 且 “保守主义” 使得认知行为存在

一定的偏差 （Ｂａｒｂｅｒｉｓ 和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１９９８［８］ ）， 投资者

改变原有观念的调整速度较慢， 只能对其受传闻影响

的经济行为做出不充分的调整 （Ｓｌｏｖｉｃ和 Ｌｏ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１［９］）， 并不会按照理性贝叶斯标准行事， 导致对

新信息的反应不足， 即 “澄而不清”。
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程度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如市场环境、 媒体类型以及澄清公告特征等。 研究发

现， 相较于熊市， 在牛市中市场传闻对股价的冲击更

大 （赵静梅等， ２０１０［１０］）， 且澄清措辞越强硬澄清效

果越好 （张宁和刘春林， ２０１１［１１］）。 而对于传闻媒体

而言， 其权威性越高， 投资者越不容易相信澄清公

告， 澄清效果越不明显 （贾明等， ２０１４［１２］）， 证监会

媒体和境外媒体对澄清公告的报道能够提升澄清公告

的规范程度， 并对股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 （张斯琪，
２０１８［１３］）。 此外， 澄清公告按内容的详略、 解释语言

的准确程度、 是否提供实质性事实依据的标准， 可分

为名义性与技术性澄清公告， 且技术性的澄清公告澄

清效果更好 （贾明等， ２０１４［１２］）。
（二） 上市公司自媒体信息披露及其影响的相关

研究

同主流媒体相似， 自媒体在信息披露、 公司治理

和资本市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 以往报纸等

主流媒体的传播报道偏向于高度可见性企业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０６［１４］）， 导致 “高调者” 一直处于聚光灯下， 而

“低调者” 则只能干受冷落。 但自媒体打破了这层障

碍， 投资者不仅能够随时随地关注公司信息， 还能完

成双向交流。 其次， 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角度，
Ｂｌａｎｋｅｓｐｏｏｒ 等 （２０１４） ［１］发现管理者可以通过推特消

息提升市场流动性； 相对于未开通微博的公司， 开通

微博 的 公 司 股 价 同 步 性 更 低 （徐 巍 和 陈 冬 华，
２０１６［１５］）； 相对于开通微博前， 公司开通微博后分析

师盈余预测的修正频率增加、 盈余预测的精度更高、
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降低 （胡军等， ２０１６［１６］ ）。 微博

信息披露数量的增加也能通过 “信息效应” 和 “情绪

效应” 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黄宏斌等， ２０１９［３］）。
最后， 对于自媒体信息是否具有增量信息作用，

徐巍和陈冬华 （２０１６） ［１５］研究发现， 通过微博披露信

息能够带来一定的市场反应， 且市场反应与披露强度

成正比。 进一步对披露信息进行细分， 发现微博再次

披露已经公布的公告会带来更大的市场反应。 徐静等

（２０１８） ［１７］以是否开通微博对上市公司进行分类， 发

现就未开通微博的上市公司而言， 在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会显著引起负面市场反

应， 而在已开通微博的公司样本中， 并未引起显著的

市场反应， 说明开通微博能够抵减相应的负面市场反

应， 进一步证实微博信息披露的增量信息作用。
（三） 文献述评

当资本市场中传闻对公司股价产生一定的冲击

时， 尤其是当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

发布澄清公告时， 上市公司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要求进

行澄清， 否则将会被停牌； 相较于此， 之后上市公司

选择是否在微博上再次澄清相关事宜则有很大的自由

度。 自媒体是上市公司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 策

略性地促进公司信息的传播扩散或者转移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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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渠道。 上市公司可选择是否再次披露， 何时何地

以何种方式进行披露， 引发投资者注意力、 情绪和行

为的变化， 从而使得公司股价朝有利的方向变动。
综上， 首先， 以往关于澄清公告的研究主要从传

闻的性质、 澄清公告的特征等角度出发， 分析其市场

反应差异， 并未考察澄清公告经不同的披露渠道再次

或多次转发而带来的影响。 其次， 现有文献对自媒体

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的研究中， 均无法回避一个

难题， 即该经济后果是否一定是自媒体渠道披露的信

息所带来的？ 因为信息的繁杂性和传播的广泛性， 使

得自媒体可便捷地转发某些信息或对已有的信息进行

重复发布， 这类重复发布效应是否会带来更加突出的

影响， 可在一定程度上屏蔽自媒体经济后果研究的难

题。 基于此， 本文选择了一类特定且敏感的公告———
澄清公告， 并基于自媒体的二次传播效应， 考察多次

澄清的效果。 不仅对自媒体信息披露进行了细化， 也

借助澄清公告披露事件期间上市公司自媒体的差异化

行为来考察其所带来的市场反应差异， 弥补了上述文

献的空缺。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媒体是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渠道， 上市

公司在微博二次转发澄清公告会带来如下影响： 首

先， 能够有效协助指定披露渠道的澄清公告遏制传闻

的传播和发酵。 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有义务针对不实

传闻进行澄清， 澄清公告报经证监会批准后才可发

布， 其信息可靠性得以保证。 当传闻经过多个渠道被

澄清时， 出于流量、 声誉等角度的考虑， 传闻报道

媒体会考虑不实报道带来的风险而停止传播传闻，
甚至会对前述传闻自行进行说明以加强投资者的信

任。 如果不实报道伤害到任何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报道媒体将承担政府制裁或管制的风险 （Ｈｏｕｓｔｏｎ
等， ２０１１［１８］）； 其次， 能够大大节省投资者获取澄清

信息的成本。 相较于传统媒体， 微博 “一键式转发

及点赞” 功能能够迅速扩大信息传播的广度， 增加

了公司的信息供给， 同时考虑到我国以个人投资者为

主的市场结构 （于李胜和王艳艳， ２０１０［１９］）， 相对于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本就处于信息劣势， 信息搜

集成本相对较高， 高度依赖于公司信息披露 （徐浩

峰和侯宇， ２０１２［２０］）， 因此， 上市公司微博转发澄清

公告的同时 “一键式推送” 功能会使得投资者的信

息搜集成本大大降低， 缓解了传闻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 上市公司澄清传闻传递出公司正常经营的信号，
可有效缓解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投资者能够

根据澄清公告信息理性调整投资行为， 从而抵消前期

传闻的影响， 缓解股价异常波动； 且微博平台具有传

统媒体所欠缺的 “交互性”， 投资者可利用 “评论”
功能对澄清事件进行咨询， 信息交互平台大大提升了

信息交换的及时性， 交流深度的增加也能使得投资者

更为信服。 同时， 微博的 “大众性” 使得更多的投

资者接收到评论里交流互动的具体信息， 进一步提升

了信息传递效率， 澄清效果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前有研究已表明， 信息中介对已有信息的二次传

播作用能够使得信息的市场反应程度增加 （Ｅｎｇｅｌｂｅｒ
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２０１１［２１］； 徐巍和陈冬华， ２０１６［１５］ ）， 微

博作为典型的自媒体平台， 其披露的有效信息是传统

信息披露平台的有效补充， 微博能够对公司股票超额

回报产生一定的影响， 且相较于没有经过微博二次发

布的公告， 经过微博转发的已有澄清公告信息会带来

更强烈的市场反应。 据此， 提出本文假设 １：
假设 １： 上市公司在微博上重复发布澄清公告，

会带来显著正向的市场反应。
投资者的行为往往会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 市场

行情的涨落带动着投资者情绪的起伏， 进而影响信息

对股价的冲击。 牛市中股票存在正向非对称性， 而在

熊市中则呈现出负向非对称性 （陆蓉和徐龙炳，
２００４［２２］）。 正向非对称性即是指在同等幅度下对比，
正向收益率冲击相对负向收益率冲击对市场后期能够

造成更大的波动。 首先， 从形成机制来看， 中国市场

较成熟资本市场的卖空机制不够成熟 （袁怀宇和张

宗成， ２００９［２３］）， 从而影响了坏消息被市场价格所吸

收， 由此产生了正向波动非对称性。 其次， 从投资者

预期的角度来看， 我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体现为非对

称信息效应的正反馈交易行为， 即投资者对过去价格

的增长往往具有适应性预期， 这种预期的行为反馈主

要是对价格持续增长的反应， 而不是对价格偶然变化

的反应。 再次， 从投资者的组成部分分析， 我国资本

市场上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 不能准确及时地获取市

场信息， 因此在操作上紧跟机构投资者， 形成了散户

“追涨杀跌” 的风格， 加剧了市场波动。 最后， 从投

资者心理角度来看， 个体投资者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

增强安全感， 会采取从众的行为， 这种 “羊群效应”
会产生一种信号放大机制， 引起市场信息的更大共振

（陆蓉和徐龙炳， ２００４［２２］）。
５６



·财务与会计·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因此， 资本市场中的非对称性造成牛市时期投资

者会对好消息反应过度和对坏消息反应不足。 牛市时

期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 同时市场活跃程度会影响信

息的传递效率， 微博发布澄清公告后， 投资者对此信

息的关注度较高， 此时正值资本市场的上升时期， 投

资者对股市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憧憬， 在新信息的刺激

下投资者 “追涨” 的可能性更大， 此行为会加大微

博发布澄清公告的正向市场反应。 而处于熊市时， 投

资者信心不足， 投资行为相对保守， 又由于受到经济

形势下行的冲击， 投资者可能会减少股票交易行为，
因此澄清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据此， 提出本文假

设 ２：
假设 ２： 相较于熊市时期， 处于牛市时， 上市公

司在微博重复发布澄清公告会进一步增强其澄清效

果， 带来正向市场反应。

四、 实证设计与假设检验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赵静梅等 （２０１０） ［１０］的研究， 将 “传
闻” 定义为经上市公司澄清的关于公司相关情况不

属实或者具有误导性并且对公司股价造成了较大波动

的信息。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上市公司在证监会

指定披露渠道发布的澄清公告为样本， 通过逐一人工

阅读方式， 筛选出针对不实传闻进行剖析解释， 并表

示传闻涉及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的

陈述性说明的澄清公告。 手工划分澄清公告样本的传

闻性质 （正面、 中性和负面）， 基于本文的研究属性

并为了获得更准确可靠的研究结果， 对样本进行如下

处理： （１）剔除在澄清公告发布期间有诸如增发配

股、 并购、 年中季报发布等重大事件的样本； （２）剔
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３）剔除问询函回复、 会所券商

回复报告等与澄清传闻无关的样本； （４）剔除财务数

据、 公司治理等数据缺失样本和数据异常样本。 最终

共得到有效澄清公告样本 ２ ６０９个。
为考察微博二次转发的影响， 按照上市公司发布

澄清公告的日期， 逐一手工匹配上市公司官方微博样

本， 并确定在澄清公告发布日周围在上市公司官方微

博转发澄清公告的微博二次转发样本为 ４１个。 同时，
本文也手工收集在证监会澄清公告披露日 （ －１， １）
时间区间内， 虽然微博没有转发上市公司澄清公告，
但发布利好消息的样本 １１８个。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如下： 澄清公告数据来自证

监会官方网站， 微博数据手工搜集匹配， 其他数据均

来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 为消除极端值

的影响， 对所有涉及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１％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以及回归分析方法对澄清公

告在不同情况下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 在运用事件研

究法时， 由于微博转发澄清公告样本的转发日与证监

会指定媒体澄清公告发布日极为相近， 因此我们以证

监会指定媒体澄清公告发布日为事件日， 以事件发生

前 ２２０至前 ３０ 天即 （－２２０， －３０） 为观察期， 以澄

清公告发布日前 ２至后 ５ 天即 （－２， ５） 为事件研究

窗口。
选择 ＣＡＰＭ模型估计预期正常收益率， 即： ｒｉ，ｔ ＝

ｒｆ，ｔ＋βｉ （ ｒｍ，ｔ － ｒｆ，ｔ ）， 其中 ｒｉ，ｔ 是证券 ｉ 在 ｔ 时期基于

ＣＡＰＭ模型的预期正常收益率， ｒｆ，ｔ 是无风险利率，
ｒｍ，ｔ是市场组合收益率， 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 βｉ；
随后计算实际日个股收益率， 以实际日个股收益率减

去预期正常收益率， 得到当日超额累计收益率。 即：
ωｉ，ｔ ＝ ｒｃｉ，ｔ－ｒｉ，ｔ， ωｉ，ｔ为证券 ｉ 在 ｔ 时期基于 ＣＡＰＭ模型的

当日超额累计收益率， ｒｃｉ，ｔ为证券 ｉ 在 ｔ 时期的实际收益

率， ｒｉ，ｔ为证券 ｉ 在 ｔ 时期的预期正常收益率； 随后计算

样本的超额累计异常收益率： ＣＡＲｉ，ｔ ＝∑
ｎ

ｔ ＝ １
ωｉ，ｔ。 ＣＡＲ ｉ，ｔ

即为事件窗口期内第 ｉ 只股票的超额累计收益率， 以

此最后检验事件窗口期的市场反应。
（三） 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

１ 被解释变量。
参照 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等 （２００４） ［２４］的做法， 使用相对

市场的日超额回报作为市场反应的度量， 即将样本的

累计超额收益率 ＣＡＲ ｉ，ｔ ＝∑
ｎ

ｔ ＝ １
ωｉ， ｔ 作为本文的被解释

变量。
２ 解释变量。
定义证监会发布澄清公告后微博再次转发此公告

哑变量为 Ｆａｂｕ， 当微博转发、 再次披露该澄清公告

时 Ｆａｂｕ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定义上市公司于

事件日前后 １天披露利好消息哑变量为 Ｌｉｈａｏ ， 当披

露利好消息时 Ｌｉｈａｏ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３ 分组变量。
参考肖峻 （２０１３） ［２５］等的研究， 利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官网的上证综指增长率的日度数据， 以 ０ 为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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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若上证综指平均增长率大于 ０， 则认为市场处于

上升周期， 定义其为牛市； 相应地， 若上证综指平均

增长率小于 ０， 则认为市场处于下降周期， 定义其为

熊市。 最终市场行情的划分结果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为牛市，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为熊市。 稳健

性检验中， 市场层面投资者情绪 （ ＩＳＩ） 来自 ＣＳＭＡＲ
国泰安数据库。 参照 Ｂａｋｅｒ 和 Ｗｕｒｇｌｅｒ （２００６） ［２６］投
资者情绪指标构建方法和思路， 本文采用国泰安数据

库投资者情绪子数据库中， 魏星集等 （２０１４） ［２７］构建

的 Ａ股市场投资者情绪 ＩＳＩ， 其构建方法大体如下：
选取 新 增 开 户 数 （ ＮＡｔ ）、 上 月 市 场 换 手 率

（ＴＵＲＮｔ－１）、 上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ＣＣＩｔ－１）、 上月封

闭基 金 平 均 折 价 率 （ ＤＣＥＦ ｔ－１ ）、 新 股 发 行 数 量

（ＮＩＰＯｔ） 和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 （ＲＩＰＯｔ） 这六个指

标进行描述性统计， 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投资者

情绪的构建。 计算公式为：

ＩＳＩｔ ＝ ０ ６４ＮＡｔ＋０ ５２１ＴＵＲＮｔ－１＋０ ２２９ＣＣＩｔ－１
＋０ ３５１ＤＣＥＦ ｔ－１＋０ ２２７ＮＩＰＯｔ＋０ ４６３ＲＩＰＯｔ

４ 控制变量。
为控制资本市场层面股价本身波动性的影响， 引

入股价波动性市场变量 Ｖｏｌａｔ。 在澄清公告本身内容

方面， 参考贾明等 （２０１４） ［１２］按公告内容的详略、 解

释语言的准确程度、 是否提供实质性事实依据的标

准， 将澄清公告划分为名义性与技术性澄清公告。 控

制澄清公告内容变量 （ Ｊｉｓｈｕ） 和传闻类型变量

（Ｃｗｌｘ）， 还控制了上市公司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总资产

周转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董事长

和总 经 理 是 否 两 职 合 一 （ Ｄｕａｌ ）、 资 产 负 债 率

（Ｌｅｖ）、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例 （Ｔｏｔａｌｆｉｒｓｔ） 等。
表 １为本文所有变量定义表。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ＣＡＲ 累计超额收益率 （－２， ５） 窗口期内异常收益率的累加

解释变量

Ｆａｂｕ
是否在事件日 （－１， １） 窗口内在

微博上转发披露澄清公告
是则该变量取 １， 否则取 ０

Ｌｉｈａｏ
是否在事件日 （－１， １） 窗口内在

微博发布利好消息
是则该变量取 １， 否则取 ０

分组变量

Ｍａｒｋｅｔ 市场行情
上证综指平均增长率， 大于 ０ 为牛市取 １， 小于 ０
为熊市取 ０

ＩＳＩ 投资者情绪
国泰安数据库中投资者情绪指数 （ ＩＳＩ）， 大于均值

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控制变量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总资产周转率 公司当年营业收入 ／总资产

Ｒｏｅ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公司净资产

Ｇｒｏｗｔｈ 营业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额 ／上期营业收入

Ｄｕａｌ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取 １， 否则取 ０

Ｌｅｖ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总资产

Ｌｎｓｉｚｅ 公司规模 Ｌｏｇ（上市公司规模＋１）

Ｔｏｐｆｉｒｓｔ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Ｃｗｌｘ 传闻类型 传闻性质为负取 １， 否则取 ０

Ｖｏｌａｔ 股价波动性 最近 ２５０个交易日个股回报率的方差

Ｊｉｓｈｕ 技术性公告 若公告详尽、 准确有根据取 １， 否则取 ０

　 　 ５ 实证设计。
以往关于澄清公告的文献被解释变量 ＣＡＲ 值的

窗口普遍采用 （ －１０， １０）， 但考虑到事件窗口太长

可能会参杂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及自媒体转发信息披露

属于一个短窗口效应， 因此我们截取 （－２， ５） 的窗

口区间内的 ＣＡＲ 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ＣＡＲ 值是事件

日前两日累计到当天的超额累计回报。 同时， 为了使

澄清公告的效果更加清晰明了， 我们也以 （０， ５）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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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的 ＣＡＲ 值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ＣＡＲ 值是事件

日累计到当天的超额累计回报。 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ＣＡＲ ｉ，ｔ ＝β０＋β２Ｆａｂｕ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Ｉｎｄ

＋∑Ｙｅａｒ ＋ ε （１）

模型 １检验假设 １， 预测 β２ 的符号显著为正； 根

据本文假设 ２， 预测相比较熊市， β２ 的符号在牛市显

著为正。

五、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２是本文基于澄清公告全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 由表中可以看出， ＣＡＲ 值的均值为 ０ ００８，
表明平均看来上市公司在事件日发布澄清公告都能带

来正向的超额累计收益， ＣＡＲ 值最小为－０ ６３５， 最

大为 ０ ３４９。 Ｆａｂｕ 的均值为 ０ ０１６， 表明在 ２ ６０９ 个

澄清公告全样本中， 进行微博转发的公告占比仅为

１ ６％。 Ｌｉｈａｏ 的均值为 ０ ０４５， 表明有 ４ ５％公告涉及

的公司会选择澄清公告期间在微博上披露利好信息。
传闻类型 Ｃｗｌｘ 均值为 ０ ５２４， 中值为 １， 表明澄清公

告主要还是针对负向传闻进行澄清。 澄清公告内容类

型 Ｊｉｓｈｕ 的均值为 ０ ３９４， 中值为 ０， 表明大部分上市

公司发布的澄清公告的内容质量还有待加强。 其余描

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基本一致。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ＣＡＲ ２ ６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７９ －０ ６３５ ０ ００１ ０ ３４９

Ｆａｂｕ ２ ６０９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Ｌｉｈａｏ ２ ６０９ ０ ０４５ ０ ２０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Ｖｏｌａｔ ２ ６０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８１

Ｌｎｓｉｚｅ ２ ６０９ ３ ０９８ ０ ０６６ ２ ７３６ ３ ０９１ ３ ３５０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２ ６０９ ０ ７１４ ０ ５４４ ０ ０２２ ０ ５９１ ３ ２０９

Ｒｏｅ ２ ６０９ ５ ７７７ １８ ８２０ －１２１ ６００ ７ １９５ ４９ ５１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２ ６０９ ０ ２６０ ０ ７２７ －０ ７７８ ０ １４１ ５ ８０２

Ｌｅｖ ２ ６０９ ０ ４８４ ０ ２３０ ０ ０４８ ０ ４８０ １ ３０３

Ｔｏｔａｌｆｉｒｓｔ ２ ６０９ ０ ３４４ ０ １５１ ０ ０７５ ０ ３１６ ０ ７５０

Ｃｗｌｘ ２ ６０９ ０ ５３０ ０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Ｊｉｓｈｕ ２ ６０９ ０ ３９４ ０ ４８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ｕａｌ ２ ６０９ ０ ２５４ ０ ４３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Ｉｓｉ ２ ６０９ ５３ ６４０ ２０ ７００ ２９ ９２０ ５１ ８９０ １３５ ５００

Ｍａｒｋｅｔ ２ ６０９ ０ ４３８ ０ ４９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二） 上市公司微博重复发布澄清公告对澄清效

果的影响

表 ３显示在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澄清公告后， 上

市公司微博再次转发澄清公告所产生的市场反应变化。
检验结果呈以下特点： 在事件日前两天， ＣＡＲ 值分别

为－０ ０１２ ９ 和－０ ０２３ ０， 且都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 而从事件日开始， 超额累计收益率 ＣＡＲ 值显著为

正， 为 ０ ０３４ ３。 且 （０， ３） 区间内均存在正向显著

ＣＡＲ 值。 这说明上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会增强

证监会渠道首次澄清带来的正向市场反应， 这一结果

在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依然成立， 假设 １ 得证。
这一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披露澄清公告后，
应及时于自媒体平台再次转发澄清公告， 由此加强澄

清公告的澄清效果。 且澄清公告的内容 （Ｊｉｓｈｕ） 在事

件日及之后也显著为正， 表明澄清公告越详细明确，
澄清效果越好， 与之前文献研究结果一致。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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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上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

变量
－２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Ｆａｂｕ
－０ ０１２ ９∗∗

（－２ １７９ ２）
－０ ０２３ ０∗∗

（－２ ２１２ ４）
０ ０３４ ３∗∗∗

（２ ７９２ ９）
０ ０４８ ３∗∗∗

（３ ４４６ ７）
０ ０３８ ９∗∗

（２ ４１３ ８）
０ ０３０ ９∗

（１ ６９３ ９）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０１８ ６）

－０ ００７ １
（－０ ３１６ ５）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４４６ １）

－０ ０６８ ８∗∗∗

（－２ ７７４ ２）
－０ ０５２ ５∗

（－１ ７９５ ４）
－０ ０１８ １
（－０ ５４０ ５）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７３ ８）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１３５ ７）

－０ ０１６ ７
（－０ ３４０ ９）

－０ ０２２ ３
（－０ ４２０ ０）

Ｄｕａｌ
－０ ００２ ３
（－１ ３４４ １）

－０ ００４ ７
（－１ ５４１ １）

－０ ００７ ０∗

（－１ ９５３ ３）
－０ ００８ １∗∗

（－１ ９７４ ２）
－０ ００６ ８
（－１ ４４８ ７）

－０ ００９ ４∗

（－１ ７５４ ５）
－０ ００９ １
（－１ ５１２ ２）

－０ ０１０ ４
（－１ ５９９ ２）

Ｖｏｌａｔ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１７９ ２）

－０ ２０６ ３
（－１ １１３ ９）

０ ３９０ ８∗

（１ ７８９ ３）
０ ３０４ ０
（１ ２１７ ７）

－０ ５９９ ７∗∗

（－２ ０９０ ５）
－１ ０７７ ２∗∗∗

（－３ ３１２ ４）
－１ ４６４ ５∗∗∗

（－３ ９９９ ０）
－１ ８２５ ０∗∗∗

（－４ ５９２ ６）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７９６ ３）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４７３ ７）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２０６ １）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１０３ ０）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４０９ ９）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４００ ４）

０ ００２ １
（０ ３８２ ３）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２４２ ０）

Ｒｏｅ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６７８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２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４１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８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４３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９８９ 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９９１ ７）

Ｌｅｖ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２５２ １）

０ ００５ ２
（０ ７９６ ４）

０ ０１４ ８∗

（１ ９１２ ２）
０ ００９ ５
（１ ０７６ ４）

０ ００９ １
（０ ９０３ １）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６７４ ３）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９０２ １）

０ ０１７ ０
（１ ２１０ ９）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１ ８∗

（１ ７７４ ９）
－０ ００５ ６∗∗∗

（－３ ０７５ ２）
－０ ００２ ９
（－１ ３２４ ２）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２０１ ９）

－０ ００８ ５∗∗∗

（－２ ９８８ ７）
－０ ０１３ ４∗∗∗

（－４ １７２ ９）
－０ ０１８ ６∗∗∗

（－５ １４０ ８）
－０ ０２０ ０∗∗∗

（－５ ０８７ ５）

Ｔｏｔａｌｆｉｒｓｔ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７３５ ７）

０ ００９ １
（１ ０１１ ３）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５７９ ２）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２９２ ８）

－０ ０１２ ３
（－０ ８７５ ９）

－０ ０１９ ９
（－１ ２５７ ３）

－０ ０２５ ９
（－１ ４５０ ７）

－０ ０３１ ３
（－１ ６１５ ０）

Ｃｗｌｘ
－０ ００９ ３∗∗∗

（－６ １０４ ３）
－０ ０３１ ５∗∗∗

（－１１ ８２５ ０）
－０ ０３３ １∗∗∗

（－１０ ５３７ ４）
－０ ０３５ ７∗∗∗

（－９ ９４９ ６）
－０ ０３９ ２∗∗∗

（－９ ５０５ ８）
－０ ０３９ ５∗∗∗

（－８ ４５４ ７）
－０ ０４０ １∗∗∗

（－７ ６１４ １）
－０ ０３９ ６∗∗∗

（－６ ９２８ １）

Ｊｉｓｈｕ
－０ ００２ ５
（－１ ６３９ 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５１ ８）

０ ００５ ６∗

（１ ８０４ ９）
０ ００８ ４∗∗

（２ ３４６ ２）
０ ０１１ ４∗∗∗

（２ ７７１ ３）
０ ０１１ ８∗∗

（２ ５２４ ８）
０ ０１４ ４∗∗∗

（２ ７５０ ５）
０ ０１５ ４∗∗∗

（２ ６９９ ９）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３６ ３）

０ ２４１ ９∗∗∗

（３ １７０ ０）
０ １７５ ５∗

（１ ９４９ ７）
０ ０８１ ９
（０ ７９５ ９）

０ ０４２ ８
（０ ３６２ ２）

０ ０８８ ２
（０ ６５７ ９）

０ １２６ ５
（０ ８３８ ０）

０ １４８ １
（０ ９０３ ９）

Ｎ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３２ ４ ０ ０８０ ５ ０ ０６４ ３ ０ ０６０ ３ ０ ０６２ ６ ０ ０５６ 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 ０４９ ０

　 　 注： ∗、 ∗∗、 ∗∗∗分别代表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为了使澄清公告的效果更加清晰明了， 我们以

（０， ５） 窗口的 ＣＡＲ 值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 ＣＡＲ 值

是事件日累计到当天的超额累计回报。 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可见， 若无之前传闻给股价带来的负向影响， 上

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所带来的正向市场反应更

强。 无论选择 （－２， ５） 还是 （０， ５） 的窗口期， 澄

清公告对不实传闻均具有显著的股价回复作用。

表 ４ 上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 （０， ５） 期间的市场反应

变量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Ｆａｂｕ
０ ０３５ ６∗∗∗

（２ ８３５ ２）
０ ０４９ ０∗∗∗

（３ ２０９ ８）
０ ０４７ ８∗∗∗

（２ ７２２ １）
０ ０３２ ０∗∗

（２ ４２４ １）
０ ０１６ ８
（１ ０５３ 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５６４ ５）

Ｌｎ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１ ４∗

（１ ９３６ ８）
０ ０６２ ２∗∗∗

（２ ７４１ ２）
０ ０７２ ２∗∗∗

（２ ７０３ ３）
０ ０５９ ８∗

（１ ８５５ ６）
０ ０５１ ３
（１ ３４６ ０）

０ ０４６ ７
（１ １０２ ７）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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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Ｄｕａｌ
－０ ００２ ６
（－１ ３２４ ７）

－０ ００４ １
（－１ ４６２ ２）

－０ ００２ ４
（－０ ７４１ ２）

－０ ００５ １
（－１ ２９８ ３）

－０ ００４ ５
（－０ ９７０ １）

－０ ００５ ７
（－１ ０９７ ７）

Ｖｏｌａｔ
０ ５６８ ７∗∗∗

（４ ６９６ ６）
０ ５０５ ８∗∗∗

（２ ９８４ ４）
－０ ３７７ ９∗

（－１ ８９４ ３）
－０ ８４３ ７∗∗∗

（－３ ５０３ １）
－１ ２５８ ８∗∗∗

（－４ ４２３ ３）
－１ ６２０ ５∗∗∗

（－５ １２２ 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３９７ ２）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３０６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１２６ ３）

０ ０００ ４
（０ １０７ ７）

－０ ０００ ２
（－０ ０３９ １）

Ｒｏｅ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８７３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１３８ ３）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６４１ ３）

０ ０００ １
（１ ３９６ ３）

０ ０００ ２∗∗

（２ ０８６ ２）
０ ０００ ３∗

（１ ９５５ ２）

Ｌｅｖ
０ ００９ ０∗∗

（２ ０９５ 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６６６ ３）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５３４ ２）

０ ００３ ６
（０ ４２８ 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 ６９８ ３）

０ ０１１ ８
（１ ０５７ ６）

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０２ ７∗∗

（２ ２７２ ７）
０ ００５ ０∗∗∗

（２ ９８０ １）
－０ ００２ ８
（－１ ４０３ ８）

－０ ００７ ８∗∗∗

（－３ ２８３ ９）
－０ ０１２ ９∗∗∗

（－４ ５９７ ８）
－０ ０１４ ３∗∗∗

（－４ ５８３ ８）

Ｔｏｔａｌｆｉｒｓｔ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６３３ ５）

－０ ０１４ ８∗

（－１ ７９３ ０）
－０ ０２３ １∗∗

（－２ ３７４ ５）
－０ ０２９ ５∗∗

（－２ ５１２ ５）
－０ ０３５ ２∗∗

（－２ ５３５ ６）
－０ ０４０ ６∗∗∗

（－２ ６３０ ９）

Ｃｗｌｘ
－０ ００４ １∗∗

（－２ ３７２ ４）
－０ ００６ ２∗∗

（－２ ５６９ １）
－０ ００９ ０∗∗∗

（－３ １３０ ６）
－０ ００９ ８∗∗∗

（－２ ８５０ ４）
－０ ００９ ６∗∗

（－２ ３４９ ０）
－０ ００８ ９∗

（－１ ９５１ ８）

Ｊｉｓｈｕ
０ ００５ ０∗∗∗

（２ ８９０ ０）
０ ００８ ５∗∗∗

（３ ４９５ ５）
０ ０１０ ３∗∗∗

（３ ５９４ ８）
０ ０１２ １∗∗∗

（３ ５１５ ８）
０ ０１３ ５∗∗∗

（３ ３２０ ２）
０ ０１４ ６∗∗∗

（３ ２１６ ０）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０９ １∗∗

（－２ １８６ １）
－０ １９２ ５∗∗∗

（－２ ７５５ ９）
－０ １９８ ７∗∗

（－２ ４１６ ９）
－０ １４４ ７
（－１ ４５７ ８）

－０ １１２ ３
（－０ ９５７ ２）

－０ ０９３ ８
（－０ ７１９ ２）

Ｎ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２ ６０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２８ 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２９ ５ ０ ０３２ １ ０ ０３３ ７

（三） 不同市场行情下微博重复发布澄清公告对

澄清效果的影响

由表 ５和表 ６的实证结果表明， 市场行情不同的

两个组别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熊市时期， 上市公司微

博转发澄清公告并没有对股价波动带来显著影响； 而

在牛市期间， 从发布澄清公告的当天开始， 上市公司

微博转发澄清公告事件的 ＣＡＲ 值均显著为正， 这说

明自媒体转发显著增强了首次披露澄清公告带来的正

向市场反应。 假设 ２得证。

表 ５ 牛市时期上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

变量
－２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Ｆａｂｕ
－０ ０１５ ６∗

（－１ ７５９ ８）
－０ ０２９ ０∗

（－１ ８８０ ４）
０ ０３６ ９∗∗

（２ １４０ ５）
０ ０４０ ９∗∗

（１ ９６９ ８）
０ ０２６ ５∗∗

（１ ９７３ 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 ５７９ ８）

－０ ０１７ ３
（－０ ５０４ ３）

－０ ０３０ １
（－０ ８０１ 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５４ ０
（－０ ８０５ ０）

０ １４８ ８
（１ ２７３ ６）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１７０ ０）

－０ ０１７ ２
（－０ １０９ １）

０ ０５１ ８
（０ ２７６ ９）

０ １４７ ６
（０ ６６３ ５）

０ ２４１ ７
（０ ９３１ ８）

０ ２８２ ８
（０ ９９５ １）

Ｎ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３５ ５ ０ ０６５ ８ ０ ０５３ ８ ０ ０５８ １ ０ ０７４ ４ ０ ０６９ ５ ０ ０６８ ７ ０ ０７０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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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熊市时期上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

变量
－２ －１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ＣＡＲ

Ｆａｂｕ
－０ ０１０ ０
（－１ ２３４ ２）

－０ ０２２ ８
（－１ ６１０ ２）

０ ０２４ ５
（１ ３８５ ５）

０ ０３５ １
（１ ４４５ １）

０ ０３３ １
（１ ５６６ ６）

０ ０２６ ０
（１ １４９ ０）

－０ ００２ ３
（－０ ０９５ ０）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１２１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０４６ ２
（０ ８００ ０）

０ ３２８ １∗∗∗

（３ ２５４ ２）
０ ３２４ １∗∗∗

（２ ６４１ ７）
０ １６０ ０
（１ １６８ ８）

０ ０３５ ２
（０ ２３４ ０）

０ ０３１ ７
（０ １９７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１１ ５）

０ ０１１ １
（０ ０６０ ４）

Ｎ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１ ４６５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１０８ ７ ０ ０８３ ７ ０ ０７３ ８ ０ ０７８ ６ ０ ０６５ ６ ０ ０６０ １ ０ ０４８ ３

（四） 稳健性检验①

１ 更换事件窗口。
考虑到事件窗口较长可能存在累加效应， 本文将

事件窗口由 （ －２， ５） 更改为 （ －１， ３）， 重复计算

事件窗口期内的超额累计收益率， 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 微博转发澄清公告能够带来显著的正

向市场反应， 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２ 替换分组变量。
由于牛熊市属于年度数据， 为了更为精确地区分

市场行情， 我们采用月度数据投资者情绪 （ ＩＳＩ） 替

换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论与表 ５、 表 ６ 一致， 且

各项系数前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稳定， 结论具有稳

健性。
３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匹配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在微博中转发了澄清

公告的公司进行一对一匹配， 按照协变量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 公 司 年 龄 （ Ａｇｅ ）、 公 司 的 存 货 周 转 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以及营业利润增长率 （Ｇｒｏｗｔｈ） 匹配出

虽然在证监会指定网站发布了澄清公告， 但却未在

微博上转发其澄清公告的公司作为对照组， 以减少

偏差和混杂变量的影响。 利用 ＰＳＭ配对样本进行的

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稳健的。

六、 进一步分析

本文上述实证结果已经证明上市公司在微博二次

转发澄清公告会带来更为显著的正向澄清效果。 同

时， 在数据样本整理时， 我们注意到了上市公司微博

的其他异质性行为———发布与澄清公告事件无关的其

他利好消息。 公司为何会有两种不同的行为？ 这两种

行为会给公司带来怎样差异性的影响？ 哪种行为对股

价的修复效果更明显？ 根据以往研究， 自媒体信息披

露的不同内容带来的经济效果具有差异性， 而投资者

所关心的内容主要包括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业

务的信息， 进而产生不同的投资预期。 因此， 我们同

时关注事件窗口期内上市公司在微博中不发布澄清公

告， 而发布其他利好信息的行为， 进而探究其对市场

反应的影响。 即基于部分公司在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

澄清公告期间， 并不选择在微博上重复转发澄清公

告， 而是发布关于本公司业绩、 社会责任、 研发新产

品等与澄清无关的利好消息时， 此类自媒体行为所带

来的市场反应。 据此， 我们构建模型 ２：

ＣＡＲ ｉ，ｔ ＝β０＋β１Ｌｉｈａｏ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Ｉｎｄ

＋∑Ｙｅａｒ ＋ ε （２）

从回归结果②可知， 事件日当天的 ＣＡＲ 值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上市公司于事件日前后一天

（－１， １） 区间内在微博发布本公司的利好消息反而

会削弱其澄清效果， 与其 “顾左右而言他”， 不如坦

诚相对， 一心一意向投资者进行全力的澄清。 根据投

资者注意力分散假说 （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和 Ｔｅｏｈ， ２００３［２８］ ），
投资者注意力被认为是一种稀缺资源， 由于人类信息

处理能力的有限性， 投资者往往会有选择地处理信

息。 当资本市场上同时存在相关信息与无关信息时，
无关信息往往会对投资者注意力形成干扰， 导致投资

者注意力资源使用分散化， 降低投资者认知效率， 进

而使得相关信息产生市场反应不足。 因此， 由于投资

者注意力限制的存在， 如果上市公司采用发布利好消

１７
①② 限于篇幅， 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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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等无关信息， 会放大投资者的注意力分散效应， 加

大投资者信息处理成本使得信息披露效果降低， 反而

起不到澄清目的， 不利于公司正常股价的回复。
进一步地， 以市场行情对样本进行区分， 根据回

归结果①， 在牛市时期， 上市公司在 （ －１， １） 时间

区间内发布利好消息的市场反应并不显著， 而在熊市

时期事件窗口期内的负向市场反应强烈。 这一结论表

明， 面对传闻的消极影响， 上市公司于证监会指定媒

体发布澄清公告后并不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 而是发

布无关的利好消息， 在熊市时期更容易分散投资者注

意力， 引起投资者的不满， 反而不利于辟谣与减缓股

价波动。 此结果与前文上市公司微博转发澄清公告的

经济后果相呼应。

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市场传闻的澄清以及澄清效果的度量与提升是上

市公司维持正常经营、 维护公司声誉而关注的重要问

题， 同时也是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 优化企业信息

披露制度的重点问题。 而在当今澄清渠道多元化、 电

子化的趋势下， 微博等自媒体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

传闻澄清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文采用

事件研究法， 考察了上市公司于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

澄清公告后， 又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或披露其他利好

消息的行为选择对澄清效果的影响。 并根据市场行情

对样本进行分组， 探究不同市场行情或不同投资者情

绪下上市公司澄清行为影响的差异性。 研究发现： 上

市公司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会显著地增强澄清效果，
带来显著的正向累计超额收益率， 市场反应良好； 牛

市或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期， 上市公司于澄清公告期间

在微博转发澄清公告所带来的市场反应愈加明显； 进

一步地， 事件窗口期内， 若上市公司选择不在微博转

发澄清公告而倾向于披露其他无关的利好消息时， 则

会削弱澄清效果， 在熊市时， 甚至带来显著为负的市

场反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上市公司在面对不实传

闻时如何有效地利用自媒体渠道并选择合适的自媒体

披露行为以应对传闻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 研究启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为： 第一， 在陷入不实传闻后，
上市公司应及时于证监会指定媒体发布澄清公告， 并

积极在自媒体进行澄清公告的发布和转载， 以显著地

缓解传闻对于股价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 在自媒体

中转发澄清公告可以有效提升澄清效果， 尤其是在经

济形势上行、 投资者情绪较高涨时期。 相反， 如果公

司发布一些与澄清无关的利好消息， 则会削弱澄清效

果。 因此， 对于澄清公告这类特殊的信息， 为增强澄

清公告对股价异常波动的缓解作用， 上市公司应以谨

慎的态度恰如其分地借助自媒体去进一步转发澄清公

告， 加强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 而不是顾左右而言

他， 分散投资者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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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本文重点考察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关注度是否影

响基金持股决策行为。 根据 《坚定履行新时代赋予

基金行业的职责使命》①，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末， 公

募基金管理资产达 １８ ７５万亿元， 其中 ５３％为居民家

庭资产， 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达 １５ ９１ 万亿元， 其中

１８％为居民家庭资产， 公私募管理的居民家庭资产合

计约相当于当期居民储蓄余额的六分之一。 此外， 基

金业合计管理养老金资产 ３ １４ 万亿元， 其中全国社

保基金资产 １ ３４ 万亿元、 基本养老金 ５ ３５５ 亿元、
企业 （职业） 年金 １ ２７ 万亿元。 可见， 基金业不仅

仅是居民理财的中坚力量， 也在养老金融体系中发挥

了关键性作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何

艳春也在文中指出， 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证券投

资基金应该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追求被投企业内在价

值增长， 在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同时为投资者带来合

理的回报， 从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但随着近

几年基金业时常发生的 “地雷股” 事件， 诸如 “重
庆啤酒” 和 “广汇能源” 一类被长期炒作的股票，
一旦被投公司经营或会计业绩问题显露， 股价会在短

时间内急跌， 导致基金业绩遭受巨大损失。 这些事件

使资本市场对基金作为专业投资者或 “知情交易者”
的身份产生质疑， 甚至怀疑基金的持股行为是建立在

信息噪音和追逐资本市场热点上的投机炒作。 那么，
基金的持股行为到底是基于对基本面信息的深入挖

掘， 还是仅仅建立在信息噪音或追逐资本市场热点上

的投机炒作？
针对这一问题， 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一些

研究者直接从机构投资者行为角度进行了分析。 陈卓

思等 （２００８） ［１］发现过去表现较好的股票会吸引机构

增加持股， 且机构增持的股票后续表现更好； 姚颐等

（２０１１） ［２］研究发现， 基金投资是关注未来会计盈余

的， 其有能力对公司未来价值进行预测， 这些表明基

金投资的确追求了内在价值。 另一些学者则从投资行

为的市场结果进行了考察。 陈国进等 （２０１０） ［３］研究

发现机构投资者是股市暴涨暴跌的助推器； 侯宇和叶

冬艳 （２００８） ［４］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交易确实增加了

股价中的公司特有信息含量， 提高了资本市场效率。
从不同角度出发， 这些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有

些研究发现基金投资者是基于基本面信息的知情交易

者， 提高了市场效率 （姚颐等， ２０１１［２］； 侯宇和叶

冬艳， ２００８［４］）， 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基金存在一定的

非知情交易行为， 如根据股票过去表现好坏来决定是

否增仓或减仓 （陈卓思等， ２００８［１］ ）， 或其行为不理

性推动了股市暴涨暴跌 （陈国进等， ２０１０［３］）。 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 张宗新和杨通旻 （２０１４） ［５］认为， 机

构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即机构投资既存在知情交

易， 也存在一定的投机炒作行为。 基于此， 他们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总体上显现出一定

的信息挖掘能力， 但其信息挖掘行为存在结构性差

异。 对于信息环境较好和基本面波动较小的大市值公

司， 基金关注了与公司价值相关的基本面信息， 但对

于小市值公司而言， 存在较多基于信息噪音的资本市

场炒作行为。 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基金投资行为的结果

检验并推断， 与他们不同的是， 本文直接考察基金是

否会考虑其他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度来决定是否增持

或减持公司股票， 检验基金投资者是否存在投机炒作

行为。
与关注投资热点、 概念的研究不同， 本文借助

“雪球财经” 提供的舆情指标， 可以识别单个公司某

段时间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程度及其变化， 社会公众既

包括其他专业投资者， 也包括普通的、 潜在的资本市

场参与者， 关注行为不一定代表这些投资者投资了这

家公司， 可能只是对公司感兴趣或分享一些公司的特

定信息。 因此， 舆情指标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资本市

场参与者对某个具体公司是否感兴趣， 也反映了其他

社会公众在未实施投资行为时对公司前期的关注程

度。 对于这种前期关注， 基金是否注意到并据此进行

投资决策 （增持或减持该公司股票）， 能够很好地检

验基金是否存在基于公司热点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这也能够为上述争议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舆情指标作为资本市场 （或其他投资者）
对公司前期关注程度的衡量指标， 考察市场关注度对

基金持股行为的影响。 具体而言， 本文使用投资者对

公司关注人数增长率、 讨论次数增长率、 分享次数增

长率三个指标，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 对基金季

度持股比例变化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 本季度对公司

的关注人数增加、 讨论次数增加以及分享次数增加，
会促使基金持股比例增加； 在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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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这一结果更明显。
本文有以下重要研究贡献： 第一， 为我国基金投

资者的持股行为属于 “知情交易” 还是 “投机炒作”
这一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了 “舆情

指标” 衡量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关注度， 该指标一方

面反映了其他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程度， 另一方面反

映了其他投资者的前期关注而并不一定存在实际投资

行为， 基金是否依赖于其他投资者对公司的前期关注

实施增持或减持股票的行为， 能够很好地检验他们的

行为是不是一种基于市场关注度而进行的跟风炒作；
第二，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公司增持或

减持公司股票往往带来股价的上涨或下跌， 如果这些

行为受到社会公众对公司关注度的影响， 那么这些指

标则起到了前期指引的作用， 投资者可以根据社会公

众关注度的变化提前买进或卖出公司股票。 因此， 研

究这一问题可以为资本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获取超额

收益的机会。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进行理论分析和提

出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是样本筛选与模型构建； 第四

部分是实证检验及分析； 第五部分形成研究结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行为的影响

在现阶段可以卖空的情况下， 基金通过对公司持

股的增加或减少来最大化当期投资收益， 而其决策的

依据有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公司内在价值， 或通过调

研、 访谈等方式获取私有信息， 从而增持或减持公司

股票， 达到获利的目的， 形成知情交易； 二是通过交

易或套利策略进行交易， 不仅获取与公司内在价值相

关的信息， 而且可能利用一些外在的消息获利。 在第

二个方面， 基金也可能受到周围环境或资本市场情绪

的干扰， 或者受到其他投资者 （包括基金） 交易行为

的影响， 形成同买和同卖的情形， 即出现 “羊群效应”。
关于基金内部的 “羊群效应”， 有很多学者对机

构投资者之间互相模仿参照进行投资决策的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 Ｇｒｉｎｂｌａｔｔ 等 （１９９５） ［６］发现， 共同基金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羊群行为”， 并且当去除较少参

与交易的基金样本后， 基金的羊群行为变得更加显

著。 在我国现有研究中， 孙培源和施东晖 （２００２） ［７］

发现我国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 “羊群行

为”， 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股票价格， 加剧

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和系统性风险。 吴福龙等

（２００４） ［８］认为中国股市 “羊群行为” 明显， 并且要

远高于美国资本市场；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机构投资

者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反而

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基金的确存在

着模仿参照其他投资者行为的现象， 我国基金的

“羊群行为” 更为明显。
既然投资者的 “羊群行为”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的确存在， 在信息环境较差的背景下， 基金投资者的

确存在跟风炒作的可能。 当基金无法从公司获得与其

内在价值相关的信息时， 就会依据其他投资者对公司

的关注程度来进行信息推测， 从而做出买卖决策。 由

于存在业绩考核和基金排名的压力， 基金经理可能更

多关注短期投资收益， 那么他们更可能存在短期套利

行为。 当观察到一家公司被资本市场普遍关注后， 会

采取增加持股的买入行为； 相反， 随着市场关注度的

下降， 则会采取减少持股的卖出行为。
在资本市场短期投机行为盛行的情况下， 个人投

资者资金主要流向短期业绩好的基金， 这种选择标准

促使基金行为短视化， 他们在选股时会更倾向于那些

在短期内市场关注度高的热点股票， 而不是长期来看

发展潜力较大但短期表现平平的股票。 受到整个资本

市场投机情绪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会倾向于选择

“追逐热点、 短线投机” 的策略， 频繁买卖， 表现出

明显的短视行为。 根据 Ｗｉｎｄ资讯统计， ２０１６ 年中报

中市场上 １０１ 家公募基金公司的平均持股时间为

０ ３４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报中分别为 ０ ５ 年、 ０ ５
年、 ０ ３８ 年、 ０ ４６ 年、 ０ ２ 年， 鲜有平均持股时间

超过 １年的基金公司。 基金的短视行为会使他们采取

成本较低的投资策略， 即可能基于资本市场热点来进

行投资决策。
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市场关注度对股票

价格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走势有一定影响， 这为基金跟

随市场关注度以获得较高的股票回报可能性提供了支

撑。 Ｗｙｓｏｃｋｉ （１９９８） ［９］通过对当时三千多只股票以

及近十万条评论的研究与分析， 得出具体股票的次

日交易量异常收益率可以由该日的评论数量来预

测。 Ｆｉｓｈｅｒ 和 Ｓｔａｔｍａｎ （ ２０００） ［１０］、 Ｗｕｒｇｌｅｒ 和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６） ［１１］等的研究皆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资本市场波

动存在与投资者情绪相关的因素。 Ｚｉｍｂｒａ （２００９） ［１２］

研究表明， 股票所对应公司的论坛评论可反映出消

费者关心的问题及方面， 可以据此对该股票未来价

格及其走势进行估计和预测。 国内学者如贾春新等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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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１３］通过研究中国当时解禁的限售非流通股，
并考察消费者在投资决策中的有限关注行为， 认为消

费者对股票的关注会导致该股票的收益为正。 俞庆进

和张兵 （２０１２） ［１４］利用百度指数检验了基于投资者关

注度的百度指数与创业板市场的相关性， 发现有限的

投资者关注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给股票带来关注度溢

价。 根据资源限制理论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１９７３［１５］ ）， 投

资者有限关注可能影响与市场波动有关， 基金可能有

动机跟随市场关注度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 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 基金投

资者面临着业绩考核、 申购赎回的压力， 如果基于公

司基本面进行长期交易， 则需要较长的投资期限才能

实现基金收益， 但这可能无法保证基金实现短期考核

目标， 基金净值不提高则面临较大的基金赎回压力。
这是基金可能采取短期交易策略的内在动机。 同时，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较多个人投资者或噪音交易

者， 他们的不理性交易经常导致资本市场暴涨暴跌；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机构本身也推动了资本市场暴涨

暴跌 （陈国进等， ２０１０［３］ ）， 这会导致市场运行低

效。 在低效运行的资本市场中， 基金会参考更多与非

基本面相关的信息进行交易。 利用信息优势和专业优

势， 如果基金发现某只股票受到较多投资者关注， 但

并未引起足够的投资者实施买入或卖出行为， 他们可

以通过提前增仓 （或减仓） 行为获取超额收益。 另

有一些研究则发现， 追逐资本市场热点与股票回报存

在一定的关系 （Ｆｉｓｈｅｒ 和 Ｓｔａｔｍａｎ， ２０００［１０］； Ｗｕｒｇｌｅｒ
和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６［１１］）， 因此基金投资者可能根据社会

公众对公司关注度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增仓或减仓行

为。 于是， 本文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假说：
Ｈ１： 市场对公司的前期关注度上升， 基金对公

司的持股比例上升。
（二） 信息环境带来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讨论， 基金无论是通过获取基本面信

息的知情交易者， 还是追逐资本市场热点的跟风炒作

者， 都需要获取信息， 因此企业所处的信息环境将会

影响基金的持股行为。 Ｂａｒｒｏｎ等 （１９９８） ［１６］从理论上

说明， 分析师预测误差和分歧度能够反映信息环境的

不确定性； 还有一些研究使用分析师对公司的跟踪数

量反 映 企 业 所 处 的 信 息 环 境 差 异 （ Ｃｈｅｎｇ 等，
２０１６［１７］）， 这表明从分析师预测行为入手， 可以考察

不同的信息环境下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行为影响的

差异性。 信息环境对社会公众关注度与基金持股行为

关系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产生作用： 第一是替代

效应。 通常情况下， 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报

表、 审计报告等财务数据掌握其历史信息， 也会结合

分析师提供的研究报告来了解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或行

业发展趋势。 证券分析师提供信息解读和加工的作用

能够缓解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能够

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 Ｋｎｙａｚａｖａ （２００７） ［１８］的研究表

明， 分析师一方面通过对宏观经济信息、 行业信息以

及公司年报等公开信息的专业解读， 增加了上市公司

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 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另

一方面， 分析师通过对私有信息的挖掘与传播， 也降

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 Ｂｈｕｓｈａｎ （１９８９） ［１９］研究表明，
被越多的分析师跟踪的企业， 会有更多的私有信息传

递给投资者。 因此， 当公司跟踪的分析师人数较多

时， 基金就会使用分析师提供的研报信息对公司加以

了解， 而更少依赖其他信息来源。 如果说分析师研报

和市场关注度是两种信息源， 当分析师跟踪较少， 基

金更可能依赖于市场关注度来决定其持股行为， 即基

金持股与关注度变化的关系更明显。 第二个方面是互

补效应。 基金要想战胜其他投资者 （如个人投资者）
而获取超额收益， 则需要自己的信息优势。 这种信息

优势可能来源于对公司的调研、 分析而获得的私有信

息， 也可能是基金对股价操作的便利性。 当基金观察

到某只股票被资本市场普遍关注， 那么基金可以使用

持续增减仓的操作加大资本市场的波动， 从而通过低

买高卖获利。 但如果其他投资者对公司有深入的了

解， 或者说公司的信息环境非常透明， 那么基金操作

股价的可能性就降低。 因此， 当公司跟踪的分析师数

量较少时， 企业面临的信息环境较差， 基金更可能通

过简单关注热点进行套利操作， 这样做不仅成本较

低， 而且获利的概率也较大。 综合上述分析， 可以预

期， 当公司跟踪的分析师人数较少时， 基金更可能依

赖于市场关注度的变化来采取相应的增仓或减仓操

作， 于是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说：
Ｈ２： 公司跟踪的分析师人数越少， 市场关注度

对基金持股的影响更明显。

三、 样本筛选与模型设计

（一）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研究假说 Ｈ１， 拟构建如下模型：

Ｆｕｎｄｉ，Ｑ０ ＝β０＋β１Ｆｏｃｕｓｉ，Ｑ０＋γ１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γ２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γ３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γ４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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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５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γ６Ｓｉｚｅｉ，Ｑ０＋γ７Ｂ ／ Ｍｉ，Ｑ０

＋γ８Ｅａｒｎ＿Ｇ ｉ，Ｑ０＋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ｕｔ

（１）

该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为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的基金持股

比例变化 （Ｆｕｎｄｉ，Ｑ０）， 解释变量为资本市场或社会公

众对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内的关注度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 分别以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交易分享次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为衡量指标①。 这些指标可能为正、 可能为负， 当为

正时， 表明社会公众对公司 ｉ 的关注度上升， 有更多

的人来关注、 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分享； 为负时则相

反， 表明社会公众对公司 ｉ 的关注度下降， 一些人不

再有兴趣关注， 也不愿意花更多时间来参与讨论和分

享与公司 ｉ 有关的事项。 根据研究假说 Ｈ１ 的预期，
社会公众对公司 ｉ 的关注度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 上升， 基金

持股比例 （Ｆｕｎｄｉ，Ｑ０） 也会上升②， 即 β１ ＞０。 其他为

控制变量， 包括持股回报率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股票换手

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ｉ，Ｑ０）、 股票账面市

值比 （Ｂ ／ Ｍｉ，Ｑ０）、 盈利增长率 （Ｅａｒｎ＿Ｇ ｉ，Ｑ０）。
变量的详细定义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Ｆｕｎｄｉ，Ｑ０ 基金持股比例变化
基金在 Ｑ 季度末对公司 ｉ 持股比例的变化， 等于 Ｑ 季度基金对公司 ｉ 持股比例－（Ｑ－１） 季度基金

对公司 ｉ 持股比例。

解释变量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关注人数增长率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关注人数增长率， 等于 （Ｑ 季度新增关注人数－（Ｑ－１） 季度新增关注人数） ／
（Ｑ－１） 季度新增关注人数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交易分享次数增长率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讨论次数增长率， 等于 （Ｑ 季度新增讨论次数－（Ｑ－１） 季度新增讨论次数） ／
（Ｑ －１） 季度新增讨论次数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讨论次数增长率
Ｑ 季度内公司 ｉ 的分享次数增长率， 等于 （Ｑ 季度新增分享次数－（Ｑ－１） 季度新增分享次数） ／
（Ｑ－１） 季度新增分享次数

控制变量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当季持股回报率 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的持股回报率， 等于 （Ｑ 季度期末股价－Ｑ 季度期初股价） ／ Ｑ 季度期初股价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上季持股回报率
公司 ｉ 在 Ｑ－１ 季度的持股回报率， 等于 （（Ｑ－１） 季度期末股价－（Ｑ－ １） 季度期初 ｉ 股价） ／
（Ｑ－１） 季度期初股价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上年股票换手率 公司 ｉ 在 ｔ－１年度股票换手率， 等于 （ ｔ－１年度股票交易额 ／ ｔ－１年末公司总市值）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当季股票换手率 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的股票换手率 （Ｑ 季度股票交易额 ／ Ｑ 季度末公司总市值）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上季股票换手率 公司 ｉ 在 Ｑ－１季度的股票换手率 （Ｑ－１季度股票交易额 ／ Ｑ－１季度末公司总市值）

Ｓｉｚｅｉ，Ｑ０ 公司规模 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末总市值， 并取自然对数

Ｂ ／ Ｍｉ，Ｑ０ 股票账面市值比 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末账面市值比

Ｅａｒｎ＿Ｇｉ，Ｑ０ 盈利增长率 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的盈利增长率 （Ｑ 季度净利润－（Ｑ－１） 季度净利润） ／ Ｑ 季度末公司总资产

调节变量

ＡＣｉ，Ｑ０ 分析师跟踪人数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按 Ｑ 季度公司的分析师跟踪人数分为高低两组， 若公司 ｉ 处于低组为 ０， 否则为 １

７７

①

②

基金持仓变化是 Ｑ 季度末持股比例相对于 Ｑ－１季度末的变化， 市场关注度的三个指标是 Ｑ 季度期间关注人数、 讨论次数、 分享次数相对于

Ｑ－１季度期间的增长率。 因此， 模型 （１） 可以检验基金观察到 Ｑ 季度期间的市场关注度变化之后， 决定在本季度末是否增仓或减仓。
这里的关系可能受到社会公众关注内容 （如讨论和分享的内容） 的影响， 即如果社会公众对公司 ｉ 是负面评价， 他们讨论和分享次数的增加

并不一定导致基金持股比例增加。 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但是， “雪球财经” 只提供了讨论和分享次数的数据， 并未提供讨论和分享的内

容， 这是其一； 其二， 理论上， 社会公众进行卖空获得的可能性较小， 一旦他们对某个公司有负面评价， 最优的策略是不再花费时间关注这

家公司， 这会导致讨论和分享次数下降， 而这一点也反映在本文设定的两个变量： 分享次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和讨论次数增长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中， 分享和讨论次数下降可能是社会公众对公司 ｉ 做出负面评价而不再关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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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考察信息环境带来的影响 （即研究假说 Ｈ２），
引入分析师跟踪人数的虚拟变量 （ＡＣ ｉ，Ｑ０）， 该变量

定义为公司 ｉ 在 Ｑ 季度内分析师跟踪人数高于样本中

位值时取 １， 否则取 ０。 检验模型如下：

Ｆｕｎｄｉ，Ｑ０ ＝β０＋β１Ｆｏｃｕｓｉ，Ｑ０＋β２Ｆｏｃｕｓｉ，Ｑ０×ＡＣ ｉ，Ｑ０

＋β３ＡＣ ｉ，Ｑ０＋γ１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γ２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γ３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γ４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γ５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γ６Ｓｉｚｅｉ，Ｑ０＋γ７Ｂ ／ Ｍｉ，Ｑ０

＋γ８Ｅａｒｎ＿Ｇ ｉ，Ｑ０＋Ｆｉｒｍ＆Ｙｅａｒ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ｕｔ

（２）

（二） 数据与样本

本文用来衡量市场关注度的舆情指标包括上市公

司的累计关注人数、 累计讨论次数和累计交易分享次

数， 该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是由 “雪球财经”
（投资者交流股票观点的线上平台） 统计得出。 截至

２０１６年 ６ 月， “雪球财经” 用户规模已超过 １ ０００
万， 用户平均每天发布 ３０万条 ＵＧＣ内容， 创建的策

略组合超过 ８０ 万个， 因此， 使用该平台提供的数据

来衡量市场关注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雪球财经”
对三个指标进行了定义， 关注人数是指当前将某股票

加入个人关注的用户数， 讨论次数是指发表带有股票

名称或代码关键字的讨论， 或对他人发表的该方面讨

论进行评论， 或在评论中带有股票名称或代码关键字

的现有次数， 交易分享次数是指用户开始关注或买卖

股票的信息 （包括操作时间和该时点的股价等） 的

数量。 在雪球平台上支持进行 “分析师” “基金经

理” “上市公司” “金融机构” “财经媒体” 等身份

的认证， 目前雪球认证分析师用户 ３３０名， 基金经理

用户 １５８名， 上市公司 １００个， 金融机构 ２４６ 个， 财

经媒体 １７５个， 除此之外的用户为个人投资者。 ２０１６
年雪球平台的用户就达到千万以上， 可见个人投资者

为雪球平台的主体用户。 本文从 ｗｉｎｄ 数据库下载了

２０１４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舆情指标

（分别为累计关注人数、 累计讨论次数、 累计分享次

数） 共 ６５ ５３６ 个， 每个公司每个月一个观测值。 在

此基础上， 本文计算出舆情指标的季度变化值①， 得

到 １９ ９４３ 个观测； 删除了变量缺失值后得到最终样

本 ７ ３５８个。 除舆情指标外， 表 １ 中的其他变量数据

主要来源于国泰安开发的 ＣＳＭＡＲ 数据。 最后， 我们

对所有连续变量的极端值进行了上下 １％的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缩尾） 处理。

四、 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２列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基金持

股比例变化 （Ｆｕｎｄｉ，Ｑ０） 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３６， 表明平

均而言， 公司每个季度的基金持股比例 （Ｆｕｎｄｉ，Ｑ０）
上升 ２３ ６％。 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的平

均值为 １ １２４， 意味着公司本季度新增的关注人数相

对于上季度而言上升了 １１２ ４％。 分享次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 和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
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８００ 和 １ ２１３， 即公司本季度新增

的分享次数和讨论次数较上季度而言平均上升了

８０ ０％和 １２１ ３％， 其变化趋势与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相似。 因为在 “雪球财经” 上的分

享和讨论都可以撤回， 所以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和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也

会出现负数或下降的情况。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 中位数 ７５分位

Ｆｕｎｄ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２３６ ４ ６１３ －１ ２３８ ０ ０９５ １ ７６７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１ １２４ ３ １９３ －０ ８５５ －０ ３５８ １ ４５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８００ ２ ６６０ －０ ８１４ －０ ３７８ １ １４５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１ ２１３ ３ ３３９ －０ ８８７ －０ ３６０ １ ７２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１２６ ０ ３９３ －０ １９１ ０ １３９ ０ ３７０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７ ３５８ ０ ０８３ ０ ４００ －０ ２２７ ０ １０８ ０ ３３２

Ｌｏｇ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７ ３５８ ２３ １１４ ０ ９３８ ２２ ４４５ ２２ ９６１ ２３ ６１１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７ ３５８ ４ ９７７ ３ ５２６ ２ ５４３ ４ １２９ ６ ３６４

８７
① 之所以计算季度观测值， 是因为基金持仓的数据仅有每个季度的值， 为保持一致， 市场关注度也用季度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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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２５分位 中位数 ７５分位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２ ２１２ １ ４３８ １ １７０ １ ８６５ ２ ９１２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１ ７ ３５８ １ ９３０ １ ３０８ １ ００７ １ ５９９ ２ ５２３

Ｂ ／ Ｍ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８１０ １ ０３８ ０ ２６９ ０ ４７８ ０ ８９８

Ｅａｒｎ＿Ｇ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１３３ ０ ３４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９

Ｂｉｇ＿ＥＶＴ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８９２ ０ ３１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ＡＣｉ，Ｑ０ ７ ３５８ ０ ５１３ ０ ５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①　 本文也做了相关系数检验， 结果不存在相关系数很高的情况 （因篇幅限制未列出）， 不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控制变量中本季度股票回报率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和上

季度股票回报率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１２６
和 ０ ０８３， 表明公司在本季度和上季度的平均回报率

分别为 １２ ６％和 ８ ３％； 股票的上年度换手率 （Ｔｕｒｎ⁃
ｏｖｅｒｉ，ｔ－１）、 本季度换手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以及上季度

换手 率 （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 的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４ ９７７、
２ ２１２、 １ ９３０， 说明资本市场交易非常活跃。 公司规

模 （Ｓｉｚｅｉｔ） 的对数平均值为 ２３ １１亿， 说明所有公司

在对应季度的平均市值为 ２３ １１ 亿； 股票账面市值

比 （Ｂ ／ Ｍ ｉ，Ｑ０） 的平均值为 ０ ８１０， 表明所有公司平

均的股东权益账面值占公司市值的比为 ８１ ０％； 盈

利增长率（Ｅａｒｎ＿Ｇ ｉ，Ｑ０）的平均值为－０ １３３， 表明样

本期间， 公司盈利在下降， 平均盈利增长率为

－１３ ３％①。
（二） 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的影响

为了考察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的影响， 本文首

先将市场关注度按高低程度分为 ５组， 检验 ５组之间

基金持股的变化， 结果列示在表 ３。 根据关注人数增

长率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 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ｒａｔｅｉ，Ｑ０） 和分享次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分组的结

果分别列示于 Ｐａｎｅｌ Ａ、 Ｐａｎｅｌ Ｂ 和 Ｐａｎｅｌ Ｃ。 表 ３ 显

示， 随着关注程度的上升， 基金持股比例总体上升，
尤其是关注度最低组和最高组差异性显著。 在 Ｐａｎｅｌ
Ａ中， 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最低组的基

金持股增加了 ０ ６４５， 而最高组的基金持股增加了

１ ５４０， 两组差异的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 最后一行） 表明

最高组显著高于最低组 （ ｔ 值 ＝ －５ ６７）。 Ｐａｎｅｌ Ｂ 和

Ｐａｎｅｌ Ｃ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即讨论次数最高组基

金增仓比例显著高于最低组 （ ｔ 值 ＝ －７ ５３）， 分享次

数最高组基金增仓比例显著高于最低组 （ ｔ 值 ＝
－３ ６８）。 这些结果综合起来表明， 随着公司的关注

人数增加、 讨论次数增加和分享次数增加， 基金会增

加对该公司的持股比例， 因此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

说 Ｈ１。

表 ３ 基金持股变化与市场关注度差异的关系

分组 观测值
关注度

均值

Ｆｕｎｄ
持股变化

Ｐａｎｅｌ Ａ： 根据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大小分为 ５组

关注度最低组 （１） １ ４７２ －１ ０７４ ０ ６５４

（２） １ ４７２ －０ ７８２ －０ ３１５

（３） １ ４７１ －０ ３２４ －０ ６２７

（４） １ ４７２ ０ ９８０ －０ ０７３

关注度最高组 （５） １ ４７１ ６ ８２１ １ ５４０

组间差异 （Ｆ 值） ９ ９６２ ０３∗∗∗ ５３ ６８∗∗∗

最低组 ＶＳ最组高 （Ｔ 值） －１１０ ００∗∗∗ －５ ６７∗∗∗

Ｐａｎｅｌ Ｂ： 根据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大小分为 ５组

关注度最低组 （１） １ ４８０ －１ ０８１ ０ ４９０

（２） １ ４６４ －０ ７４１ －１ ３６１

（３） １ ４７１ －０ ３６４ －０ ７２３

（４） １ ４７２ ０ ７０５ １ ０８７

关注度最高组 （５） １ ４７１ ５ ４８３ １ ６７７

组间差异 （Ｆ 值） ８ ７０８ ８２∗∗∗ １１６ ０８∗∗∗

最低组 ＶＳ最组高 （Ｔ 值） －１１０ ００∗∗∗ －７ ５３∗∗∗

Ｐａｎｅｌ Ｃ： 根据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大小分为 ５组

关注度最低组 （１） １ ４７２ －１ ０７５ ０ ７２４

（２） １ ４７７ －０ ８０７ ０ １７６

（３） １ ４６８ －０ ３２７ －０ ４１６

（４） １ ４７０ １ １４４ －０ ６２４

关注度最高组 （５） １ ４７１ ７ １３８ １ ３１７

组间差异 （Ｆ 值） ９ ６３１ ８１∗∗∗ ４５ ５５∗∗∗

最低组 ＶＳ最组高 （Ｔ 值） －１１０ ００∗∗∗ －３ ６８∗∗∗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 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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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单变量检验结果 （表 ３） 支持了研究假说

Ｈ１， 但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基于模型 （１），
本文的多变量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４， 为了行文方便，
本文将用变量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代表三种不同的市场关注度：
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和分享次数增长率 （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
他们的结果分别列示在列 （２） ～列 （４）。 这些结果显

示， Ｆｏｃｕｓ 对基金持股变化 （Ｆｕｎｄｉ，Ｑ０） 的影响显著为

正， 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１， 即随着公司的市场关

注度上升， 基金对该股票进行增仓， 反之则减仓。

表 ４ 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的影响

变量
Ｆｏｃｕ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
０ ０６０∗∗∗

（２ ７７）
０ ０７２∗∗∗

（２ ７７）
０ ０２６
（１ ２５）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３ ８６３∗∗∗

（１２ ８４）
３ ８３９∗∗∗

（１２ ７５）
３ ８４７∗∗∗

（１２ ７７）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０ ４３９∗∗

（２ ０７）
０ ４８５∗∗

（２ ３８）
０ ５２５∗∗

（２ ４７）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０ １０１∗

（１ ９５）
０ １０２∗∗

（１ ９８）
０ １０２∗∗

（１ ９７）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０ １１０
（－１ ５０）

－０ １１８
（－１ ５８）

－０ ０８６
（－１ １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０ １０５
（１ ４２）

０ ０９４
（１ ３０）

０ ０７９
（１ ０８）

Ｓｉｚｅｉ，Ｑ０
３ ６１６∗∗∗

（８ ０１）
３ ５９５∗∗∗

（７ ９４）
３ ６７０∗∗∗

（８ １１）

Ｂ ／ Ｍｉ，Ｑ０
１ ４４７∗∗∗

（５ ８６）
１ ４４７∗∗∗

（５ ８４）
１ ４１２∗∗∗

（５ ７１）

续前表

变量
Ｆｏｃｕ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Ｅａｒｎ＿ Ｇｉ，Ｑ０
３ ７７７∗∗∗

（１７ ７６）
３ ７５９∗∗∗

（１７ ５５）
３ ８４３∗∗∗

（１８ １３）

公司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７ ３５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９

　 　 注： 括号里为 ｔ 值， 下同。

（三） 信息环境对市场关注度与基金持股关系的

影响

为检验研究假说 Ｈ２， 我们利用模型 （２） 进行

检验， 结果列示于表 ５。 表 ５ 除提供交叉项结果外，
还根据每个公司跟踪的分析师人数高低提供了分组结

果。 最左边 ３ 列提供了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ｒａｔｅｉ，Ｑ０） 的结果， 中间 ３ 列提供了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的结果， 最右边 ３ 列提供了分享次

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的结果。 表 ５显示， 无论是

关注人数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ｉ，Ｑ０）、 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ｉ，Ｑ０） 还是分享次数增长率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ｉ，Ｑ０），
关注度变化与持股变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出现在

有分析师跟踪数量较少组①； 交叉项结果 （第 ３、 ６、
９列） 显示 Ｆｏｃｕｓ×ＡＣ 对 Ｆｕｎｄ 的影响均显著为负。 这

些结果意味着， 当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时， 公司信息

环境较差， 基金越倾向于依赖市场关注度进行增减仓

决策， 从而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２。

表 ５ 信息环境对市场关注度与基金持股关系的影响

变量

Ｆｏｃ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１）
低分析师组

（２）
高分析师组

（３）
全样本

（４）
低分析师组

（５）
高分析师组

（６）
全样本

（７）
低分析师组

（８）
高分析师组

（９）
全样本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
０ ０８５∗∗

（２ ３８）
０ ０７４∗∗∗

（２ ５９）
０ １２０∗∗∗

（３ ９１）
０ ０９３∗∗

（２ ０４）
０ ０７９∗∗

（２ ５２）
０ １４７∗∗∗

（３ ６７）
０ ０４９
（１ ３３）

０ ０１２
（０ ４９）

０ ０８９∗∗∗

（２ ７６）

Ｆｏｃｕｓｉ，Ｑ０×ＡＣｉ，Ｑ０
－０ １１６∗∗∗

（－３ ２０）
－０ １３６∗∗∗

（－３ ０７）
－０ １１８∗∗∗

（－３ ３４）

ＡＣｉ，Ｑ０
１ ０１７∗∗∗

（４ ２１）
０ ９０８∗∗∗

（３ ８０）
０ ９１３∗∗∗

（３ ８６）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３ ９５２∗∗∗

（８ ８３）
３ ７７８∗∗∗

（９ ５２）
３ ８６５∗∗∗

（１２ ８８）
３ ８７９∗∗∗

（８ ６７）
３ ７９７∗∗∗

（９ ６０）
３ ８０３∗∗∗

（１２ ７０）
３ ９３２∗∗∗

（８ ７７）
３ ７５２∗∗∗

（９ ４５）
３ ８４５∗∗∗

（１２ ８０）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１ ０８８∗∗∗

（３ １３）
－０ ３０７
（－１ １９）

０ ４１７∗∗

（１ ９８）
１ １５４∗∗∗

（３ ４７）
－０ ２３０
（－０ ９０）

０ ４５０∗∗

（２ ２２）
１ １６８∗∗∗

（３ ３３）
－０ １４８
（－０ ５７）

０ ４９２∗∗

（２ ３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

０ ２０１∗∗∗

（３ １６）
０ １０１∗∗

（１ ９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９）

０ ２０３∗∗∗

（３ １９）
０ １０３∗∗

（２ ００）
０ ０１０
（０ １１）

０ ２０３∗∗∗

（３ ２０）
０ １０５∗∗

（２ ０４）

０８
① 我们也检验了两组之间 Ｆｏｃｕｓ 系数的差异， 结果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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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Ｆｏｃｕ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１）
低分析师组

（２）
高分析师组

（３）
全样本

（４）
低分析师组

（５）
高分析师组

（６）
全样本

（７）
低分析师组

（８）
高分析师组

（９）
全样本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０ ０９４
（－０ ８０）

－０ １４７
（－１ ５６）

－０ １０２
（－１ ３９）

－０ ０９１
（－０ ７７）

－０ １５７∗

（－１ ６５）
－０ １０８
（－１ ４５）

－０ ０６３
（－０ ５３）

－０ １０２
（－１ ０７）

－０ ０７０
（－０ ９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０ １３２
（１ ０７）

０ ２９９∗∗∗

（３ ４０）
０ １２０
（１ ６４）

０ １１０
（０ ８９）

０ ２８８∗∗∗

（３ ２８）
０ １０６
（１ ４７）

０ １１０
（０ ８９）

０ ２４７∗∗∗

（２ ７８）
０ ０９７
（１ ３２）

Ｓｉｚｅｉ，Ｑ０
５ ０４０∗∗∗

（７ ５７）
１ ９２１∗∗∗

（３ ２５）
３ ４５４∗∗∗

（７ ７０）
５ ０１１∗∗∗

（７ ４４）
１ ９０６∗∗∗

（３ ２１）
３ ４２９∗∗∗

（７ ６１）
５ ０９８∗∗∗

（７ ６２）
２ ０１６∗∗∗

（３ ３９）
３ ５０４∗∗∗

（７ ７９）

Ｂ ／ Ｍｉ，Ｑ０
２ ８４２∗∗∗

（５ ０４）
０ ６８１∗∗

（２ ５６）
１ ４４１∗∗∗

（５ ９０）
２ ７７６∗∗∗

（４ ９３）
０ ６８０∗∗

（２ ５５）
１ ４２１∗∗∗

（５ ７９）
２ ７９５∗∗∗

（４ ９５）
０ ６１４∗∗

（２ ３０）
１ ４１０∗∗∗

（５ ７７）

Ｅａｒｎ＿Ｇｉ，Ｑ０
３ ５３２∗∗∗

（１０ ６８）
３ ９２０∗∗∗

（１３ ０８）
３ ７８４∗∗∗

（１７ ７５）
３ ５０４∗∗∗

（１０ ４９）
３ ９２７∗∗∗

（１２ ９０）
３ ７５１∗∗∗

（１７ ４７）
３ ５８７∗∗∗

（１０ ８８）
４ ０４９∗∗∗

（１３ ４２）
３ ８４３∗∗∗

（１８ １１）

公司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 ３７４ ３ ６５５ ７ ３５８ ３ ３７４ ３ ６５５ ７ ３５８ ３ ３７４ ３ ６５５ ７ ３５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０６７ ０ １２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７ ０ １２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６６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２

（四） 进一步分析

前面的分析表明， 对公司关注度的上升会使基

金持仓比例上升。 但关注度的衡量， 如关注人数、
讨论和分享次数变化率均没有考虑对关注内容的评

价， 如果社会公众对关注的公司存在负面评价， 应

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尾注 ２ 所述， “雪球

财经” 并未披露讨论和分享的内容， 因此本文使用

公司业绩变化来衡量社会公众的评价问题， 即如果

会计业绩 （以 ＲＯＡ 衡量） 上升， 则社会公众可能

是正面评价， 如果下降， 则可能是负面评价。 根据

会计业绩上升或下降将全样本分为两组， 使用模型

（１） 回归的结果列示于表 ６。 表 ６ 显示： 在 ＲＯＡ 上

升的情况 （正面评价） 下，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和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对 Ｆｕｎｄ 影响均为正， 只有在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的情况下显

著为正； 而在 ＲＯＡ 下降的情况 （负面评价） 下，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和 Ｆｕｎｄ 的关系并不存在。 结合

前面的分析， 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市场关

注度影响了基金持仓变化， 而当市场对公司的评价

为正面， 上述影响更明显， 这为研究假说 Ｈ１ 提供

了额外的证据支持。

表 ６ 评价内容好坏对市场关注度与基金持仓行为关系的影响

变量
ＲＯＡ 上升组 ＲＯＡ 下降组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０ ０５２∗∗

（２ 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６３）

０ ０１４
（０ ６０）

０ ０１４
（０ ５２）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０ ２３０
（－１ ３７）

－０ ２９２∗

（－１ ６７）
０ １４４
（０ ４８）

０ １４９
（０ ５１）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０ １８２
（－１ ２６）

－０ １５１
（－１ ０３）

０ ２７５
（１ ２２）

０ ２７０
（１ １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０ ０３３
（１ １３）

０ ０３０
（１ ０６）

－０ ０７９∗∗

（－２ ３４）
－０ ０８１∗∗

（－２ ４１）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０ １６６∗

（－１ ７４）
－０ １２０
（－１ ２９）

－０ １５９
（－１ ４５）

－０ １６２
（－１ ５０）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０ ０４９
（０ ８８）

０ ０２９
（０ ５３）

－０ １５８
（－１ ５７）

－０ １５４
（－１ ５４）

Ｓｉｚｅｉ，Ｑ０
－０ ８８９∗∗∗

（－２ ６２）
－０ ７５５∗∗

（－２ ３５）
０ ７０２
（１ ４０）

０ ６９０
（１ ３８）

１８



·财务与会计·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续前表

变量
ＲＯＡ 上升组 ＲＯＡ 下降组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Ｂ ／ Ｍｉ，Ｑ０
－０ ３２７∗∗

（－２ ３８）
－０ ３３８∗∗

（－２ ４３）
０ ０７３
（０ ８６）

０ ０６６
（０ ８２）

Ｅａｒｎ＿Ｇｉ，Ｑ０
０ ０６３
（１ ３９）

０ ０８１∗∗

（２ １４）
－０ ２６８∗∗

（－２ ２３）
－０ ２６８∗∗

（－２ １８）

公司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１ ４０６ １ ４０６ １ ６６１ １ ６６１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１ ０ ２７２ ０ ２７２

　 　 本文前面的检验是用 Ｑ 季度的市场关注度相对

于 Ｑ－１季度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 考察 Ｑ 季度末

相对于 Ｑ－１ 季度末的持仓变化， 实证结果发现， 前

期市场关注度的确引起基金持仓比例的增加， 支持了

本文的研究预期。 为进一步考察市场关注度与基金持

仓变化的关系， 本文检验了关注度对基金再滞后一期

（Ｑ＋１期） 持仓变化的影响， 即使用 Ｑ＋１ 季度的基

金持股比例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 重新进行回归， 结

果列在表 ７。 表 ７显示， 市场关注度对下一期的基金

持股比例存在负向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基金注意到

市场关注度对股价的正向影响是短期的， 这种影响会

在后期内反转， 从而导致基金在后期减仓。 国内外一

些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Ｚｈｉ 等 （２０１１） ［２０］以 Ｇｏｏｇｌｅ
公司每周股票搜索量数据反映投资者关注， 研究发现

市场关注度高的股票在短期内会出现价格上升， 而后

一段时间会出现价格反转； 张继德等 （２０１４） ［２１］以上

证 １８０指数样本股为研究对象， 以百度指数用户关注

度衡量普通投资者关注度， 发现普通投资者对信息的

当期关注会对股票收益产生正向影响， 但这一现象将

在一段时间后发生反转。 结合前面的结果可以说明，
当基金发现某只股票受到较多投资者关注， 他们可以

提前增仓， 并在后期根据股价变动情况及时减仓以避

免损失或获得超额收益。 表 ４和表 ７合在一起能够提

供完整的描述来说明市场关注度对基金当期和后期持

仓变化的影响。

表 ７ 关注度与滞后一期基金持股全样本回归

变量
（１）

Ｆｕ＿Ｆｕｎｄ
（２）

Ｆｕ＿Ｆｕｎｄ
（３）

Ｆｕ＿Ｆｕｎ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０ １３０∗∗∗

（－４ ６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０ １４５∗∗∗

（－４ ７８）

续前表

变量
（１）

Ｆｕ＿Ｆｕｎｄ
（２）

Ｆｕ＿Ｆｕｎｄ
（３）

Ｆｕ＿Ｆｕｎｄ

Ｓｈａｒｅｒａｔｅ
－０ １１１∗∗∗

（－４ ２６）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１ ０６１∗∗

（－２ ４６）
－１ １１０∗∗

（－２ ５６）
－１ １０９∗∗

（－２ ５６）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１
－２ ５２４∗∗∗

（－７ ５１）
－２ ５６１∗∗∗

（－７ ６７）
－２ ５５０∗∗∗

（－７ ６３）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０ １５２∗∗

（－２ ２０）
－０ １５５∗∗

（－２ ２５）
－０ １５１∗∗

（－２ １９）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０
０ ４８９∗∗∗

（４ ３１）
０ ４９５∗∗∗

（４ ３５）
０ ４７９∗∗∗

（４ １９）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Ｑ－１
０ ４１５∗∗∗

（４ ２６）
０ ４４０∗∗∗

（４ ５６）
０ ４２５∗∗∗

（４ ３７）

Ｓｉｚｅｉ，Ｑ０
－５ ３３５∗∗∗

（－６ １３）
－５ ３３４∗∗∗

（－６ １２）
－５ ３２６∗∗∗

（－６ １０）

Ｂ ／ Ｍｉ，Ｑ０
－０ ８８１∗∗∗

（－２ ６３）
－０ ９０８∗∗∗

（－２ ６６）
－０ ８６６∗∗

（－２ ５６）

Ｅａｒｎ＿Ｇｉ，Ｑ０
－２ ４９８∗∗∗

（－８ ６５）
－２ ５６２∗∗∗

（－９ ０５）
－２ ５６４∗∗∗

（－９ ０８）

公司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４ ４４９ ４ ４４９ ４ ４４９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６

五、 稳健性检验

（一）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
选取同行业公司前期市场关注度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

量， 将第一阶段形成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ｉｌｌ ｒａｔｉｏ 加入回归模

型中， 修改后的结果 （限于篇幅未列出） 与表 ４ 的

结果基本一致， 总体上影响仍为正， 只是在关注人数

增长率 （Ｃｏｎｃｅｒｎｒａｔｅ） 和讨论次数增长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ｒａｔｅ）
的影响显著性上降低了。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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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采用 ＰＳＭ配对后再回归

本文将市场关注度取中位数， 若样本大于中位数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也可以尝试按均值分组）； 然后

将持股回报率 （Ｒｅｔｕｒｎｉ，Ｑ０）、 股票换手率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ｔ－１）、
公司规模 （ Ｓｉｚｅｉ，Ｑ０ ）、 股票账面市值比 （Ｂ ／ Ｍｉ，Ｑ０ ）、
盈利增长率 （Ｅａｒｎ＿Ｇ ｉ，Ｑ０） 等变量作为协变量计算倾

向得分， 随后采用 １ ∶ ６ 近邻匹配。 配对后的回归结

果 （限于篇幅未列出） 与表 ４的结果基本一致。
（三） 改变基金持仓的衡量方法

前面的主结果使用基金持仓比例的变化作为被解

释变量， 为了增加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使用基

金持仓金额的变化 （Ｆｏｃｕｓ＿ａｍｏｕｎｔｉ，Ｑ０等于 Ｑ 季度基

金对公司 ｉ 持仓金额和 Ｑ－１季度基金对公司 ｉ 持仓金

额差值除以该公司市值）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
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未列出） 与表 ４ 的结果基本

一致。

六、 研究结论与不足

行为金融学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投资

者的行为会对资本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是学者们正在

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本文以舆情指标体系为研究对

象， 考察市场关注度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基于舆情

指标体系， 本文定义出关注人数增长率、 讨论次数增

长率、 分享次数增长率， 检验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仓

的影响， 结果发现： （１） 基金持股比例变化与市场

关注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资本市场对某公司的关注

度增加， 基金会对该公司增仓。 （２） 上述结果主要

出现在公司存在重大事项、 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情

况下。 这些结果意味着， 基金会根据其他投资者的前

期关注来做出增减仓的决策， 同时这些决策又受公司

重大事项和信息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具有如下价值： 在理论贡献方面， 本

文从市场关注度对基金持股影响的角度， 对我国机构

投资者交易策略中显现的 “关注热点， 短线投机”
的特点进行了检验， 补充了以前的研究成果； 在应用

价值方面， 本文发现基金存在一定的依赖于资本市场

波动性进行增减仓的投机行为， 这对健全中国金融市

场监管体系， 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减少波动性具

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首先， 在 “两个一百年”
交汇、 两期规划衔接的重要时点， 基金行业肩负着服

务居民理财、 服务资本市场和服务实体经济使命。 本

文建议我国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应该鼓励基金业主动服

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

制， 特别是鼓励私募基金投小、 投早、 投科技， 而不

是 “关注热点， 短线投机”。 其次， 从长期来看， 追

逐热点并不能满足居民理财和高质量投资需求， 亦不

足以解决养老金融严重不足的现状， 因此， 本文建议

基金管理人应以满足民生需求为根本， 履行好基金财

产的受托人职责， 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 严格自律，
努力推进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建设。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 舆情指标选择了 “雪球

财经” 的讨论次数、 关注人数、 分享次数， 该数据

从 ２０１４年才开始统计， 因而不能对更早年度的中小

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关注度进行更好的度量。 未来的

研究可以尝试其他衡量市场关注度的指标来检验市场

关注度对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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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 各国政府

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 中国政府也在同年

１１月颁布并实施广为熟知的 “四万亿计划”。 该计划

三成资金由中央政府提供， 剩余七成资金由地方政府

负责进行筹措。 为应对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同时弥补

其财政收支缺口， 地方政府扩大了地方企业或者地方

融资平台的债券发行规模， 导致地方债务规模的快速

增长。 在 ２０１５年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和

地方债置换计划启动后， 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暂时得

到了一定的化解， 同时地方政府债券更是超过国债成

为中国债券市场的第一债券品种。 因此， 探讨影响地

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的理论机制对资本市场的资源配

置、 防范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和推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健

康发展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
同时，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日渐剧增的内

外部不确定性。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 “三期叠

加” 的特定阶段， 尤其在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后，
各级政府为了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频

繁调整和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未来的走

向、 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尚未得到实践验证， 具有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层面上， 自 ２０１８ 年美国

发动对华贸易制裁以来， 中美贸易关系充满诸多变

数，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

展的外部不确定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经济不确定性不

光影响到企业债券的融资成本， 也对地方政府债券的

发行利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因而研究不确定性对金融

市场的影响近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

关注。
基于上述两大背景， 本文考察和研究不确定性下

地方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融资成本决定的实证证据

和理论机制。 首先， 我们选用 Ｂａｋｅｒ 等 （２０１６） ［１］编
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ＰＵ） 构建 ＶＡＲ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对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 实证结果

指出：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的上升， 地方政府发

行债券利率呈现出负向关系， 而一般企业的发行债券

利率却随之上升。 其次， 我们构建基于信息搜集和监

督成本的债券市场局部均衡模型来解释政企融资成本

的差异。 模型识别出不确定性影响融资成本的两种渠

道： 风险补偿渠道和信息渠道， 且它们的作用方向相

反。 当信息渠道主导风险补偿渠道时， 债券的发行利

率在不确定性增强时期反而下降。 正因为政府债券中

存在这一信息渠道的主导， 不确定性才对政企债券融

资成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 首先， 本文利用 ＥＰＵ

指数和债券市场数据揭示了不确定性与融资成本关系

的典型事实， 并基于 ＶＡＲ 实证模型为构建不确定性

与融资成本的局部均衡或者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提供了

针对性强和可信度高的证据。 第二， 本文从信息摩擦

视角出发， 讨论不确定性影响不同融资主体的债券发

行成本的理论机制， 弥补了现有文献中的不足， 丰富

了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研究结论

有助于理清 “融资难， 融资贵” 的原因， 可以为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及优化资本市

场配置效率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

部分为经验事实和实证证据； 第四部分介绍理论模

型； 第五节为总结与建议。

二、 文献综述

根据不确定性和政企债券融资成本这一主题， 本

文与三方面文献相关： 首先， 近年来考察不确定性与

金融市场中微观主体行为关系是这一领域的热门话

题。 国外学者如 Ｂｕｃｈ （２０１５） ［２］考虑构建银行业的不

确定性度量， 并用其研究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银行贷

款的影响。 Ｗｕ 和 Ｓｕａｒｄｉ （２０１８） ［３］研究了经济政策

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的影响， 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降

低贷款需求， 对银行可贷资金的配置产生不利影响。
在债券市场上 Ｇｒｉｍｍｅ （２０１９） ［４］发现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的上升伴随着公司债利率的上升以及银行贷款利

率的下降。 而国内学者吴伟君和李铭洋 （２０１９） ［５］基
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

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并发现其

对于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程度更大。
其次， 本文也和研究影响企业融资成本因素的文

献相近。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 研究者发现信息公开及

信息披露程度非常关键。 比如， 李志军和王善平

（２０１１） ［６］发现相关企业信息透明度越高， 对于降低

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效果就越显著。 企业在银行贷

款方面的资信度也会越好， 继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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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可以有效压缩融资成本。 林晚发等 （２０１４） ［７］

也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媒体监督降低企业债务融

资成本的作用相较于其他企业更大。 他们的研究也为

本文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基础。 肖翔等

（２０１９） ［８］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融资成

本之间存在交互跨期影响， 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

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形成良性的互动与

循环。 这也表明了在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机制中， 环

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披露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事实

上， 对于债券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而言， 财政透明度作

为其信息披露的表征对借贷关系也有显著的影响。 潘

俊等 （２０１６） ［９］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余因素的情况下，
财政透明度越高， 城投债信用评级越好。

最后， 本文着重考察政企融资成本差异， 因此与

关系型贷款及政府隐性担保等相关文献也非常关联。
研究者们发现， 由于银企之间长期合作关系和对该企

业非公开讯息的了解， 关系型借贷显著帮助企业获得

融资。 国外学者如 Ｐｅｌｔｏｎｉｅｍｉ （２００７） ［１０］研究表明银企

关系越发密切， 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往往越低， 而且

银行与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对高风险企业尤其有利，
随着关系的成熟， 高风险公司的贷款溢价下降的速度

高于低风险公司。 针对中国而言， 周继先 （２０１１） ［１１］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贷款数据发现， 不论是 “显性成

本” 还是 “隐性成本”， 银企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都

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这两种成本， 并且贷款银行的规

模及不同的企业性质对银企关系和对融资成本的作用

机制都存在差异。 杜颖洁等 （２０１３） ［１２］的实证结果表

明无论是银企之间的关系还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

政治联系都和上市民营企业的银行借款成本呈显著的

正向关系。 洪怡恬 （２０１４） ［１３］发现银企关系和政企关

系均能够缓解我国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困扰， 并且相

比于非国有性质企业， 国有性质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整体上更加低。 王淼 （２０１５） ［１４］在非合作博弈框架下探

讨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银行和企业之间因为信息不

对称和个体的理性行为很难实现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
在中国， 地方政府作为特殊的借款人往往存在

隐性担保的情况。 比如， 郑春荣等 （２０１３） ［１５］发现

政府在政信合作项目中通过由国有企业提供担保行

为和出具财政承诺函的隐形担保方式对项目进行间

接或者直接的介入。 这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该

企业项目的信用， 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陈作华和刘

子旭 （２０１９） ［１６］对政企关系与企业特质风险的关系

给出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 发现政企关系不光

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更加帮助了民营企业在

面对特质风险时应对自如。 城投债作为地方政府融资

的重要工具， 罗荣华和刘劲劲 （２０１６） ［１７］研究表明市

场认为无担保城投债背后存在政府的隐性担保， 并且

地方政府的财力状况会影响政府的隐形担保能力和担保

意愿， 进一步影响城投债的定价。 郑长军等 （２０１７）［１８］

发现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收入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地方政府财力） 越高， 城投债信用利差 （融资

成本） 反而越低， 此现象背后反映的事实是地方政

府仍旧存在显性担保或隐性担保的预算软约束。
综上所述， 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不确定性对银

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而对债券融资成本差异影响的实

证和理论还很少。 其次， 基于信息摩擦视角研究不确

定性对融资成本影响的理论几乎还是空白， 绝大多数

的研究仅止步于实证分析。 因此， 从实证及理论机制

两个方面尝试研究不确定性下债券融资的机制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可作为进一步探讨以及改善企业

“融资难， 融资贵” 的参考依据。

三、 经验事实与实证证据

（一） 变量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由 Ｂａｋｅｒ等 （２０１６） ［１］构建的 ＥＰＵ指数

来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指标。 ＥＰＵ 指数的构建方法

是通过收集和统计新闻报刊的关键词来考察经济政策

的变化。 该指数已经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因

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为考察不同类型债券成本的差异， 我们选用１～３

年期且评级为 ＡＡ公司债的发行利率作为一般企业债

券的融资成本度量， 而选用 １ ～ ３ 年期地方政府债的

发行利率来度量地方债券的融资成本。 无风险利率由

１ ～ ３ 年期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来衡量。 以上变量数据

均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 在筛选去缺失值之后， 样本

区间为 ２００９年 ９月至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的月度数据。
图 １ 展示了样本区间内 ＥＰＵ 指数、 公司债发行

利率和地方政府债发行利率。 如图所示， 公司债发行

利率和 ＥＰＵ指数有类似相同的变化趋势， 两者之间

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其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６； 而

地方债的发行利率与 ＥＰＵ 指数关系并不明显， 其两

者之间相关系数为－０ ０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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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ＥＰＵ 指数与政企债券融资成本

（二） 实证证据

为更一步考察不确定性对不同类型债券融资成本

的影响， 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ＶＡＲ 模型） 来

考察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

Ｙｔ ＝Ａ１Ｙｔ－１＋Ａ２Ｙｔ－２＋…＋ＡｐＹｔ－ｐ＋ｕｔ，ｔ＝ １，２，…，Ｔ （１）

其中， Ｙｔ 表示 ｋ×１ 维内生变量向量， Ａｉ 为 ｋ×ｋ 维系

数矩阵， ｐ 是滞后阶数， ｕｔ 为 ｋ×１ 维扰动向量， Ｔ 为

样本长度。 基准 ＶＡＲ 模型由四个变量组成： ＥＰＵ 指

数、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 企业债券发行利率和无

风险利率。 滞后期数基于 ＳＩＣ和 ＡＩＣ信息准设定。①

如图 ２所示， 当 ＥＰＵ指数变化 １ 单位标准差时，
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企业债发行利率和地方政

府债发行利率呈现相反的反应。 公司债的发行利率先

上升， 在约 １ 个月后达到最高点 １０ 个基点， 然后迅

速反弹并呈现较强的波动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后， 约在 ８个月后开始下降并逐步趋向稳定， 并在冲

击发生约 １２个月后呈现微弱的负向反应。 而地方政

府债的发行利率表现出和无风险利率相同的反应。 在

ＥＰＵ指数上升后， 地方政府债发行利率逐步下降，
在 １～２个月达到最低点 ５ 个基点后开始上升重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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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准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

８８
① ＶＡＲ模型中变量均满足平稳性检验。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理论经济·

复均衡水平。 这一实证结果符合安全资产转移 （Ｆｌｉｇｈｔ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理论， 当面临不确定性冲击时， 投资者对

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 因此会增加对政府债券的需

求， 间接导致对公司债券的需求下降， 使得企业的融

资成本提高。
基准模型的结果表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

增加会提高公司债券的发行利率， 而地方政府债

利率反而会下降。 由此可见，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

时期， 不同主体债券融资成本存在异质性的变化。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 我们还考虑如下稳健性

检验①：

首先， 我们考虑选取不确定性的替代度量指标。
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成为

全球经济中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我们考察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会如何影响不同债券融资主体的成本。 将基

准模型中的 ＥＰＵ指数替换为由 Ｃａｌｄａｒａ 等 （２０２０） ［１９］

编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ｙ， ＴＰＵ）。 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公司债和

政府债券的发行利率仍然存在相反的影响。 在 ＴＰＵ
的影响下， 公司债的发行利率提高， 而地方政府债的

发行利率立即降低， 再次验证了投资者在不确定性环

境下对安全资产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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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稳健性检验 １：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同时， 我们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对融资成本

的影响， 加入上证 Ａ股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
和广义货币供应量 （Ｍ２） 对基准 ＶＡＲ 模型进行了扩

展， 构建 ７ 变量的 ＶＡＲ 模型。 与基准模型结果类似，
当经济中不确定性增加时， 公司债发行利率的反应先

略微下降， 然后迅速反弹上升，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后， 约在 ８个月后开始下降并逐步趋向稳定； 而地方

政府债利率则在 １～２个月达到最低点 ６个基点后恢复

上升， 逐渐回归到稳态。 扩展模型中不确定性对公司

债券和地方政府发行利率的影响与基准模型一致。 因

此， 本文的实证证据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四、 理论机制

上述典型事实和实证结果都表明， 随着不确定性

的上升， 公司债券的融资成本上升而地方政府债券的

融资成本下降。 为解释不确定性对融资主体的异质性

影响， 我们从信息摩擦的角度出发， 构建了一个债券

市场的局部均衡模型。
首先， 假设模型包括两个时期， 即 ｔ ＝ １， ２， 以

及两种类型的借款方 （即债券发行方）： 一般企业和

地方政府。 一般企业和地方政府相互独立， 并不存在

债务置换问题， 因此后续对一般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

９８
① 我们还调整了 ＳＶＡＲ模型中不同变量的顺序， 脉冲响应结果仍然稳健。 限于篇幅， 文中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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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行为分别考察。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并不考虑融资

选择方式， 而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不确定性对债券融资

的异质性影响。

����$* 6�	���

��

0 10 20 30 40 50

�
�
�

+
�
!

������(+6�	��

!�+6�	��

�50
�100

100
50
0

�0.1
�0.5

0.1
0.5

0

��

0 10 20 30 40 50
�
�
�

+
�
!

3"�0�-���+6�	��

�MK�(+6�	��

150
100
50
0

�0.1

�0.2

0.1

0

��

0 10 20 30 40 50

+
�
!

�	��(+6�	��

0
�0.2

0.4
0.2

�
�
�

�
�
�

$1*+6�	��

.�+6�	��

0

10 000

5 000

�5 000

0
�0.1
�0.2

0.1
0.2

图 ４　 稳健性检验 ２： 包含宏观经济变量的扩展模型

　 　 同时， 我们假设模型中所有代理人都是风险中

性 （Ｒｉｓｋ Ｎｅｕｔｒａｌ） 和模糊中性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Ｎｅｕｔｒａｌ）。
投资项目分别在两个时期的期初开始， 并在期末结

束， 该项目产生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收益 ｘｔ∈ ［ ｘ，
ｘ ］。 借 鉴 Ｄｉａｍｏｎｄ （ １９８４ ） ［２０］、 Ｇａｌｅ 和 Ｈｅｌｌｗｉｇ
（１９８５） ［２１］的金融中介理论， 借款方和贷款方之间存

在信息不对称。 即借贷双方都知道投资收益的分布，
但是投资项目的准确收益只属于借款方的私人信息，
贷款方只有在项目完成并愿意接受付出一定的监督成

本 μ 才能获得。
模型中假设有两种不确定性来源： 投资风险和模

糊性 （Ｋｎｉｇｈｔｉ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一方面， 投资风险 σ
带来不确定性扩大投资收益的浮动区间 ｘｔ∈［ ｘ－σ，
ｘ＋σ］。 如果这一风险为 ０， 模型就变成正常情况下投

资收益分布。 另一方面， 借款方和贷款方都不能完美

地观察到风险变化， 它们往往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主观

模糊性。 因此， 借贷双方对投资收益的准确分布有自

己的主观看法， 参考 Ｉｌｕｔ 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２］的做

法， 假设对于风险的认知分布在真正的风险 σ附近：

σａ∈［σ（１－ａ），σ（１＋ａ）］ （２）

其中参数 ａ 表示主观模糊性的程度。 如果没有获得额

外信息， 借贷双方观察到的将是 σａ 而不是真实风险

σ。 显然， 最差情况是当 σａ 等于其右上限， 投资项

目的不确定性程度最高， 这意味着在给定贷款利率

下， 相比 σａ 等于左下界的情况， 借款方违约的概率

会增加。
因此， 更高的风险和更高的模糊性都会导致对风

险的认知更偏向于最坏的情况。 具有模糊认知的贷款

方在评估他们的投资回报时倾向考虑投资回报中最坏

的情况：

σ∗ａ ＝ｍａｘ［σ（１－ａ），σ（１＋ａ）］ （３）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在认知风险最大化的情况下最大化

贷款方的收益可以使 （事后） 绝对预测误差更小

（相对在认知风险最小的情况下）。
需要强调是， 模型中投资风险 σ 在 ｔ ＝ １ 期初发

生， 而在 ｔ＝ １ 期末时随贷款人偿还债务或者违约而

消失。 ｔ＝ １期用来考察不确定性上升对债券融资的影

响， 而 ｔ＝ ２期中不存在不确定性， 即 σ∗ａ ， 用来代表

债券融资中的长期均衡。
（一） 一般企业的债券融资

在两个时期的期初， 一般企业在债券市场发行债

券来进行借款。 如果企业在 ｔ ＝ １ 时没有违约， 投资

人就会收到债务偿还， 债券合同得以正常终止。 如果

企业在 ｔ＝ １ 时违约， 则违约的企业将很难继续发行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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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但是第二期会有新的企业发行债券， 借款方和

投资人在第二阶段会签订新的合同。 参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７） ［２３］和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０３） ［２４］， 我们假设债券投资

人依赖于债券市场上关于企业的公开信息， 并不会投

资去获取额外的信息。
在债券市场融资的企业， 只要它的投资收益 ｘｔ

大于其债务 ＲＣ
ｔ ×Ｌｔ， 它就有能力偿还。 其中， ＲＣ

ｃ 表示

企业的债券发行利率， Ｌｔ 表示融资规模。 不失一般

性地， 企业的投资项目每期需要投资 １ 单位的资金，
即 Ｌｔ ＝ １。 如果每期期末企业宣布其投资收益 ｘｔ≥ｘ^ｔ，

则企业可以顺利偿还债务， 其中 ｘ^ｔ ＝ ＲＣ
ｔ 表示企业刚

好能够偿还债务的收益阈值。 在偿还债务后， 公司保

留剩余利润为 （ｘｔ －ＲＣ
ｔ ）。 如果 ｘｔ ＜ ｘ^ｔ， 则企业将面临

违约破产， 由债券投资人清偿这家企业。 投资人将支

付额外 μ 的监督成本， 其最终收益为 （１－μ）ｘｔ。
在第 １期期初， 企业面临着投资的不确定性， 只

有在其预期收益不低于 ０的情况下， 企业才会在债券

市场中融资， 即

Ｅ１ ∫ｘ＋σ
∗ａ

ＲＣ
１

（ｘ － ＲＣ
１ ）ｄＦ（ｘ）{ }≥ ０ （４）

企业在第 ２期的收益表达式与第 １期类似， 但是

在第 ２ 期内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 （σ ＝ ０）， 并且 ＲＣ
１

被 ＲＣ
２ 替代。
对债券投资人来说， 其在第 １期的预期收益为：

Ｅ１ ∫Ｒ
Ｃ
１

ｘ－σ∗ａ
［（１ － μ）ｘ１］ｄＦ（ｘ） ＋ ∫ｘ＋σ

∗ａ

ＲＣ
１

ＲＣ
１ ｄＦ（ｘ）{ }

（５）

式中的第一项表示企业违约时投资人的收益， 第二项

表示企业未违约时投资人的收益。 参考 Ａｆａｎａｓｙｅｖａ 和
Ｇüｎｔｎ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５］的做法， 债务合约从债券投资人

的角度来制定。 债券投资人需要在企业参与的条件约

束下 （即公式 （４） ） 最大化其预期收益 （用债务融

资成本 ＲＣ
１ 表示）。 该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Ｅ１ ∫Ｒ
Ｃ
１

ｘ－σ∗ａ
［（１ － μ）ｘ１］ｄＦ（ｘ） ＋ ∫ｘ＋σ

∗ａ

ＲＣ
１

ＲＣ
１ ｄＦ（ｘ）{ }

∂ＲＣ
１

＝ ０

（６）

即

ＲＣ
１ ＝
１
１＋μ

（ｘ＋σ∗ａ ） （７）

上式表明不确定性 σ∗ａ 上升也提升了企业的债务

融资成本 ＲＣ
１ ， 债券投资人要求对企业违约可能性的

增加进行补偿， 这构成了风险补偿渠道。 同时额外监

控成本 μ 反而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这是由于企

业没有自己的资源； 在违约的情况下， 他们不会损失

他们的净值， 而是由投资人承担监督成本。 更高的 μ
使得企业更容易违约， 因此投资人也会为避免企业违

约而降低对 ＲＣ
１ 的要求。

进入第 ２期， 经济中不存在不确定性， 即 σ ＝ ０，
随机收益满足低风险下的均匀分布， ｘ２∈［ｘ， ｘ］。 因

此， 与第 １期相比， 第 ２期的融资成本降低为：

ＲＣ
２ ＝
１
１＋μ

ｘ （８）

（二） 地方政府的债券融资

地方政府也在第 １期和第 ２期期初向债券市场融

资。 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有更强

的意愿和行动来建立长期的关系。 地方政府的财政数

据相对比较公开， 且存在地方税收收入的隐形担保，
因此在第 １期时向资本市场披露更多的公开信息。 显

然， 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和投资

人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券融资

成本。
首先， 我们令信息参数 ｋ 来刻画借贷双方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 更大的 ｋ 意味着更多的信息从地方政府

流向资本市场。 如果在第 １期政府未违约， 则监督成

本 μ 在第 ２期降低到 （１－ｋ）μ。
其次， 投资人和地方政府更好的政企关系 Ｒ 可

以减少地方政府违约时的损失。 政企关系 Ｒ 取值在

［０， １］ 之间， 取值越大说明政企关系越好。 相应的

破产成本在第 ２ 期减少了 ｖ， ｖ 是减少违约成本的政

企关系的价值， 保证第 ２ 期破产成本大于 ０。 因此，
地方政府在第 ２期的破产损失为：

μＧ（Ｒ）＝ （１－ｋ－ｖ·Ｒ）μ （９）

政企关系 Ｒ 也通过减少模糊参数 ａ 降低了投资项目

第 １期的不确定性， 公式 （２） 中的风险认知变为：

σａ（Ｒ）∈［σ（１－ａ［１－ｅ·Ｒ］），σ（１＋ａ［１－ｅ·Ｒ］）］

（１０）

其中， ｅ 刻画了政企关系在解决主观模糊性方面的有

效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政企关系降低了投资收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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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上下边界的不确定性， 但并没有降低实质性风险

σ， 因此真实的投资收益分布区间保持不变。 与第 １
期情况类似， 代理人倾向于考虑最坏的风险情况，
σ∗ａ（Ｒ）＝ ｍａｘσａ（Ｒ）。 因为 Ｒ＞０， 根据公式 （３） 可知

σ∗ａ（Ｒ）比 σ∗ａ 更小。
当然， 在收集信息时， 投资人仍需要支付两种成

本。 其一， 对债券发行人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 投资

人需要在内部进行资源调配。 因此投资人需要承担一

定的固定成本 ＫＲ＞０。 其二， 良好的政企关系需要更高

的成本去维护， 其维护成本记为 κ １
１－Ｒ
。

只有当第 １期地方政府没有违约， 在第 ２期投资

人才能从良好的政企关系和更加透明的信息中获益。
因此， 投资人需要在第 ２期期初评估收益时考虑第 １
期的行为。 如果地方政府在第 １期没有违约， 投资人

在第 ２期选择购买其债券， 并从良好的政企关系中获

益。 如果地方政府在第 １期违约， 则投资人在第 ２ 期

寻找新的合作对象， 只是损失了良好的政企关系带来

的额外利益。 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投资人的预期

收益：

Ｅ１ ∫Ｒ
Ｇ
１

ｘ－σ∗ａ（Ｒ）
［（１ － μ）ｘ１］ｄＦ（ｘ） ＋ ∫ｘ＋σ

∗ａ （Ｒ）

ＲＣ
１

ＲＧ
１ ｄＦ（ｘ）{

　 － ＫＲ ＞ ０ － κ １
１ － Ｒ

＋ １ － ∫Ｒ
Ｇ
１

ｘ－σ∗ａ（Ｒ）
ｄＦ（ｘ）( )

　 　 ∫Ｒ
Ｇ
２

ｘ
［（１ － μＧ（Ｒ））ｘ２］ｄＦ（ｘ） ＋ ∫ｘ

ＲＧ
２

ＲＧ
２ ｄＦ（ｘ）( )

　 ＋ ∫Ｒ
Ｇ
１

ｘ－σ∗ａ（Ｒ）
ｄＦ（ｘ）( ) ∫Ｒ 

Ｇ
２

ｘ
［（１ － μ）ｘ２］ｄＦ（ｘ）(

　 ＋ ∫ｘ
Ｒ Ｇ２
Ｒ Ｇ
２ ｄＦ（ｘ） ) } （１１）

由于地方政府与一般企业不同， 存在债务置换以

及隐性担保问题， 因此政府的实质违约率较低。
ＲＧ
１ 和 ＲＧ

２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在第 １ 期和第 ２ 期向

债券市场支付的发行利率， Ｒ Ｇ
２ 表示在第二阶段新的

合作对象需要支付的利率。 方程 （１１） 的前四项表

示投资人在第 １期时的预期收益， 其中第一项表示地

方政府违约时投资人的预期收益， 而第二项表示没有

违约时投资人收到利率 ＲＧ
１ 。 第三项和第四项表示投

资人为了获取市场信息所需要或者维护关系所付出的

成本。
公式 （１１） 第五项表示了第 ２ 期内的预期收益

会受到第 １ 期的政府行为以及政企关系 Ｒ 的影响。
ＲＧ
２ 的增加也导致地方政府在第 １ 期违约的可能性

∫Ｒ
Ｇ
１

ｘ－σ∗ａ（Ｒ）
ｄＦ（ｘ） 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债券市场在第 ２

期和该地方政府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个括号表

示的是在第 １ 期地方政府不违约的情况下， 投资人

持续合作的预期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监督成本由 μ
变为 μＧ （Ｒ）。

公式 （１１） 最后一项表示如果地方政府在第 １
期违约， 资本市场更换新的合作对象的预期收益。 此

时要求的利率变为 Ｒ Ｇ
２ 。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人无法

在良好的政企关系中获利。
地方政府只有在两个时期的期望收益为非负时才

会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即：

Ｅ１ ∫ｘ＋σ
∗ａ（Ｒ）

ＲＧ１

［ｘ１ － ＲＧ
１ ］ｄＦ（ｘ） ＋ １ － ∫Ｒ

Ｇ
１

ｘ－σ∗ａ（Ｒ）
ｄＦ（ｘ）( ){

　 　 ∫ｘ
ＲＧ
２

［ｘ２ － ＲＧ
２ ］ｄＦ（ｘ）( ) }≥ ０ （１２）

公式 （１２） 第一项表示第 １ 期内地方政府的预

期收益。 如果在第 １期没有违约， 则可以在第 ２期继

续发债。
因此， 债券市场投资人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

贷款利率 ＲＧ
１ 、 ＲＧ

２ 、 Ｒ Ｇ
２ 以及政企关系 Ｒ， 在满足地方

政府参与的约束条件公式 （４） 以及公式 （１２） 下最

大化其期望收益， 即公式 （１１）。
求解可得：

Ｒ Ｇ
２ ＝
１
１＋μ

ｘ （１３）

ＲＧ
２ ＝

１
１＋μＧ（Ｒ）

ｘ （１４）

ＲＧ
１ ＝
１
１＋μ

（ｘ＋σ∗ａ（Ｒ））－
１
２
１
ｘ－ｘ

μ－μＧ（Ｒ）
１＋μ

１
［１＋μＧ（Ｒ）］（１＋μ）

（ｘ） ２－（ｘ） ２{ } （１５）

如果地方政府第 １ 期违约， 投资人会以 Ｒ Ｇ
２ 的利

率寻找新的合作对象。 因为资本市场对于新的合作对

象缺少经营信息， 这个利率与公式 （８） 中所给出的

一般企业第 ２期的融资成本相同。
公式 （１４） 表示地方政府在前一期没有违约情

况下第 ２期的发行利率。 和一般企业第 ２期的融资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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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式 （８） ） 或是全新的合作对象在第 ２ 期的融

资成本 （公式 （１３） ） 相比， 贷款利率高了 ｋ·μ＋
ｖ·Ｒ·μ。 这表示资本市场与借款人建立关系时可以

收取的溢价。 贷款利率相对较高有三个原因。 其一，
资本市场收集到更多的专有信息 （即 ｋ 的增加）。 其

二， 资本市场需要和地方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 （更
高的 Ｒ）。 其三， 资本市场可以从边际单位信息上了

解更多 （ｖ 的增加）。 这三个因素都使贷款人能够收

取更高的贷款利率， 因为违约的成本更低了， 违约不

再变得那么可怕。
公式 （１５） 是第 １ 期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利

率。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发现给定政企

关系 Ｒ＝Ｒ， 随着投资风险的增加， 地方政府的融资

成本也上升。

∂ＲＧ
１

∂σ Ｒ＝Ｒ

＝ １
１＋μ

［１＋ａ（１－ｅ·Ｒ）］＞０ （１６）

风险增加了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 投资人要求以更

高的利率作为补偿， 这也是债券投资者面临的风险补

偿渠道。
其次， 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时期， 债券市场可能会

要求获得更多信息， 意味着对政企关系有更高的

要求。

∂ＲＧ
１

∂Ｒ
＝ －

１
１＋μ

σ·ａ·ｅ＋ １
２
１
ｘ－ｘ

ｖ·μ
１＋μ{

１
［１＋μＧ（Ｒ）］ ２

（ｘ） ２－（ｘ） ２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０ （１７）

维持更好的政企关系会导致政府债券发行利率下降，
原因有二： 其一， 它减少了模糊性， 会降低最坏情况

下的分散， 并进一步降低政府债券违约的可能性， 从

而降低了发行利率。 其二， 在第 １期收集到更多信息

后， 第 ２期的违约破产成本较低， 这使得债券投资人

在第 ２期继续与地方政府维持借贷关系更具吸引力。
通过降低第 １时期的发行利率， 地方政府在第 １期违

约的可能性得以降低， 在第 ２ 期时破产成本也较低，
投资人可以从中获利。 这两种效应构成了影响债券发

行利率的信息渠道。
由此可见， 当不确定性增加时， 政府债券的发行

利率受到风险补偿和信息两个渠道的影响， 且它们的

作用方向相反。 当信息渠道主导风险补偿渠道时， 债

券的发行利率在不确定性增强时期反而下降。 正因为

政府债券中存在信息渠道的主导， 不确定性对债券融

资成本的影响与一般企业债券存在差异， 这也解释了

我们在前一节中的实证发现。

五、 总结与建议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下行风险和外部调整压力

增大的背景下， 本文研究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债券和

普通公司债券的融资成本的影响。 首先， 由典型事实

和 ＶＡＲ 实证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政企债券融

资成本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当不确定性上升时， 一般

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 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却呈

现下降的趋势。 从投资需求角度来看， 部分原因在于

不确定性冲击时投资者转向相对安全的资产， 市场对

政府债券的需求上升。 本文进一步从信息摩擦角度入

手， 来解释政企债券融资成本的差异。 我们构建了包

括信息搜集和监督成本的债券市场局部模型， 识别出

不确定性影响债券融资成本的两种主要渠道： 风险补

偿渠道和信息渠道。 当信息渠道主导风险补偿渠道

时， 债券的发行利率在不确定性上升时期反而下降。
由于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存在信息渠道的主导。 模型

结论解释了实证中的研究， 即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地

方政府发行利率下降， 而一般企业发行利率会上升。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有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政策制定者应该保持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 通过媒体传播进行预期引导来减少经济参与

主体的认知模糊性， 形成稳定的经济预期， 进而降低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这不仅会让一般企业减少债券的

融资成本， 也会降低政府自身在资本市场上的债务融

资成本。
第二， 在当前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

企业的债券融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 因此， 我们要强

调信息透明度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性， 进一步

推动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一方面， 企业自身应当积

极规范信息披露， 利用债券市场优化债权结构， 降低

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 在监管层面加强债券市场信息

披露制度建设， 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 充分发挥债券

市场的信息效应。
第三， 由于融资需求的竞争性， 地方政府参与

债券市场的确会对企业造成一定的 “挤出效应”。
在不确定性难以避免的情况下， 也必然存在政企债

券融资成本差异的现象。 因此， 一方面， 我们需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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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差异化的财税金融政策和优惠措施， 适当引导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民间资本的合作， 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 我

们应当更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 搭建更有效的信息

交换平台， 弥补其融资成本差异， 解决其 “融资

难， 融资贵”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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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内化提升社会组织员工品牌绩效的中介路径研究
———基于中国非营利部门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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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品牌内化在向员工传递品牌知识的同时， 可以强化员工对品牌的正面态度， 继而提升
员工品牌绩效。 尽管以往研究成果已涉及品牌内化与员工品牌支持行为间的关系， 但对品牌内化影响
员工品牌绩效中介路径方面的论证尚有不足且缺乏来自非营利部门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基于组织行
为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 在构建品牌内化影响员工品牌绩效的一阶段调节链式中介模型的基础上， 借
助于对 ２９０ 名来自中国大陆 ２６２ 家社会组织员工问卷调查的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层次回归分
析， 实证了品牌内化与员工品牌绩效间的中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 研究结果显示： 品牌认同和品牌留
职倾向在品牌内化影响员工品牌绩效的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个人－组织匹配在品牌内化对品牌
认同的直接影响和对品牌绩效的间接影响 （品牌认同为中介） 中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通过中国社
会组织员工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揭示出品牌内化在提升社会组织员工品牌绩效过程中的链式中
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 从非营利部门领域拓展了品牌内化研究对象的范围， 深化了品牌内化与员工品
牌绩效间中介路径方面的学术探讨， 研究结论为社会组织实践品牌内化及其增进员工品牌绩效提供了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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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ｂｒ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Ｂｒ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ｔ　 Ｉ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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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非营利部门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并以无形的服务

供给为主， 员工在社会组织 （亦称为非营利组织）
建设一个强大且差异化的品牌过程中尤为重要。 通过

提供与品牌标准相一致的服务并致力于解决服务问

题， 员工将能够直接影响组织客户对组织品牌的感受

（Ａｙｒｏｍ和 Ｔｕｍｅｒ， ２０２０［１］ ）。 因此， 社会组织应将员

工视为组织品牌化的重要主体， 促进员工 “买入” 品

牌价值， 从而通过员工达成组织使命和目标。 正如

Ｂａｒｒｏｓ⁃Ａｒｒｉｅｔａ和 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ｌｉ （２０２１） ［２］指出， 组织品牌

化不仅意味着组织采取的外部行动， 也应涉及指向组

织员工的内部视角。 作为源于企业品牌研究领域的学

术概念， 品牌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于 １９９１ 年由

Ｂｅｒｒｙ和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两位学者提出， 意指组织面向内

部利益相关者即员工解释和销售品牌的过程 （Ｂｅｒｒｙ和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 １９９１［３］）， 其目的在于让员工感受和认同

品牌价值并将品牌所蕴含的价值观贯彻于个人日常工

作之中。 通过向员工 “推销” 品牌并被他们认同， 社

会组织将可以借助于员工来影响和塑造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品牌体验， 实现组织对外品牌承诺向品牌现实的

转化。 自品牌内化概念问世以来， 有关品牌内化如何

影响员工的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有学者认

为， 品牌内化能够促使员工在个体心理和行为层面产

生诸多有益于组织的变化， 如促进员工与组织间心理

契约的构建、 降低员工离职倾向 （Ａｙｒｏｍ 和 Ｔｕｍｅｒ，
２０２０［１］） 以及增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 Ｂｕｉｌ 等，
２０１６［４］）； 也有人专门从个体品牌化的视角， 探讨了品

牌内化对员工品牌支持态度和行为的正向促进效用

（Ｐｕｎｊａｉｓｒｉ和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５］； Ｈｕ等， ２０１８［６］）； 等等。
作为个体品牌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品牌绩效是员

工按照其工作说明书之要求而对外兑现组织品牌承诺

的工作行为， 该行为表现能够直接影响组织整体绩效

并已成为评价员工品牌支持程度的重要内容。 尽管已

有研究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 证明了品牌内化对员

工品牌支持行为具有正面促进作用， 并且学界和实践

人士也普遍认可了品牌内化对非营利部门的重要价值

（Ｌｅｉｊｅｒｈｏｌｔ 等， ２０２０［７］ ）， 但是， 现有文献匮乏关于

品牌内化如何影响员工品牌绩效之中介路径方面的研

究成果， 尚无来自非营利部门的实证。 基于此， 本文

尝试开展品牌内化影响社会组织员工品牌绩效的中介

路径探究。 通常， 社会态度由认知、 情感与行为意向

构成， 三者呈现着一种递进式的影响关系。 作为提升

员工品牌认知水平的管理工具， 品牌内化将影响员工

的品牌情感， 继而影响员工的行为意向， 最终影响其

行为表现。 为此， 品牌认同 （情感） 和品牌留职倾

向 （行为意向） 可能在品牌绩效 （行为表现） 的形

成过程中具有中介效用。 更进一步地， 边界条件通常

是学术界开展中介路径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员

工与组织相容性之议题， 个人－组织匹配是链接个体

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的重要环节 （ Ｂ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７［８］）。 然而， 学界有关个人特质在影响员工面对

品牌内化时反应差异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 尚无个人

－组织匹配作为品牌内化影响员工心理和行为的边界

条件的实证分析。 综上， 本文以社会组织员工为研究

对象，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组织化理论、 社会认同理

论等， 通过引入品牌认同、 品牌留职倾向和个人－组
织匹配变量， 构建一个一阶段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实证分析品牌内化与员工品牌绩效间的中介路径及其

边界条件， 以探讨品牌内化对社会组织员工品牌绩效

的作用过程。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品牌内化对品牌绩效的影响

作为一种面向组织内部的品牌推销， 品牌内化是

组织向员工传递和教育组织品牌价值所实施的行动，
旨在确保员工接受并践行组织品牌价值和理念。 正如

Ｌｉｕ等 （２０１５） ［９］指出， 品牌内化是组织说服其成员

“买入” 品牌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一种努力。
通常， 品牌内化体现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 （张辉

和白长虹， ２０１８［１０］）。 其中， 组织品牌内化是品牌内

化的组织推进过程， 个体品牌内化是品牌内化的员工

表现结果， 两者间呈现着一种因果关系。 在本研究

中， 模型自变量即品牌内化主要是指品牌内化的组织

推进， 而因变量如品牌绩效则属于个体品牌内化范

畴。 在学术界， 有关品牌内化的理论内涵有着不同的

观点。 其中， 品牌沟通常被学者们视为最为重要的品

牌内化实践。 品牌内化本质就在于通过品牌沟通使员

工能真正地理解品牌价值与个人工作行为的相关性

（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ｍ等， ２００２［１１］）。 此外， 人力资源实践如奖

励、 培训等同样应成为品牌内化的重要构成 （Ｂｅｒｒｙ
和 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 １９９１［３］； Ｌｅｅ等， ２０１４［１２］）， 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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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在促进员工理解和接受品牌价值中也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５［９］； Ｂｕｉｌ 等， ２０１６［４］ ）。 当

然， 从系统综合的视角， 品牌内化包括品牌人力资源

管理、 品牌培训和品牌领导力三大要素 （ Ｂａｒｒｏｓ⁃
Ａｒｒｉｅｔａ和 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ｌｉ， ２０２１［２］ ）。 在以往研究基础上

并结合社会组织特质， 张冉 （２０１８） ［１３］通过扎根理论

构建的由学习行动、 内部沟通和领导垂范组成的三维

品牌内化模型， 是国内学界较早探索非营利品牌内化

构念的学术成果， 能较好地映射非营利场景， 而本文

也将使用该模型来开展社会组织品牌内化影响研究。
作为一种角色内绩效， 品牌绩效主要强调员工按

照其工作说明书要求来对外兑现组织品牌承诺的工作

行为表现。 本文认为， 品牌内化将增进员工品牌绩

效。 在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中信息交流与共享是理想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关键性因素 （Ｈｏｏｆｆ 和 Ｒｉｄｄｅｒ，
２００４［１４］）， 其能够提升员工绩效， 而品牌内化恰是社

会组织向员工陈述品牌价值等重要信息的一种最为直

接的方式。 例如， 社会组织通过品牌相关的入职培训

和实践引导 （即学习行动） 来向新员工讲授组织宗

旨与品牌发展史， 而领导者则可通过人格魅力和以身

作则的行动 （即领导垂范） 来将品牌实践标准相关

信息传递给员工。 这些品牌内化工作将促进员工对品

牌的理解及践行品牌标准所需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从

而提升其品牌绩效。 因此， 品牌内化是员工品牌绩效

的决定因素。 只有实现了组织品牌价值观的内化， 员

工方能在工作中保持相应的品牌标准 （Ｖａｌｌａｓｔｅｒ 和
Ｄｅ Ｃｈｅｒｎａｔｏｎｙ， ２００５［１５］）。 为了更好地阐明两者间关

系， 本文使用 Ｂｌａｕ （１９６４） ［１６］的社会交换理论来做

进一步分析。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人们属于社会

人， 在任何一类社会关系中都存在着相关主体的关系

交换。 同时， 该理论强调 “互惠原则”， 即个体有责

任和义务对对方的积极对待做出反馈； 这种互惠关系

既适用于个体间关系， 也适用于个体与组织间关系。
从社会交换关系看， 品牌内化代表着社会组织给予组

织成员的一种社会支持， 这将促进组织与成员间社会

交换关系的建立， 而品牌支持行为正是员工对组织向

自己传递品牌信息这种社会支持的一种回馈。 具体而

言， 社会组织通过品牌内化帮助员工获取并消化组织

品牌相关知识； 对于员工而言， 组织品牌培训所给予

的品牌标准践行技能、 上司给予的工作指导及同事提

供的品牌信息帮助等， 都是一种正性收获， 有益于促

进个体工作的有效开展及其职业发展。 于是， 基于互

惠原则所构建起的社会交换关系将使得员工感到有义

务向社会组织施加积极对待以回报组织给予的支持，
并因此实施符合品牌标准的工作行为。 正如 Ｌｅｅ 等

（２０１４） ［１２］指出， 工作投入增加是员工对组织将其视为

内部客户的一种回报手段。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１：
Ｈ１： 品牌内化正向影响员工品牌绩效

（二） 品牌内化对品牌留职倾向的影响

品牌留职倾向是员工继续为组织品牌服务的意

愿， 代表着员工对组织品牌的支持。 从个体与组织间

关系角度看， 品牌内化有利于促进个体与组织间的情

感交换 （Ａｙｒｏｍ 和 Ｔｕｍｅｒ， ２０２０［１］ ）。 通过品牌教育

与知识传递， 品牌内化将使非营利从业人员意识到自

己与组织品牌间的共生关系， 理解个人目标与组织目

标间的利益联结， 明晰自己在组织品牌价值实现中的

角色， 而这将增进其主人翁感， 激励其参与到组织品

牌建设之中并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品牌工作意愿。 企业

实证研究已表明， 品牌内化正向预测着服务型员工的

留职意愿 （Ｍａｔａｎｄａ 和 Ｎｄｕｂｉｓｉ， ２０１３［１７］ ）。 在本文

中， 组织社会化理论将用于解释品牌内化与品牌留职

倾向间关系。 组织社会化概念由学者 Ｓｃｈｅｉｎ 于 １９６８
年提出， 主要是指新进成员在组织中学习一些诀窍、
从 “外部人” 向 “内部人” 的转化过程 （ Ｓｃｈｅｉｎ，
１９６８） ［１８］。 随着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组织社会化多

指员工从组织外部人发展为欣赏和认同组织价值观、
其行为能被组织所接受的组织内部人的过程。 例如，
组织社会化是员工进入组织后获取有关组织信息、 期

待其行为能够符合组织要求的一种学习与调适的过程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８６［１９］）， 是个体认同组织规范和文化并予

以内化的持续过程。 当然， 组织社会化既适用于新进

员工， 也适用于现有员工， 这是因为个体对组织知识

如品牌价值掌握及认同的状态与程度才是衡量其是否

完成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关键标志。 根据组织社会化理

论中的不确定缩减原则， 员工在工作中感到高度不确

定时， 其将难以适应工作任务要求， 从而持有较低的

工作满意度和较高的离职倾向； 不确定性降低后， 个

体将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任务并愿意留任于组织。 从

品牌内化视角看， 员工对品牌知识的充分理解将有利

于缓解其工作疑惑， 从而促进其更好地投入到组织品

牌支持行动中去。 具体而言， 品牌内化将使员工获得

品牌相关知识和心理支持， 能够在工作要求、 组织规

７９



·工商管理·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范及文化等多个层面有效地降低员工在组织环境和个

体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并帮助他们建立可预期的工作环

境， 而这将有助于员工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 实现

“外部人” 向 “内部人” 的转换， 员工们也更愿意为

组织品牌继续努力并因此持有较高的品牌留职倾向。
品牌内化使得工作场所成为员工值得向往的一个地

方， 而这将增加员工留任于组织的意愿 （Ａｙｒｏｍ 和

Ｔｕｍｅｒ， ２０２０［１］）。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２：
Ｈ２： 品牌内化正向影响员工品牌留职倾向

（三） 品牌内化对品牌认同的影响

在社会认同理论中， 品牌认同是组织认同的一种

形式 （Ｂａｒｒｏｓ⁃Ａｒｒｉｅｔａ 和 Ｇａｒｃíａ⁃Ｃａｌｉ， ２０２１［２］ ）。 作为

个体所获得的 “一种与组织品牌命运交织在一起的

感受” （Ｂｕｒｍａｎｎ 和 Ｚｅｐｌｉｎ， ２００５［２０］ ）， 品牌认同是

个体身份概念与组织品牌身份间一致性的主观感知，
如员工将组织品牌的成败视为自己个人的成败。 本文

将从认知和交换关系两个视角来具体阐释品牌内化对

员工品牌认同的影响关系。 一方面， 品牌内化是一种

能够增进员工品牌认知水平的组织实践， 能够强化员

工对品牌的认同。 通常， 员工对品牌价值的理解越清

晰， 其越有可能在理智和情感上与品牌建立联结

（Ｔｈｏｍｓｏｎ等， １９９９［２１］ ）。 如果组织能够成功地向员

工灌输品牌意识， 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将会受到影响

（Ｍｉｌｅｓ 和 Ｍａｎｇｏｌｄ， ２００５［２２］ ）。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
品牌内化如品牌内训、 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沟通及领

导示范和指导等， 都能帮助其员工对组织品牌形成较

为深刻、 清晰的认识， 促使员工实现个体自我概念与

组织品牌身份的整合， 继而带来员工品牌认同度的增

加。 对组织传统、 语言等组织信息的掌握以及组织价

值观和目标的内化， 将强化个体所具有的组织身份感

并使其感受到组织身份特征的吸引力， 从而提升其组

织认同感 （Ｄｕｔｔｏｎ等， １９９４［２３］）。 因此， 作为增进员

工品牌认知的有效工具， 品牌内化能够提升员工品牌

认同度。 另一方面， 品牌内化可强化员工对其与组织

间交换关系的感知， 增进员工品牌认同。 作为高绩效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构成， 培训本身就代表着组

织给予员工的支持并意涵着组织期望与员工建立起长

远的关系 （Ａｌｌｅｎ 等， ２００３［２４］ ）。 同样， 内部沟通与

领导垂范也有益于增强个体与他人 （如领导、 同事）
间的人际互动， 使得个体在工作中获得良好的人际关

系并感受到组织支持， 这将促进个体在情感上与组织

的一致性。 例如， 内部沟通蕴含的员工间品牌知识的

分享与交流， 将有助于员工获得工作和人际自信并带

来个人情绪状态正能量的增加， 而领导给予员工有关

品牌知识的指导也将能够提升领导－成员交换质量，
促进员工与领导间建立起更为亲密、 信任的情感交换

关系。 稳定、 情感性的连接具有潜在的促进情感交换

的功能， 将利于提升员工的内部人认知身份 （汪林

等， ２００９［２５］）。 可见， 品牌内化能够促进员工与组织

间形成紧密的社会交换关系， 这将促使员工感知到个

体与组织品牌命运的联结并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品牌认

同。 换而言之， 品牌内化带来的情感关系建构将使员

工感受和获得较强的 “内团体” 成员身份， 并因此表

现出较高的品牌认同度。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３：
Ｈ３： 品牌内化正向影响员工品牌认同

（四） 品牌认同的中介作用

代表着个体对其与品牌间同一性的感知， 品牌认

同反映了员工与组织品牌的心理联结， 是个体身份概

念与组织品牌身份间一致性的主观感知。 企业员工的

实证表明， 品牌认同正向预测着品牌绩效 （Ｐｕｎｊａｉｓｒｉ
和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５］； Ｍｕｒｉｌｌｏ和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９［２６］）。 在学

界， 社会认同理论是阐述组织认同与个体行为间关系

的一个有力理论。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当个体对某一

组织持有高认同度时， 其倾向于将组织视为个体自我

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织 （Ｍａｅｌ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１９９２［２７］ ），
愿意将个人福祉与组织成就相连并因此产生与组织目

标相一致的行为。 于是， 作为一类组织认同， 品牌认

同度高意味着员工在个体心理层面上感觉到自己与组

织品牌联结紧密， 即倾向于将自己与组织品牌视为相

互影响的命运共同体， 感受到自己与组织品牌之间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体， 此时， 员工个体与组织

品牌间具有较强的情感联结和一致性， 而这将直接决

定着员工按照品牌所承诺的服务质量要求提供服务的

意愿程度。 张辉 （２０１９） ［２８］指出， 品牌认知与情感能

够强化组织品牌在员工头脑中的图像并且这将反映在

员工个体品牌行为上。 并且， 当个体认同组织品牌如

愿景 和 使 命， 其 就 会 与 组 织 目 标 保 持 一 致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等， ２０１７［２９］）， 而这种个体与组织间的高

一致性将会强化其与组织目标相符的行为， 促使其更

为投入于组织活动之中 （Ｖａｎ ｄｅｒ Ｇａａｇ 等， ２０１７［３０］ ）。
综上， 员工品牌认同度越高， 其为组织品牌努力的意

愿和动机也就越强， 从而会更大程度上实施一致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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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品牌标准的工作行为 （即品牌绩效）。 换而言之，
高品牌认同的员工将会表现出较高的品牌绩效。

如前文所言 （假设 ３）， 社会组织品牌内化将促

使员工更为深刻、 清晰地理解品牌内涵及其价值， 这

将促使员工实现自我概念与组织品牌身份的整合， 即

表现出高品牌认同。 此时， 这种与组织品牌间命运共

同体的感受将驱使员工实施与组织品牌目标相一致的

正向行为， 从而表现出组织品牌所要求的角色内绩效

即品牌绩效。 因此， 品牌内化将增进员工与组织品牌

的情感联结即品牌认同， 进而激发他们产生较高的品

牌绩效。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４：
Ｈ４： 品牌认同在品牌内化和员工品牌绩效间起

中介作用。
（五） 品牌留职倾向的中介作用

作为一类心理倾向， 品牌留职倾向意指个体继续

为组织品牌工作的意愿。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留职倾向

的前因变量， 较少探索其对个体行为或绩效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 计划行为理论将用于品牌留职倾向与品

牌绩效间关系的解读。 计划行为理论是理性行为理论

的发展， 该理论认为， 作为内在动机的个体倾向在个

体对应行为发生的引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Ａｊｚｅｎ， １９９１［３１］； Ａｊｚｅｎ 和 Ｓｋｅｉｔｈ， ２０１３［３２］ ）。 例如，
个体努力工作并呈现出优质工作业绩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获得组织认可及福祉回报 （如职位晋升、 薪酬福

利提升） 的动机较强。 通常， 低品牌留职倾向意味

着个体继续留任于组织并为组织品牌工作的意愿下

降，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获得组织福祉的期望程度也

随之降低， 不会将自己未来职业成长寄托于组织品牌

发展。 于是，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低品牌留职倾向的

个体将会减少对组织品牌有利的行为、 增加对组织品

牌不利的行为 （如减少工作投入、 放松自我）， 从而

导致个体的低品牌绩效。 相反， 当个体持有较高品牌

留职倾向时， 其更为愿意与组织间建立较强且稳定的

交换关系， 于是， 个体获得组织认可与回报的动机水

平较高， 会以较严格的品牌工作标准来要求自己并表

现出高品牌绩效。 员工与组织间交换关系强弱会直接

影响其积极行为动机水平的高低 （张凯丽等， ２０１８［３３］）。
综上， 品牌留职倾向与品牌绩效将存在正向关系， 即

高品牌留职倾向的员工将会表现出高品牌绩效。 因

此， 结合假设 ２， 品牌内化将提升员工品牌留职倾

向， 而这种行为意向将正向影响员工的品牌绩效。 换

而言之， 品牌内化将通过品牌留职倾向的强化来提升

员工品牌绩效。 正如计划行为理论 （Ａｊｚｅｎ， １９９１［３１］；
Ａｊｚｅｎ和 Ｓｋｅｉｔｈ， ２０１３［３２］ ） 所言， 影响个体行为的相

关因素 （如品牌内化） 都是经由个体倾向 （如留职

倾向） 来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表现 （如品牌绩效）。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５：

Ｈ５： 品牌留职倾向在品牌内化和品牌绩效间起

中介作用。
（六） 品牌认同和品牌留职倾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品牌内化实践能够促进内部成员认同和践行组织

品牌价值， 然而， 社会组织管理者若想提升员工品牌

绩效， 仅仅面向员工进行品牌 “推销” 是不够的。
在品牌内化对员工品牌绩效的作用过程中， 品牌认同

和品牌留职倾向需要共同发挥作用。 如前文所述

（假设 ３）， 品牌内化与品牌认同间将存在着积极的正

向关系， 即品牌内化可以让员工更好地理解组织品牌

并与组织及其成员 （包括领导和同事） 建立起更为

紧密的情感联结， 这将促使员工实现个体自我概念与

组织品牌身份的整合， 使员工由 “我” 变成 “我们”
并因此持有高品牌认同度。 与此同时， 高品牌认同所

蕴含的个体与组织身份的一致性， 表明员工与组织间

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即员工倾向于将组织品牌成败视

为个人成败， 与组织品牌间形成一种休戚相关的关

系。 这种个人－组织关联身份的建立将促使员工形成

对组织品牌较高的依赖感和归属感， 并因此表现出较

高的品牌留职倾向， 即愿意留任于组织并为组织品牌

成功而努力。 换而言之， 高品牌认同预测着高品牌留

职倾向。 进一步地， 高品牌留职倾向的员工获得组织

给予的福祉的动机水平较高， 因而其会以高工作标准

来要求自己并表现出高品牌绩效。 综上， 品牌内化先

对员工品牌认同产生促进作用， 然后通过品牌认同来

正向影响员工品牌留职倾向， 进而带来员工品牌绩效

的提升。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６：
Ｈ６： 品牌认同和品牌留职倾向在品牌内化和品

牌绩效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七） 个人－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为品牌内化对员工品牌支持的正向影响

关系提供了实证支持 （Ｐｕｎｊａｉｓｒｉ 等， ２００９［３４］ ）， 但对

于不同个体在品牌内化驱动下所呈现的品牌支持态度

或行为类型以及其强度大小还缺乏理解。 本研究认

为， 个人－组织匹配度高低将会导致员工对品牌内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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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差异化的认知和反应， 从而给员工品牌内化程

度或品牌支持表现带来不同影响。 个人－组织匹配概

念由个人－环境匹配概念发展而来， 是一个员工与组

织相容性的议题。 通常， 个人－组织匹配主要指个人

与组织间两类相容性： 一是两者间有相似的特征； 二

是一方能满足另一方的需求 （Ｋｒｉｓｔｏｆ， １９９６［３５］ ）。 前

一类为相似性匹配， 常见表征是个人－组织价值观匹

配， 主要探索组织价值观、 气氛、 目标等与个人人

格、 价值观、 态度间的关系； 后一类为补偿性匹配，
常见表征为需求－供给匹配或要求－能力匹配， 主要

研究组织能否为个体提供特质、 心理及发展机遇， 或

个体知识、 技能等能否适应组织要求。 在本研究中，
个人 －组织匹配将调节着品牌内化与品牌认同间

关系。
一方面， 从相似性匹配角度来看， 个人－组织匹

配度较高时， 个体价值观与组织所倡导的价值观契

合， 个体人格特征与组织个性和形象也较相似， 因

此， 员工更易理解和接受组织通过品牌内化向其所传

递的品牌讯号如使命等。 个体与组织间价值观契合度

较高的员工倾向于赞同组织所推行的人力资源支持实

践 （Ｂｏｏｎ 等， ２０１１［３６］ ）。 另一方面， 从补偿性匹配

角度来看， 高个人－组织匹配意味着组织的供给系统

与个体的需求相符 （如组织满足了员工职业发展诉

求）， 或者员工的知识、 技能和能力等较好地满足组

织要求并获得组织认可， 而这将会带来员工较高的工

作满意度 （Ｂｒｅｔｚ和 Ｊｕｄｇｅ， １９９４［３７］ ）， 员工也因此更

愿意去理解和支持组织人力资源支持实践活动。 于

是， 高个人－组织匹配的员工常会积极地参与或投入

到品牌内化实践之中， 如主动参加品牌培训活动、 与

同事进行品牌交流等。 此时， 品牌内化具有事半功倍

的效果， 员工对品牌也将持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并因此

获得更强的组织身份感 （品牌认同）。 相反， 当个人

－组织匹配不足即员工与组织间价值观相悖或组织供

给 ／要求与员工需求 ／能力无法契合时， 员工常持有较

强的负性工作情绪如工作倦怠 （Ｋｉｌｒｏｙ 等， ２０１７［３８］ ），
难以理解甚至不支持组织通过品牌内化所传递的品牌

讯号。 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倾向于表现出对品牌培训

活动的抗拒、 不愿与同事进行品牌信息沟通、 不听从

领导给予的品牌行为建议等行为。 意识与行为上对品

牌内化的 “排斥” 将使得员工难以与组织发生情感

交换， 无法了解组织品牌的内涵及重要信息， 不易感

受到组织品牌身份特征的吸引力并建立内部人认知身

份， 于是， 员工将持有较低的品牌认同度。 据此， 本

文提出假设 ７：
Ｈ７： 个人－组织匹配调节了品牌内化对品牌认同

的影响。 即个人－组织匹配越强， 品牌内化对品牌认

同的正向影响越强。
基于假设 ４ （品牌认同为中介） 和假设 ７ （个

人－组织匹配为调节）， 笔者认为： 品牌内化通过品

牌认同来正向影响员工品牌绩效， 并且这一影响强度

大小取决于个人－组织匹配水平。 如前文所言， 在品

牌内化驱动下， 社会组织员工倾向于将自我概念与组

织身份进行整合， 从而具有较强的品牌认同度， 愿

意增加工作投入并因此呈现出更高的品牌绩效。 相

比于低个人－组织匹配员工， 高个人－组织匹配员工

在面对组织实施的品牌内化实践时将持有更高程度

的赞同和活动融入度， 因此， 品牌内化对员工的正

向影响将得以进一步增强， 员工也将具有更高的品

牌认同并因此呈现更好的品牌绩效表现。 据此， 本

文提出假设 ８：
Ｈ８： 个人－组织匹配调节了品牌认同在品牌内化

和品牌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即个人－组织匹配越强，
品牌内化通过品牌认同对品牌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出一个

一阶段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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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模型图

三、 研究工具与样本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经现场纸质与邮件等途径， 面向中国东部

和中西部地区的近 ３００家社会组织， 共发放出 ３８０ 份

匿名调研问卷， 回收 ３３１ 份问卷， 删除 ４１ 份无效问

卷后， 最终有效问卷有 ２９０ 份， 问 卷 有 效 率 为

８７ ６％， 符合抽样原则。 ２９０ 个样本来自 ２６２ 家社会

组织。 样本中女性偏多 （占 ６１ ４％）； 年龄主要分布

在 ２６ ～ ３５ 岁和 ３６ ～ ４５ 岁之间 （分占 ４０ ３％ 和

２６ ６％）； 已婚者比重较高 （占 ７２ ４％）； 教育程度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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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科学历为主 （占 ５７ ２％）； 本单位工作年限以

“３ ～ ５ 年” 和 “ ６ ～ １０ 年” 为主 （分占 ４３ ４％和

２６ ９％）； 职务级别以部门主管为主 （占 ３５ ９％）。
样本组织类别有社会团体、 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 并以社会团体为主 （占 ５８ ３％）； 组织规模以

“５～１０人” 的机构偏多 （占 ３２ １％）。
（二） 变量测量

“品牌内化” 量表为笔者新开发、 学界首个社会

组织品牌内化量表。 基于社会组织品牌内化理论模型

（张冉， ２０１８［１３］ ）， 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笔者开发了一个由 １５ 个测项、 ３ 个维度 （即学习行

动、 内部沟通和领导垂范） 构成的社会组织品牌内

化量表 （具体指标见表 １）。 其中， 经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 二阶品牌内化量表 （ｎ＝ ２９０） 的 χ２ ／ ｄｆ 为 １ ７８
（＜２）， ＲＭＳＥＡ 值为 ０ ０７ （＜０ ０８）， ＣＦＩ、 ＩＦＩ 和 ＴＬＩ
分别为 ０ ９７、 ０ ９７、 ０ ９４ （＞０ ９）， 说明量表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 三个初阶构的因素负荷量较高 （ ＞
０ ８）， 且高阶因素 “品牌内化” 解释三个初阶因素

的变异量均超过 ０ ７， 表明高阶因素对于三个初阶因

素的解释力很高， 这也进一步说明二阶的三维模型有

效。 限于篇幅， 本文不详细阐释量表开发过程。
本研究的中介、 调节和结果变量量表均选取或修

订于已有成熟量表。 “品牌认同” 选取了由 Ｐｕｎｊａｉｓｒｉ
和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１） ［５］ 开发的品牌认同量表 （４ 项），
该量表在当前学界开展员工品牌认同评价中使用较为

普遍。 “个人－组织匹配” 使用了 Ｓａｋｓ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１９９７） ［３９］开发的量表 （４ 项）， 该量表包含价值观、
个性、 需求等层面且量表比较简洁， 在描述个人与组

织匹配的基本内涵方面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广泛性。
“品牌留职倾向” 主要是根据 Ｈｕ 等 （２０１８） ［６］的量

表而修订 （４项）。 “品牌绩效” 主要采用了 Ｐｕｎｊａｉｓｒｉ
等 （２００９） ［３４］的量表 （４ 项）， 该量表运用较广泛，
能较好地描述员工品牌职内绩效完成情况。

除品牌内化和品牌认同量表采用利克特 ５点法来

设计外， 其他量表均采用利克特 ７ 点法设计。 同时，
本文选取了性别、 年龄、 婚否、 单位工作年限、 职务

级别和组织规模等七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数据质量检验

本文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 和

组织信度 （ＣＲ 值） 来评价量表信度。 经分析 （见表

１）， 各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值和 ＣＲ 值较高且均超过

０ ８， 这说明量表信度良好。
在量表收敛效度方面， 本研究主要通过标准化因

子载荷、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平均变异抽取量 ＡＶＥ 值

来判定。 结果表明 （见表 １）， 所有量表的 ＫＭＯ 值均

大于 ０ ７，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均小于 ０ ００１，
累积方差解释率均超过 ６０％， ＡＶＥ 值均大于 ０ ５， 量

表所有题项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 ０ ７ 且高度显

著，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各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同时， 结合表 １ 和表 ２ 后发现， 各量表 ＡＶＥ 均方根

大于各维度间相关系数， 这表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较

好。 此外， 本文还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竞争模型比

较来进一步考察量表的区分效度。 结果显示， 相比于

其他模型即四因素模型 （因变量合一； χ２ ＝ １ １５８ ０８，
χ２ ／ ｄｆ ＝ ２ ７３，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８， ＩＦＩ ＝ ０ ９０， ＣＦＩ ＝
０ ９０， ＴＬＩ ＝ ０ ８９）、 三因素模型 （中介和因变量合

一； χ２ ＝ １ ４０５ ４２， χ２ ／ ｄｆ ＝ ３ ２８４，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９，
ＩＦＩ＝ ０ ８７， ＣＦＩ ＝ ０８７， ＴＬＩ ＝ ０ ８６） 和两因素模型

（调节、 中介和因变量合一； χ２ ＝ １７７１ ７５３， χ２ ／ ｄｆ ＝
４ １２， ＲＭＳＥＡ ＝ ０ １０， ＩＦＩ ＝ ０ ８０， ＣＦＩ ＝ ０ ８２， ＴＬＩ ＝
０ ８０）， 五因素模型 （假设模型； χ２ ＝ ６８６ １２， χ２ ／
ｄｆ＝ １ ６３，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 ＩＦＩ ＝ ０ ９６， ＣＦＩ ＝ ０ ９６，
ＴＬＩ＝ ０ ９６） 的拟合度较好， 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 综上， 本研究各量表效度较好。
针对可能存在的同源方差问题， 本文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来进行识别， 即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研

究模型所涉及五个变量的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 并提取特征值超过 １ 的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 第

一个因素仅解释了全部变异量的 ２８ ４２％， 低于 ４０％的

临界值， 因此， 本研究的同源方差并不严重。

表 １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变量 具体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ＣＲ ＫＭＯ
标准载荷

系数
ＡＶＥ

品牌内化
组织给我提供了如何按照品牌标准兑现品牌承诺的技能培训

组织培训告诉了我有关组织品牌使命和价值方面的信息
０ ９５５ ０ ９７４ ０ ９４８

０ ９０１

０ ８８４
０ ７１２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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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具体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ＣＲ ＫＭＯ
标准载荷

系数
ＡＶＥ

品牌内化

组织培训给了我组织品牌的重要信息， 以使我的工作行动达到组织品牌

的要求

通过组织提供的培训 ／实践 （如干中学）， 我清楚地了解了我个人在组

织品牌使命中的角色

组织根据我们个人情况安排了灵活、 多样的培训 ／实践， 以使我们具体

工作符合品牌标准

组织定期召开会议就组织品牌相关信息进行交流和讨论， 且我能有一定

话语权

组织使用多种方式 （如手册、 微信） 向我们员工传达组织品牌的信息

组织各部门之间存在很多品牌方面的交流

品牌在组织内部的沟通渠道是开放和畅通的

我可以随时知道组织品牌的市场表现

在如何按照品牌标准来执行工作方面， 我的领导给我作了表率

我的领导能够很好地按照组织品牌期望来开展具体工作

我的领导重视我个人能否准确理解组织品牌的内涵与价值

我的领导会与我分享其关于组织品牌的认识并给我个人进行指导

我的领导经常向我提及品牌的重要信息如使命和工作要求等

０ ９５５ ０ ９７４ ０ ９４８

０ ８７７

０ ８９８

０ ８１１

０ ８５３

０ ８５３

０ ８８６

０ ８７４

０ ８２９

０ ８２０

０ ８２８

０ ８１７

０ ７７８

０ ７２７

０ ７１２

品牌认同

我视组织品牌的成功为我自己个人的成功

对于我来说， 我所在组织就像家一样

他人表扬我的组织品牌时， 我感觉像是对我个人赞美一样

我很自豪向他人介绍我是我组织的一部分

０ ８５０ ０ ８５１ ０ ８１９

０ ６６１

０ ７９３

０ ７９３

０ ８１６

０ ５９０

个人－
组织匹配

所在组织的价值观与我个人的价值观相似

我的个性与所在组织的个性或形象相契合

所在组织满足了我的需要

所在组织与我相匹配

０ ９３６ ０ ９３６ ０ ８１２

０ ８８２

０ ９２３

０ ８５３

０ ８８３

０ ７８４

品牌留职

倾向

我会在所在组织 ／品牌工作一段时间

从现在开始的五年以内， 我会在当前所在组织 ／品牌工作

如果明天我有一个来自其他组织 ／品牌的工作机会， 我会拒绝它

我会留在当前我所工作的这个组织 ／品牌

０ ８８５ ０ ８８９ ０ ７９５

０ ８３５

０ ８８９

０ ７１２

０ ８２２

０ ６６８

品牌绩效

我的工作质量符合组织品牌标准

我能够成功地履行我工作说明书所明确的全部职责工作

我能有效地兑现组织品牌给予服务对象的承诺

我能够严格按照组织品牌标准来开展具体工作

０ ９１７ ０ ９１７ ０ ８５０

０ ８３７

０ ８５２

０ ８９２

０ ８４７

０ ７３５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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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关分析

本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见表 ２。
分析结果表明， 各变量间均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 这

与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较为一致， 可为后续中介

路径检验奠定一定的分析基础。

表 ２ 研究变量相关系数与 ＡＶＥ 均方根

变量 Ｍｅａｎ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品牌内化 ３ ８８４ ０ ６９２ （０ ８４４）

２ 品牌认同 ３ ８９６ ０ ６３９ ０ ３３４∗∗ （０ ７６８）

３ 个人－组织匹配 ５ １２９ １ １６６ ０ ３９５∗∗ ０ ６６６∗∗ （０ ８８６）

４ 品牌留职倾向 ５ １４７ １ ０２７ ０ ３５４∗∗ ０ ５４８∗∗ ０ ５６８∗∗ （０ ８１７）

５ 品牌绩效 ５ ６３６ ０ ８４０ ０ ４３０∗∗ ０ ５２６∗∗ ０ ５１６∗∗ ０ ５０４∗∗ （０ ８５７）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三） 假设检验的分析

在本研究中， 直接和中介效应将通过构建一个直

接效应模型 （表 ３模型 １） 和三个中介效应模型 （表
３模型 ２、 ３、 ４） 来检验。 其中， 中介效应检验将使

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及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是

当前学界中介效应检验较为推崇的方法， 统计功效较

高。 本研究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重复取样设定为 ５ ０００，
中介效应量置信区间的置信水平度为 ９５％。

分析结果表明 （见表 ３ 模型 １）， 在控制性别等

变量后， 路径 １１ “品牌内化→品牌绩效” 效应值为

０ ４３２， 置信区间不含 ０， 表明品牌内化正向预测品

牌绩效， Ｈ１得到验证。 同样， 表 ３ 模型 ２ 显示， 路

径 ２１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 效应值为 ０ ２８５， 路

径 ２２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品牌绩效” 效应值为

０ １４９， 置信区间均不含 ０， 表明品牌内化正向预测

品牌认同， 品牌认同在品牌内化和品牌绩效间起中介

作用且为部分中介， Ｈ３和 Ｈ４得到验证。 此外， 表 ３
模型 ３显示， 路径 ３１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向”
效应值为 ０ ２９５， 路径 ３２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

向→品牌绩效” 效应为 ０ １３８， 置信区间均不含 ０，
表明品牌内化正向预测品牌留职倾向， 品牌留职倾向

在品牌内化和品牌绩效间起中介作用且为部分中介，
Ｈ２和 Ｈ５ 得到验证。 最后， 表 ３ 模型 ４ 显示， 路径

４２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品牌绩效” 效应值为

０ １０７， 路径 ４３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向→品牌绩

效” 效应值为 ０ ０４４， 路径 ４４ “品牌内化→品牌认

同→品牌留职倾向→品牌绩效” 效应值为 ０ ０４１， 总

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９２。 三个间接效应和总间接效应的置

信区间均不含 ０， 显然链式中介存在， Ｈ６ 得到确认，
并再次确认了 Ｈ４和 Ｈ５的成立。

表 ３ 直接和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９５％ＣＩ

模型 １： 品牌内化→品牌绩效

直接效应： （路径 １１： 品牌内化→品牌绩效） ０ ４３２ ０ ０５４ （０ ３２７， ０ ５４０）

模型 ２： 品牌内化→ （品牌认同） →品牌绩效

直接效应 （路径 ２１：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 ０ ２８５ ０ ０５２ （０ １８３， ０ ３８６）

间接效应 （路径 ２２：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品牌绩效） ０ １４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６， ０ ２２２）

模型 ３： 品牌内化→ （品牌留职倾向） →品牌绩效

直接效应 （路径 ３１：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向） ０ ２９５ ０ ０５３ （０ １９２， ０ ３９９）

间接效应 （路径 ３２：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向→品牌绩效） ０ １３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０， ０ ２０７）

模型 ４： 品牌内化→ （品牌认同→品牌留职倾向） →品牌绩效

直接效应 （路径 ４１： 品牌内化→品牌绩效） ０ ２４１ ０ ０５１ （０ １４０， ０ ３４１）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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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９５％ＣＩ

总间接效应 ０ １９２ ０ ０３９ （０ １２２， ０ ２７６）

路径 ４２：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品牌绩效 ０ １０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０， ０ １７６）

路径 ４３： 品牌内化→品牌留职倾向→品牌绩效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８５）

路径 ４４： 品牌内化→品牌认同→品牌留职倾向→品牌绩效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７６）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来检验个人－组织匹配

的调节作用， 并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法来检验品牌内化

对品牌绩效的间接影响 （品牌认同为中介） 是否会

随着调节变量 （个人－组织匹配） 水平的高低而发生

变化。 分析结果表明 （见表 ４）， 在模型 １ 基础上增

加交互项 （即品牌内化×个人－组织匹配）， 模型 ２ 的

整体解释力具有增量意义 （ΔＲ２ ＝ ０ ０１５， ｐ＜０ ０１），
交互项 （品牌内化×个人－组织匹配） 对品牌认同具

有正向显著影响 （ β ＝ ０ １０７， ｐ ＜ ０ ０１）， 这表明个

人－组织匹配调节且强化品牌内化对品牌认同的正向

影响。 因此， Ｈ７ 得到验证。 此外， 被调节的中介效

应检验将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插件。 结果表明

（见表 ４模型 ３）， 在低个人－组织匹配下， 品牌内化

通过品牌认同对品牌绩效的间接影响不具显著性且较

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 ０ ０１１）； 在高个人－组织匹配的情况

下， 品牌内化通过品牌认同对品牌绩效的间接影响有

显著性且较强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 ０ １０１）。 因此， Ｈ８ 得到

验证。

表 ４ 个人－组织匹配的调节作用

变量
结果变量： 品牌认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控制变量： 略 — —

自变量： 品牌内化 ０ ０９８∗ ０ １３２∗∗

调节变量： 个人－组织匹配 ０ ６３１∗∗ ０ ６４２∗∗

交互项： 品牌内化×个人－组
织匹配

０ １０７∗∗

Ｆ 值 ２８ ９０１ ２７ ３５４

Ｒ２ 值 ０ ４８０ ０ ４９５

ΔＲ２ 值 ０ ０１５

一阶段调节的中介

模型 ３： 品牌内化→品牌认

同→品牌绩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Ｅ ９５％ ＣＩ

个人－组织匹配

（调节变量）

－１ ＳＤ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１）

＋１ ＳＤ ０ １０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５， ０ １６９）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相关理论， 通过对

非营利从业人员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检验了品

牌内化影响员工品牌绩效的中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
获得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 品牌内化能够在个体态度和行为两个层面

显著促进社会组织员工的品牌支持表现。 研究发现，
品牌内化正向预测员工对组织持有的品牌支持态度

（即品牌认同 ／留职意向） 和品牌支持行为 （即品牌

绩效）。 这意味着， 品牌内化将能促使社会组织员工

实现品牌身份与个体自我概念的整合 （表现为品牌

认同的增进）、 “外部人” 向 “内部人” 的转换 （表
现为高品牌留职倾向）， 并带来员工更好的品牌绩

效。 换而言之， 品牌内化能够在态度和行为两个层面

促进员工个体的品牌化， 增进员工品牌支持表现。 该

研究结论不仅进一步支持了企业组织品牌内化与员工

品牌支持间正向影响关系， 更重要是从非营利部门研

究领域促进了品牌内化研究对象的多样化， 丰富了我

国本土品牌内化的研究成果。
第二， 品牌内化可以通过对品牌认同和品牌留职

倾向的作用实现员工品牌绩效的提升。 本文尝试性地

将情感、 行为意向和行为三个具有递进发展逻辑的个

体变量共同纳入品牌内化影响模型之中， 实证性地确

认了品牌认同和品牌留职倾向在品牌内化影响员工品

牌绩效的链式中介作用。 这种链式中介路径表明， 品

牌内化 （认知源） 对员工品牌绩效 （行为） 影响并

非是单一的作用过程， 而是受到品牌认同 （情感）
与品牌留职意向 （行为意向） 这两个个体品牌态度

变量的共同影响。 正如 Ｍｕｒｉｌｌｏ 和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２６］指
出， 品牌内化对员工行为的作用力取决于其能否有效

地影响员工的品牌态度。 总体上， 本文利用 “认知

源－情感－行为意向－行为” 的影响路径， 在品牌内化

提升员工品牌绩效上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链式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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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深化了人们对品牌内化与员工品牌绩效间关系

的认识。
第三， 品牌内化对员工品牌绩效的正向影响受到

个人－组织匹配的强化。 作为一个社会认知变量， 个

人－组织匹配主要用于衡量个人与组织在规范与价值

观层面的契合度和一致性。 基于非营利部门员工问卷

的实证分析， 本文探究并确认了个人－组织匹配在品

牌内化影响社会组织员工品牌支持态度和行为过程中

的边界条件， 即： 个人－组织匹配既可强化品牌内化

对员工品牌认同的直接影响， 又可强化品牌认同在品

牌内化和品牌绩效间的中介效应。 换而言之， 员工个

体与组织间相容性较高时 （如价值观契合、 需求与

供给相符）， 员工更愿意去支持组织实施的优秀人力

资源实践， 能够较好地理解组织品牌所蕴含的信息并

更易实现对组织品牌的 “买入”， 也因此更有可能呈

现出强品牌认同并具有高品牌绩效。 该研究结论从个

体与组织相容性视角拓展了品牌内化影响效应的边界

条件， 进一步丰富了个人－组织匹配的理论研究。
（二） 管理启示

第一， 社会组织应重视面向内部成员的品牌推

销， 开展系统化、 多层面的品牌内化实践。 员工是组

织和市场间的中间桥梁， 是服务品牌管理的重要元素

（Ａｙｒｏｍ和 Ｔｕｍｅｒ， ２０２０［１］）。 只有员工理解和认同社

会组织品牌， 他们方能在工作行动中兑现组织对外部

受众的品牌承诺。 正所谓， “不忘初心， 方得始

终”①。 社会组织应努力将品牌价值内化于组织成员

“知” “行” 之中并促进他们的 “知行合一”。 管理

层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新进甚至已入职几个月的员工能

够对组织品牌持有清晰的理解 （ Ｍｕｒｉｌｌｏ 和 Ｋｉｎｇ，
２０１９［２６］）。 实践中， 管理层可通过以下三个层面来系

统化地推进品牌内化工作。 一是品牌学习。 采取多种

方式来强化员工对品牌知识的学习如提供系统化的岗

前 ／脱产培训机会， 善于使用角色扮演法、 游戏培训

法等方法来促进员工对品牌知识的理解。 受资源限

制， 社会组织应积极实施 “干中学” 的实践学习机

制。 二是品牌沟通。 社会组织应善于利用多种渠道来

向员工传递品牌信息。 除会议交流、 内部文件等偏正

式的品牌沟通外， 组织也可通过团队聚会、 个别谈

心、 微信和品牌故事短片等非正式沟通来促进内部成

员对品牌的理解。 三是品牌垂范。 领导者应积极开展

“自我建设”， 树立良好的工作态度与职业价值观，
以身作则， 通过德行垂范以在工作场所中建构出一种

生动化的社会学习机制。 除 “身教” 外， 领导者还

应善于面向员工 “言传”， 给予员工及时、 专业的指

导以助其工作态度与行为的优化。
第二， 为了促使员工更好地兑现组织对外的品牌

承诺， 社会组织管理层应努力提升员工品牌认同和品

牌留职倾向。 高薪酬福利制度常是增进企业员工正性

品牌态度的有力工具， 但这对于需遵从利润非分配原

则的社会组织并不一定适用； 并且， 非营利部门员工

有着独特的服务动机谱系 （张冉， ２０１１［４０］ ）。 为此，
社会组织在提升员工品牌认同度和留职倾向时应采取

符合组织特征的方式。 具体来说， 社会组织可通过提

供员工管理参与机会、 挑战性工作和柔性化管理

（如家庭友好政策） 等人事举措， 以及给予员工更多

的组织支持、 加强团队建设 （如团队文娱、 外出参

观与旅游等） 和组织文化培育等组织建设， 来促进

员工与组织品牌间的心理联结和 “命运共同体” 的

形成。 此外， 当持有较低的正性品牌态度特别是品牌

留职倾向时， 多数个体会选择沉默或掩盖。 因此， 社

会组织管理层也应承担 “侦察员” 角色， 动态地监

测员工的品牌认同与留职倾向水平， 如在建立积极的

思想沟通渠道同时， 通过观察和评价员工短期行为表

现 （如上班迟到现象增多） 来判断其对品牌所持有

的情感及行为倾向的具体情况， 从而可及时采取相关

干预措施。
第三， 社会组织应将个人－组织匹配纳入组织人

事管理范畴， 注重实现员工个人与组织间的良好匹

配。 一方面， 社会组织应选拔那些高个人－组织匹配

度的候选人， 把好 “进人关”。 这是因为， 高个人－
组织匹配的个体进入组织工作后， 能够较快地完成

“外部人” 向 “内部人” 的转换， 更易理解和接受组

织向个体所传递的品牌价值讯号， 更可能在实际工作

中呈现出品牌支持态度与行为。 在人才招募过程中，
社会组织管理层可采取心理测量、 评价中心技术等科

学方法来有效地识别候选人的价值观、 职业倾向及事

业发展目标是否与组织的价值观、 目标相一致。 另一

方面， 社会组织应加强现有员工个人－组织匹配度管

理， 用好 “自己人”。 实践中， 社会组织可从员工和

组织两个层面来推进： 在员工层面， 通过培训与引

５０１
① 源自 《大方广佛华严经》， 其原句是 “静心之路， 独自修行。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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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沟通和绩效管理等来实现员工个体职业观与目标

的重塑以及工作技能的提升， 使其更好地适应组织的

价值观、 目标和岗位要求； 在组织层面， 通过改善员

工待遇、 工作重新设计 （如工作丰富化） 等方式来

促进组织供给系统对个体需求 （如职业发展的需求）
与能力的适应和满足。

（三）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在中国非营利部门情境中实证分析了品牌

内化提升员工品牌绩效的中介路径， 但仍存有一些局

限。 第一， 本文通过匿名问卷调查、 明确答案无对错

之分、 量表不同计分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同源偏差， 并

且单因素方差分析也证实变量间同源偏差并不大， 但

研究对象自评的横截面数据仍可能会带来一定测量误

差。 为有效判定变量间逻辑关系， 未来可开展具有时

间间隔的纵向研究并尝试采取配对样本设计， 以给变

量间因果关系的验证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第二， 本文

将个人－组织匹配这类个体特质变量作为边界条件，
引入于品牌内化提升员工品牌绩效的中介路径研究之

中， 但除个体变量外， 团队变量也可能使员工在品牌

内化驱动下呈现出不同反应。 因此， 未来可进一步丰

富调节变量的选择， 尝试引入团队变量 （如团队社

会资本 ／情绪氛围） 来探索品牌内化影响员工的边界

条件。 第三， 为提升样本代表性， 本研究样本覆盖中

国社会组织三大类别， 但对于不同类别社会组织， 其

员工品牌化要求和反应可能存有差异。 为此， 未来可

就特定类别社会组织 （如公益慈善组织、 社区社会

组织） 品牌内化的内涵及其影响路径开展专门研究，
以获得更具针对性的管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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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是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潜

在动机进行因果解读和主观推理的过程 （Ｖｌａｃｈｏｓ 等，
２０１３［１］）。 归因理论表明， 以归因视角解读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的潜在原因 （Ｒｕｐｐ 等， ２０１３［２］ ）， 能够有

效地预测员工行为 （Ｂａｕｍａｎ 和 Ｓｋｉｔｋａ， ２０１２［３］ ）。 学

术界将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划分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

因和外在归因， 两种归因表征了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差异化反应。 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企业社

会责任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如何影响员工工作满意度

（Ｖｌａｃｈｏｓ 等， ２０１３［４］ ）、 角色内 （外） 绩效 （ Ｓｔｏｒｙ
和 Ｎｅｖｅｓ， ２０１４［５］）、 组织承诺 （Ｌｅｅ 和 Ｓｅｏ， ２０１７［６］ ）
和反生产行为 （Ａｈｍａｄ 等， ２０１７［７］ ） 等方面， 缺乏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理的探讨。
本文基于归因理论， 构建一个以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

因、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为自变量、 企业认同和情

感承诺为中介变量、 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的链式中

介模型， 运用来自 ３个时间点对 ３０９名高新技术企业

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 进行层次回归和路径分析

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影响员工创新

行为的机理。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普遍将社会责任归因划分为企业社会责任

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 （Ｖｌａｃｈｏｓ 等， ２０１３［４］； 颜爱民

等， ２０２０［８］）， 当员工感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旨在

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为公众谋求福利时， 员工会做出内

在归因， 若员工感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只是想借助良

好的社会形象而获得外界的偏爱来满足自身发展和经

营时， 员工会做出外在归因。 由定义可知， 内在归因

暗含企业 “仁” 的本质和利他属性， 员工认为企业

社会责任终极目标指向社会、 他人和利益相关者的福

利增量 （朱月乔和周祖城， ２０２０［９］ ）， 而外在归因暗

含企业 “利” 的价值导向和 “利己” 的经营哲学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和 Ａｋｈｏｕｒｉ ， ２０１８［１０］ ）， 员工认为企业履

责是策略性工具行为， 履责动机悖于传统伦理规范，
导致员工产生 “企业逐利而罔顾伦理” 的认知。

归因理论表明， 若个体将事件归因于内在属性会

产生良性感知并激发亲组织行为动机。 企业社会责任

内在归因促使员工将企业履责界定为利他主义的动

机， 认为企业处于仁爱、 情怀和向善等动机旨在解决

社会问题， 会增强员工自身预测企业行为的控制感。
可控的体验感会营造组织安全氛围， 激励员工以轻

松、 自由和开放的姿态表达创新观点， 将创新产品、
服务和流程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满足顾客创新需求有

效地对接。 Ｐａｎｄｅｙ和 Ｇｕｐｔａ （２００８） ［１１］认为社会 “良
心” 能够营造仁慈和利他的企业氛围， 在氛围渲染

下员工激发起创造性想法和创新思维。 Ｇｌａｖａｓ 和

Ｐｉｄｅｒｉｔ （２００９） ［１２］发现， 真正出于内部动机履行社会

责任的企业更有可能向员工提供有意义和开放的工作

环境， 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 因此， 真正关注社会公

益、 为公众谋求福利、 诚心履责的企业， 所属员工普

遍具有更强烈的创新动机， 愿意为创新活动投入个体

资源 （Ｃｕｍｍｉｎｇ等， ２００５［１３］）。 与此相反， 若企业践

行社会责任的真实动机与员工所期望的伦理目标存在

冲突， 员工觉察到企业履责是具有逐利性质的， 是为

了满足企业战略需求而展现的策略性行为， 员工可能

会排斥和厌恶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中塑造的形象， 减

少向企业投入更多的个体资源， 继而减弱自身的创新

行为。 另外， 一旦企业社会责任掺杂过多的商业企

图， 消费者通常会将企业视为 “功利性” 或是 “伪
善” （赵红丹和周君， ２０１７［１４］ ）， 由此遭到质疑、 抵

触和抗议， 企业社会形象、 商业声誉和品牌美誉势必

受到严重影响， 造成员工拒绝以组织成员身份定义自

我， 最终降低创新投入水平 （白少君和安立仁，
２０１４［１５］）。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１和假设 ２：

假设 １：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正向影响员工创

新行为。
假设 ２：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负向影响员工创

新行为。
企业认同是员工借助企业成员身份进行自我定位

并将自身概念与企业紧密契合 （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和 Ｍａｅｌ，
１９８９［１６］）， 主要回答 “我是谁” 的问题， 反映员工

对企业的自豪感和忠诚感。 根据归因理论， 当个体发

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背后原因是内生性且稳定持续时

会引发个体积极认知。 反之， 若个体认为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潜在诱因是外生性且不具备稳定性时会引发个

体消极认知。 具体而论， 当员工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解读为内在动机时， 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稳定一

贯性， 企业不会采用投机取巧的方式调整、 卸载自身

的应然之责。 员工感知到充满正义责任和力行担当的

企业形象， 更愿意将自我概念与企业成员身份紧密相

连。 反之， 若员工认为企业单纯为了扩大市场边界、
增加销售业绩等商业目的， 或是受到政府监管压力以

避免惩罚而采取的履责行为， 就会做出外在归因并对

企业社会责任稳定持续质疑， 甚至怀疑企业社会责任

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并将其解读为 “假借履责之名，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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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利益之实” 的伪善， 员工拒绝自我概念与企业

成员身份形成共识。
企业认同有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涌现。 企业认同

促使员工具有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助力企业实现重要的

目标和愿景， 强烈的认同感促使员工投入个体生理、
认知和智力资源以展现创新行为。 进一步地， 企业认

同会增加团队间协作意向， 促进企业成员知识共享行

为 （Ｅｄúｖａｌｓａｎｉａ等， ２０１６［１７］）， 有利于员工淘汰、 更

新和优化现有知识， 并将创新所涉及的隐性知识进行

内化和重组， 为创新行为奠定基础 （Ｋａｎｇ 和 Ｌｅｅ，
２０１７［１８］）。 因此， 企业认同会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促

进其自我效能感， 主动执行具有挑战性的创新行为

（胡建军等， ２０１３［１９］ ）。 研究表明企业认同对员工创

新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王庆金等， ２０２０［２０］ ）。 基于

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３和假设 ４：
假设 ３：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正向影响员工的

企业认同， 继而提升其创新行为。
假设 ４：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负向影响员工的

企业认同， 继而减少其创新行为。
情感承诺强调员工对企业的情感联系和心理依

赖， 重点凸显员工出自主观自愿供职本企业， 并非

受到功利性原因或者特定行为规范束缚， 由此可

见， 情感承诺对员工的行为指引更加聚焦和近端

（Ｍｅｙｅｒ等， ２００６［２１］ ）。 当员工将企业履责动机归因

于内在原因时， 员工被企业爱心善意所感染， 增强

对企业的满足感和信赖感， 情感承诺逐步加深。 当

员工将企业履责动机视为外在原因时， 员工感知企

业履责行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博弈的策略事件， 导致员工降低了自身对企业的情

感投入， 并将情感承诺压制在较低水平。 相关研究

证实， 出于内在动机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义务性和

非强制性特征， 虽然不会为员工带来直接的经济物

质利益， 但是推动员工在社会比较中获得良好的自

我概 念， 在情感层面实现对企业的承诺和依赖

（Ｂｒａｍｍｅｒ 等， ２００７［２２］ ）。 反之， 出于外在动机的企

业社会责任通常掺杂利己、 私心和功利等非伦理特

性， 员工拒绝以自我和企业之间的相似性作为自我定

位的依据， 并在情感层面 “脱钩” 企业。
情感承诺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Ａｌｌｅｎ和

Ｍｅｙｅｒ， １９９６［２３］）， 员工创新行为是对以往路径依赖的

克服和颠覆， 是对非常规、 非结构化问题的再思考和

再创造， 这需要员工展现高度自觉的主动性， 而情感

承诺恰好促使员工主动扮演更多的创新角色。 另外，
情感承诺通常体现了共生共演的员工－企业关系， 同样

需要员工不断通过自身创新行为来贴近和维系 （Ｃｈｅｎ
和 Ａｒｙｅｅ， ２００７［２４］）。 一般而言， 当员工因情感层面依

附企业， 会对企业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并涌现创新行

为； 反之， 员工对企业的情感依赖较为冷淡， 则会拒

绝为企业投入宝贵个人资源并抑制创新行为。 相关研

究表明， 情感承诺与员工创新行为紧密相关 （马伟和

苏杭， ２０２０［２５］）。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 ５和假设 ６：
假设 ５：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正向影响员工的

情感承诺， 继而提升其创新行为。
假设 ６：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负向影响员工的

情感承诺， 继而减少其创新行为。
从 “认知－情感” 的链式中介观察， 归因会唤醒

自我的 “认知－情感” 单元， 继而促使相应行为涌现

（Ｍｉｓｃｈｅｌ 和 Ｓｈｏｄａ， １９９５［２６］ ）， 即个体归因率先启动

认知单元， 被盘活后的认知单元撬动情感单元， 由此

形成序列化组合成为个体行为选择的充分条件 （范
雪灵等， ２０１８［２７］）。 在本研究中， 员工认知和情感链

式构造是企业社会责任归因的应然反应， 由企业社会

责任作为触发点， 启动员工认知系统再传递至情感系

统， 最终激活员工创新行为。 企业认同是员工借助企

业成员身份进行定位并归属于企业的自我感知， 企业

能否提供良好声望和独特性辨识， 决定了员工能否通

过所属企业的地位和社会声望来提升自我价值， 由此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会影响员工自我概念与企业社会责

任动因的合意性。 进一步地， 员工自我概念与情感承

诺存在高度相关性， 情感承诺加强了员工在情感、 心

理等隐形层面的契约关系， 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员工对

企业抱有良好的发展预期， 愿意运用创造力和发挥创

新精神来执行工作角色。
综上， 企业认同强调员工将自我概念与企业成员

身份相互融合的良好状态， 反映了员工与企业之间在

认知层面的一致性， 充当情感承诺的充分条件。 企业

认同促使员工将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 推动 “我属

于企业” 等自我概念的形成， 企业繁荣式微与自身

休戚与共， 由此产生归属感和自豪感等情感依附， 在

情感层面与企业 “同频共振”， 最终涌现创新行为。
Ｍｅｙｅｒ等 （２００４） ［２８］通过 “承诺—动因” 的理论框架

发现， 企业认同与情感承诺的链式结构会在目标监

控、 行为选择和内在承诺等方面推动员工角色外行

为。 鉴于此， 本研究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企

业认同—情感承诺—创新行为” 的链式中介模型，
即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提升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推动员工创新行为， 而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降低企

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减少员工创新行为。 基于此， 本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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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假设 ７和假设 ８：
假设 ７：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通过企业认同与

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员工创新行为。
假设 ８：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通过企业认同与

情感承诺的链式中介作用降低员工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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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程序与样本

本研究调研对象来自若干家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员工， 样本选择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依赖员工创新行为不断涌现， 更加鼓励和渴望员工创

新行为， 这与本研究关注重点相吻合。 此外， 研究者

与上述企业存在调研取样的合作经历， 有便利的渠道

确保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反馈。 第一步， 联系该企业人

力资源部门负责人， 并向其承诺本次调研属于学术研

究， 并不会涉及企业任何商业机密以及不会向第三方

透露任何信息， 向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表明本次调研

的实用性， 承诺将本次调查中具有实践价值的结果内

容向企业反馈。 第二步， 我们请求人力资源部门负责

人安排一名协作人员帮助发放问卷以及敦促问卷的填

写和回收。 为尽可能避免同源方差的影响， 本研究采

取三阶段调查获取样本数据。 调研初始调度企业社会

责任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等变量， 一个月后调度企业

认同和情感承诺等变量， 再过三个月调度员工创新行

为。 研究团队共发放 ６０３份问卷， 获得覆盖全部变量

的有效样本数据为 ３０９份， 有效回收率达 ５１ ２％。 通

过跨时间点收集数据尽管无法彻底消除共同方法偏

差， 但最大程度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干

扰和影响。 本研究经过三波数据逐轮收集后， 被试样

本流失导致回收率偏低， 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偏

差。 研究团队秉承谨慎性原则， 将第一二轮之间流失

样本 （Ｓ１２）、 第二三轮之间流失样本 （Ｓ２３） 以及最

终有效样本 （Ｓ） 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和本企业工作年限） 的差异性进行对比， 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Ｓ１２和 Ｓ２３样本之间并未发现显

著差异性 （Ｐ＞０ ０５）， Ｓ２３和 Ｓ 样本之间同样未发现

显著差异性 （Ｐ＞０ ０５）， 本研究样本流失问题不会对

研究结果造成严重威胁。 男性员工占 ６１ ５％， 女性

员工占 ３８ ５％； 年龄在 ２５ 岁以下的员工占 １２ ９％，

２５ ～ ３５ 岁的员工占 ３９ ７％， ３５ 岁以上的员工占

４７ ４％； 专科及其以下员工占 ４２ １％， 本科及以上员

工占 ５７ ９％； 本企业工作年限在 ５ 年以内的占

５１ ８％， ５ 至 １０ 年 的 占 ２９ ５％， １０ 年 以 上 的 占

１８ ７％。 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量表均使用 Ｌｉｋｅｔ５ 级量表， 由 “非常不

符合” 到 “非常符合”， 分值依次由 １分至 ５分。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 企业社会责任归因量表采用

Ｖｌａｃｈｏｓ等 （２０１３） ［４］的 ６ 题项量表， 内在归因和外

在归因各具有 ３个题项。 量表题项较好地反映了理论

定义， 能够有效对员工归因进行准确测量。
企业认同： 企业认同量表采用 Ｍａｅｌ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１９９２） ［２９］的 ６题项量表， 此量表广泛应用于国内不

同样本测试中， 普适性得到大量实证研究支持 （唐
秀丽和辜应康， ２０１６［３０］； 王三银等， ２０１６［３１］）。

情感承诺： 情感承诺量表采用 Ｍｅｙｅｒ 等 （１９９３）［３２］

的 ５题项量表， 此量表在国内研究中广泛使用， 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和稳定性 （朱瑜和谢斌斌， ２０１８［３３］；
彭坚和王震， ２０１８［３４］）。

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量表采用 Ｓｃｏｔｔ 和 Ｂｒｕｃｅ
（１９９４） ［３５］的 ６题项量表， 此量表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和有效性， 是目前国内测量创新行为广泛使用的量表

（丁贺等， ２０１８［３６］）。
本研究参考以往相关研究， 将性别、 年龄、 学历

和工作年限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创新行为具有社会

称许性问题， 员工会产生自欺性高估的倾向， 为尽可

能避免员工的印象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干扰， 本研究

借鉴以往通用做法， 采用马洛－克罗恩社会称许性量

表确保数据可靠和真实。 此量表有 ３个题项， 分别为

“当你犯了错误后， 你总会敢于承担责任” “你一向

反对别人替你受过” “有时候， 你喜欢讲其他人的闲

话” （此题项为反向计分）。 计算员工创新行为每一

个题项与社会称许性的相关程度， 若两者的相关程度

超过门槛值 ０ ３０， 则可认定此题项具有高度的社会

称许性， 此题项应按照废题处理并予以删除 （张军

伟等， ２０１７［３７］）。 结果表明， 员工创新行为 ６ 个题项

与社会称许性的相关度均低于 ０ ３０ 的门槛值， 本研

究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称许性。

四、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对上述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如

表 １所示， 五因子模型相对于其他模型拟合度相对较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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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χ２ ／ ｄｆ ＝ ２ ５７３； ＣＦＩ ＝ ０ ８９４； ＧＦＩ ＝ ０ ８８９； ＩＦＩ ＝
０ ９００；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９）。 ＡＩＣ 指标能够对不同模型

的优劣进行区分， ＡＩＣ 指标越小模型越有竞争力。 五

因子 ＡＩＣ 值优于其他模型， 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此

外， 本研究通过 ＥＣＶＩ 指标检测复核效度， 鉴定标准

是目标模型的 ＥＣＶＩ 值低于对应的独立模型和饱和模

型的 ＥＣＶＩ 值 （郑文智和吴文毅， ２０１４［３８］ ）。 拟合结

果发现五因子模型 （ＥＣＶＩ＝１ ６８８）＜饱和模型 （ＥＣＶＩ＝
２ ０４７）＜独立模型 （ＥＣＶＩ＝ １０ １９４）， 表明本研究变量

具有良好的复核效度。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ＧＦＩ Ｉ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ＡＩＣ

单因子模型 ７ ３７５ ０ ５４０ ０ ６９９ ０ ７３２ ０ １４０ １ ７２９ １５０

四因子模型 ４ １５３ ０ ７８２ ０ ８２２ ０ ８３０ ０ ０９８ １ ００４ ０９９

五因子模型 ２ ５７３ ０ ８９４ ０ ８８９ ０ ９００ ０ ０６９ ６６９ ４７１

　 　 本研究对量表聚敛效度进行检验， 结果详见表

２。 全部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信度系数、 标准化因子载

荷、 组合信度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 以及平均

方差析出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ＶＥ） 各

项指标均满足实证需求， 具有良好聚敛效度。

表 ２ 测量题项信效度检验

因素 指标题项 因子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ＣＲ ＡＶＥ

企业社会

责任内在

归因

我们企业是真正地、 真诚地关心社会责任 ０ ８５５

我们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 因为企业从道义上认为应该提供援助 ０ ８８１

我们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目的是回馈社会 ０ ８６０

０ ８２５ ０ ８９９ ０ ７４９

企业社会

责任外在

归因

我们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目的是得到更多的顾客 ０ ８１７

我们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是因为感受到公司外部的竞争压力 ０ ８５９

我们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是希望增加公司经营利润 ０ ８７０

０ ８１７ ０ ８８６ ０ ７２１

企业认同

当有人指责我所在企业时， 我会觉得就像在指责我一样 ０ ６９９

我认为， 我所在企业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 ０ ８３９

当别人赞美我所在企业时， 我感觉就像是在称赞我一样 ０ ７６２

我很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待我企业的 ０ ７２９

我经常用我们这个词来描述我所在的企业而不是用他们 ０ ８５４

假如我所在的企业因某事被媒体批评， 我会感觉很尴尬 ０ ７７３

０ ７５０ ０ ９０２ ０ ６０５

情感承诺

我非常乐意在企业中从事我的工作 ０ ７８２

我强烈感觉自己属于这个企业 ０ ８０２

我感觉到我情感上依附这个企业 ０ ７３０

我感觉自己是这个企业大家庭中的一员 ０ ７８９

这个企业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 ０ ７８１

０ ７３０ ０ ８８４ ０ ６０４

创新行为

在工作中， 我会主动寻求应用新技术、 新流程或新方法 ０ ７００

我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点子和创新性的想法 ０ ６３０

我会与别人沟通并推销我的创新想法 ０ ６１４

为满足我的构想或创意， 我会努力争取所需要的资源 ０ ５０２

我会积极地为落实创新构想制定合适的计划 ０ ８９２

总的来说， 我是一个有创新和创造性的员工 ０ ８７３

０ ７５２ ０ ８５８ ０ ５１２

（二）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主 成 分 因 子 分 析 显 示 第 一 主 成 分 载 荷 占

２１ ３２％， 不存在某个公因子占总变异过多的情况。
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发现， 包含方法偏差潜在

变量模型的相关指标 （ χ２ ／ ｄｆ ＝ １ ９８７， ＣＦＩ ＝ ０ ９２２，
ＧＦＩ ＝ ０ ９１９， ＩＦＩ ＝ ０ ９２９，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７， ＡＩＣ ＝
５５０ ８３７）， 并未对原五因子模型产生明显的改善

（张志鑫和梁阜， ２０１９［３９］ ）。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３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 企

业认同、 情感承诺和创新行为的相关程度， 为本研究

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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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要变量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１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 ４ ０９ ０ ６６

２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 １ ６７ ０ ６２ －０ １３８∗∗

３ 企业认同 ４ ２８ ０ ４８ ０ ２４３∗∗ －０ ０２１

４ 情感承诺 ３ ９９ ０ ５８ ０ １６１∗∗ －０ ２５７∗∗ ０ ４８１∗∗

５ 创新行为 ４ ０１ ０ ５４ ０ ３４３∗∗ －０ １９３∗∗ ０ １４１∗∗ ０ １０８∗

　 　 注：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下同。

（四） 假设检验

１ 主效应检验。
关于主效应的检验， 表 ４显示， 企业社会责任内

在归因对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 β ＝ ０ １１３， Ｐ ＜
０ ０１）。 路径分析方法表明， 两者直接效应为 ０ １８６，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５２， ０ ３０１］，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直接效果显著， 假设 Ｈ１ 通过验证。 表 ４ 显

示，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对创新行为具有负向影响

（β＝ －０ １８３， Ｐ＜０ ０１）。 路径分析方法表明， 两者直

接效 应 为 － ０ ０７２， ９５％ 置 信 区 间 为 ［ － ０ １１２，
－０ ０３２］，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直接效果显著，
假设 Ｈ２通过验证。

２ 中介效应的检验。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表 ４显示， 将企业认同放

入 Ｍ７中，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显著减弱 （Ｍ２ 和 Ｍ７ 比较， β 数值由 ０ １１３ 降至

０ ０９１， Ｐ＜０ ０１）， 企业认同的中介作用成立； 同时

表 ５显示，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企业认同→创

新行为” 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７４，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７］，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

显著， 假设 Ｈ３ 通过验证。 将企业认同放入 Ｍ８ 中，
企业认同的中介作用成立； 同时表 ５ 显示， “企业社

会责任外在归因→企业认同→创新行为” 的间接效

应为－０ ０６９， ９５％置信区间为 ［ －０ １１０， －０ ０２９］，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假设 Ｈ４ 通

过验证。 表 ４ 显示， 将情感承诺放入 Ｍ１２ 中， 企业

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减弱 （Ｍ２
和 Ｍ１２比较， β 数值由 ０ １１３降至 ０ ０８７， Ｐ＜０ ０１），
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成立； 同时表 ５ 显示， “企业社

会责任内在归因→情感承诺→创新行为” 的间接效

应为 ０ ０８８，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３２， ０ １４４］， 置

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假设 Ｈ５ 通过

验证。 将情感承诺放入 Ｍ１３ 中，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

归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显著减弱 （Ｍ３ 和 Ｍ８ 比较， β
数值由－０ １８３降至－０ ０８９， Ｐ＜０ ０１）， 情感承诺的

中介作用成立； 同时表 ５ 显示， “企业社会责任外

在归因→情感承诺→创新行为” 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６２， ９５％置信区间为 ［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２］， 置

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假设 Ｈ６ 通过

验证。

表 ４ 回归分析结果表

变量
创新行为 企业认同 创新行为 情感承诺 创新行为

Ｍ１ Ｍ２ Ｍ３ Ｍ４ Ｍ５ Ｍ６ Ｍ７ Ｍ８ Ｍ９ Ｍ１０ Ｍ１１ Ｍ１２ Ｍ１３

性别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７ －０ １３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０ －０ １６６ －０ １３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３７

年龄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学历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７

工作年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５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１∗∗ ０ １３９∗∗ ０ ０８７∗∗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 －０ １８３∗∗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２∗∗ －０ １２７∗∗ －０ ０８９∗∗

企业认同 ０ ２３４∗∗ ０ ２２５∗∗

情感承诺 ０ １４８∗∗ ０ １３９∗∗

Ｒ２ ０ １５９ ０ １７５ 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５ ０ ２３０ ０ ２１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５ ０ １９１ ０ ２０９

ΔＲ２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５∗∗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９∗∗

　 　 注： 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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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链式中介作用检验。
关于链式中介作用的检验， 表 ５ 显示， “企业

社会责任内在归因→企业认同→情感承诺→创新行

为” 的 间 接 效 应 为 ０ ０１９， ９５％ 置 信 区 间 为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置信区间不包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

显著， 假设 Ｈ７通过验证。 汇总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

因作用于创新行为之间的全部间接效应值为 ０ １８１，
总效应值为 ０ ３６７。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企业

认同→情感承诺→创新行为” 的间接效应为－０ ０２５，
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７］， 置信区间不包

含 ０， 表明间接效应显著， 假设 Ｈ８ 通过验证。 汇总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作用于创新行为之间的全部

间接效应值为－０ １５６， 总效应值为－０ ２２８。 间接效

应的差异检验表明， ９５％置信区间为 ［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１］， 置信区间包含 ０， 表明 Ｌｎｄ１ 和 Ｌｎｄ２ 间接

效应不显著。

表 ５ 间接效应估计与检验结果

路径 间接效应值 Ｂｏｏｔ 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 ＵＬＣＩ 效果量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

Ｘａ→Ｍ１→Ｙ ０ ０７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７ ２１ ２０％

Ｘａ→Ｍ２→Ｙ ０ ０８８ ０ ０３２ ０ １４４ ２５ ２１％

Ｘａ→Ｍ１→Ｍ２→Ｙ （ ｌｎｄ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０ ５ ４４％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

Ｘｂ→Ｍ１→Ｙ －０ ０６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２９ ３０ ２６％

Ｘｂ→Ｍ２→Ｙ －０ ０６２ －０ １３２ －０ ０１２ ２７ １９％

Ｘｂ→Ｍ１→Ｍ２→Ｙ （ ｌｎｄ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７ １０ ９６％

间接效应差异 ΔＫ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１

　 　 注： Ｘａ 为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 Ｘｂ 为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 Ｍ１ 为企业认同； Ｍ２ 为情感承诺； Ｙ 为创新行为。 △Ｋ 表示 Ｌｎｄ１与 Ｌｎｄ２的
差异。

　 　 综上， 本研究所提假设全部通过数据支持， 即企

业社会责任内在 （外在） 归因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

著正 （负） 向影响， 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在内在

（外在） 归因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

作用。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归因理论， 构建一个包括企业社会责任

内在归因和外在归因、 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员工创

新行为等要素的链式中介模型， 运用来自对高新技术

企业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 通过层次回归和路径

分析， 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不同归因分别如何影响员

工创新行为， 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对员工创新行为具

有正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对员工创新行

为具有负向影响， 两种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一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

内在归因有利于增加员工创新行为的涌现， 这一研

究结论证实了内在归因在员工创新领域具有积极作

用 （Ｅｄúｖａｌｓａｎｉａ， ２０１６［１７］）。 内在归因暗含 “仁” 的

本质， 帮助员工感知企业是明理崇德、 力行担当的

“良心” 组织， 促使员工关注利益共同者需求和社会

福利， 并与企业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 涌现高质量的

创新行为。 另一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抑制员

工创新行为， 这与国外现有研究结论不相一致， 原因

在于本土情境下员工解读企业社会责任更加关注伦理

层面， 员工期盼企业是真正出于关心社会公益和福利

事业而履行社会责任， 而一旦出于利益、 利己等不纯

动因， 员工会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 “假仁假义” 的

策略工具， 员工创新行为自然缺乏内生动力。
第二， 在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

过程中， 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企

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凸显良知、 仁爱、 奉献等伦理特

质， 员工的成就感、 道义感和公平感等需求会得以满

足， 由此激发员工的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继而展现

创新行为。 与此相反， 企业社会责任外在归因暴露出

利己、 偏私和自我服务等伦理异化特质， 员工感知到

企业社会责任是粉饰形象和提升利润的策略工具， 反

而无法启动自身的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继而抑制创

新行为。 此外， 本研究将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引入企

业社会责任归因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 通过构建

链式中介模型， 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对员工创新

行为影响机理的 “黑箱”， 为后续探索个体归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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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认知－情感” 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其行为研究

提供理论参考。
（二） 管理启示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理

研究及其结论， 得出如下管理启示。
第一， 企业应出于内在动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本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内在归因提升员工创

新行为， 而外在归因反而抑制员工创新行为。 笔者对

企业员工进行深度访谈时发现， 部分员工对企业社会

责任存在误解， 将义务劳动、 多捐献钱物等价于企业

社会责任， 偏见认知折射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功利性。
企业应将谋求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作为履行企业社会

责任的动机， 真正以仁慈和善良的意愿为解决社会问

题做出贡献。 诚然， 企业发展离不开利润和利益等经

济要素， 获取良好的 “利” 才可能更好地反哺社会、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承担社会公民角色义务。 但是

企业要以 “仁” 为本， 洞悉以 “义” 取利之道， 要

在合乎道义和基本行为规范的约束下谋求自身利益，
坚决杜绝欺骗公众、 恶意违约以及违法经营等非伦理

行为， 着力建构 “君子” 企业 （何金露和王利平，
２０１９［４０］）， 塑造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

第二， 企业应培育员工的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

本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认同和情感承诺在企业社会责

任归因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理中具有链式中介作

用。 企业要将社会责任落实至日常管理活动中， 要将

人力物力等资源有计划地、 稳定地投入到企业履责行

为中， 激励员工通过参与、 决策等方式促使其感知企

业 “良知”， 员工才能激发责任自觉性并对企业产生

认同感和情感依附。 此外， 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

承担范围更广的社会性角色和公共服务， 保持更显著

的公众透明度和社会沟通， 由此树立良好的企业声

誉， 促使员工更愿意接受企业成员身份， 加强与企业

的情感依赖， 继而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去帮助企业实现

发展目标。
（三） 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研究设计方面尽可能规范严谨， 但

仍存在可改善的空间。 一是本研究虽然通过跨时间点

的方式收集问卷数据， 有效减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但是数据来源于员工自评数据， 后续研究可以采用多

源数据来源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从而获取更为客观的

数据。 二是本研究样本基于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取

样范围的地域局限性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缺乏足够代

表性， 后续研究应拓展企业取样的地理范围， 增加研

究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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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我国传统观念提倡 “居者有其屋”， 住宅对大多

数人来说是一种刚性需求。 然而， 民众对住房投资及

投机需求的狂热不仅推高了房价， 也让住房成为很多

人眼中 “遥不可及” 的事物， 这一现象在大城市尤

为明显。 在制度层面， 从 “三三制”① 到租售结合再

到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系列尝试之后， 中国的住房制

度逐步向商品化迈进， 并在 １９９８ 年彻底终结了住房

实物分配， 实现了市场主导。 然而， 仅仅依靠制度层

面的改革并不能彻底解决住房价格问题。 为了满足群

众的住房需求，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市场的

宏观调控政策。 根据采取方式的不同， 可以将房地产

调控政策分为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三种。
常见的限制类政策， 包括限购、 限贷、 限售以及限价

等， 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制约消费者的购房行为或开

发商的购地行为， 都属于行政手段的范畴。
为应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政府积极

“救市”， 房地产市场在 ２００９ 年实现了复苏， 房价从

此迎来了长期的上涨。 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 国务院

办公厅先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台了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相关通知， 限购作为一项调控政策被

包括在内。 文件对限购的城市、 套数、 人群、 区域都

做出了明确规定。 ２０１０年 ４ 月 ３０ 日， 北京成为我国

“限购第一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几乎所有一、 二线城

市都实行了限购。 ２０１４ 年， 除 “北上广深” 以外的

大部分城市先后解除了限购， 第一轮限购宣告终结。
第二轮限购自 ２０１６年起在各大城市开启，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 我国共有 ４０余个城市实行了限购。

本文以第二轮限购作为政策冲击， 采用时间断点

回归 （ＲＤｉＴ） 的方法考察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和异质

性。 与第一轮自上而下统一调控的方式不同， 第二轮

限购无论在时间节点还是具体措施上都体现出因城施

策的特征。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之前， 不

同城市的房价环比指数走势大致相同， 而在这之后，
不同城市在房价环比指数趋势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出

来， 达到高点的时间并不一致， 该差异性为因城施

策提供了依据。 在地方政府掌握政策制定与实施主

动权的背景下， 评估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将

为当前因城施策、 因地制宜大环境下的房地产调控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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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不同级别城市房价环比指数趋势图

本文从房价增速的角度评估政策效应， 研究结论

表明： 限购政策有效降低了房价增速以及房价上涨的

加速度。 限购政策的异质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 限

购在不同住房市场的有效性不同。 其中新房和中等面

积住房分别是各自分类标准下受政策影响最大的。
（２） 限购效应具有措施异质性。 在各项措施中， 全

域、 存量式、 限二手房、 限外地人口、 低可持有套数

是有效的， 但按面积区分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基于

措施异质性构建的限购综合强度越高， 政策有效性越

强。 （３） 限购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 东部和中部城

市的房价增速显著降低； 土地依赖度越高的城市， 房

价增速下降越明显。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１） 将时间断点回归方法应用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

研究中。 以往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证分析以倍差法

为主， 但房价走势的城市异质性较大， 导致平行趋势

假设较难满足， 且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频繁， 这些都

造成倍差法的适用性较差。 因此， 本文选择采用断点

回归方法， 用来更好地识别在不同时点推出的不同限

购措施的政策效应。 相比 Ｓｕｎ 等 （２０１７） ［１］学者使用

该方法对北京市限购政策的研究， 本文的样本包含

２５个城市， 能够得到更具普适性的结果。 （２） 评估

限购对房价增速的影响。 以往文献在评估限购政策有

效性时集中在对房价的影响上， 本文借助房价环比指

数评估了限购对房价增速的影响， 即限购能否有效抑

制房价过快上涨。 （３） 限购效应的措施异质性分析。

８１１
① 我国于 １９８２年进行 “三三制” 补贴售房， 个人只付三分之一， 剩下由单位和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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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限购政策具有明显的因城施策特征， 本文从多

个维度对限购政策进行分类， 并对各类措施的有效性

进行评估， 使本文结论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为地方

政府的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在行政手段的调控政策中， “限购” 最早得到实

施， 也因此得到了较多的研究。 为了使限购政策能够

在实践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对限购政策的实施效

果进行估计是必要的。
稳定房价是出台限购政策的最直接目的。 因此，

考察限购对房价的影响是分析政策有效性的主要维

度①。 王博永和杨欣 （２０１４） ［２］结合大数据， 利用搜

索指数对比了不同房地产政策的调控效果， 发现行政

调控是各种调控手段中最直接有效的。 乔坤元

（２０１２） ［３］、 邓柏峻等 （２０１４） ［４］以及方兴 （２０１８） ［５］

利用城市面板数据， 采用倍差法探讨了限购政策对房

价的影响， 得出了实行限购政策能够抑制房价上涨的

结论。 其中， 方兴 （２０１８） ［５］同时考察了第一轮和第

二轮限购政策的效应， 发现第二轮限购政策的效果相

对较弱， 这里的效应均为每轮政策的平均效应。 廖奇

云等 （２０１８） ［６］基于断点回归的分析方法， 发现短期

内限购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不尽相同， 既存在

房价下跌的城市， 也存在房价上涨的城市。 黄昕等

（２０１８） ［７］通过比较各项调控政策发现限购政策效果

相对较弱， 政策出台 １４ 个月后才能显著地抑制房价

增速， 限购强度提高 １档， 房价增速只能降低 ０ ５ 个

百分点。 韩永辉等 （２０１６） ［８］结合城市经济学， 构建

了带 “限购令” 政策约束条件的单中心双环城市住房

市场模型， 并分析了城市规模异质性对政策效应的影

响， 发现中小城市房价的下降幅度大于大城市。 刘江

涛等 （２０１２） ［９］建立一个住房市场模型， 发现限购能

够降低房价， 但是降低的幅度与市场对政策不确定的

预期紧密相关。
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限购在降低房价

方面作用有限。 王敏和黄滢 （２０１３） ［１０］建立局部均

衡模型， 发现限购政策能降低房价， 但是效果不显

著， 仅仅对二手住宅市场有轻微政策效果。 张德荣

和郑晓婷 （２０１３） ［１１］在倍差法框架内通过动态面板

模型 ＧＭＭ来评估政策效应， 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郭

文伟 （２０１６） ［１２］基于单位根右侧 ＡＤＦ 泡沫检验方法

动态测度房价泡沫， 结果显示， 限购政策未能有效抑

制房地产市场泡沫。 余永泽和张少辉 （２０１７） ［１３］认为

限购政策虽然抑制了过高的房地产投资， 但是并未显

著影响房价。
除了利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以外， Ｓｕｎ 等

（２０１６） ［１］利用微观二手房交易数据， 采用断点回归方

法分析了北京市实施限购的政策效应， 发现限购导致

了二手房出售量和价格的双双降低， 但对房屋租赁市

场无显著影响。 Ｄｕ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１４］采用合成控制

法发现限购使北京市房价年增长率降低了 ７ ６９％。
从结论来看， 已有文献对限购政策有效性的评估

结论不一， 尚未达成共识。 首先， 从研究对象看， 对

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轮限购政策

上， 由于第二轮限购从 ２０１６ 年才开始实施， 上述研

究中， 只有方兴 （２０１５） ［５］考察了第二轮限购对房价

的影响。 其次， 已有文献将限购政策当作一个整体，
评估限购在各实施城市的平均效应， 并未对限购政策

下具体措施的有效性作出进一步分析。 因此， 因城施

策背景下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和异质性仍未得到充分和

准确的分析。

三、 实证分析设计

（一） 政策背景

２０１５年的 “３３０新政”② 以及年末的化解房地产

库存战略后， 全国楼市逐步回暖， 并在 ２０１６ 年迎来

了房价的又一轮上涨。 面对房价过快上涨， 各地也开

始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 限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重

启的。
与大多数实行第一轮限购的城市不同， “北上广

深” 自限购开启后就没有中断， 虽然会有限购细则

的改变， 但并没有经历先终结再重启这一过程。 剩余

城市中， 苏州是第一个重启限购的城市， 于 ２０１６ 年

８月 １１日开始实施第二轮限购， 此后， 陆续有新的

城市加入这一行列中来， 限购城市名单逐步增加。 截

至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 据不完全统计， 有 ４０余个城市实

行了住房限购。

９１１

①
②

王博永和杨欣 （２０１４） ［２］也将商品房成交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讨论政策效应， 作者暂未发现其他研究成交量变化的文献。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３０日， 中国人民银行、 住建部、 银监会联合发布 《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将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由 ６０％ ～
７０％调整为 ４０％；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消息， 从 ３月 ３１日起， 个人住房转让免征营业税的期限由购房超过 ５年 （含 ５ 年） 下调

为超过 ２年 （含 ２年）。 此新政被称为 “３３０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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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限购并未采取中央统筹的 “一刀切” 方

式， 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有更大的自主权。 地方政

府有权决定是否实施限购、 何时实施限购以及限购的

具体措施， 实现了由统一管理到因城施策的转变。
一个城市实施限购并不意味着城市内的所有住房

交易都会受到政策限制， 是否受到限购的影响与多项

政策细节有关。 本文按区域、 时点、 交易市场和面积

将限购范围进行区分， 图 ２ 展示了限购具体措施的

分类。
首先， 区域可分为全域与非全域两种， 非全域通

常包括中心城区和市区两类。 与区域相关的两项措施

是限购区域以及衡量已有住房套数的区域。 限购区域

是指一个城市内受到限购管制的区域， 这一标准从不

动产所在地对限购作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 与限购区

域类似， 对于购房者已有住房的数量统计也存在区域

划分的问题， 即非市区或中心城区的已有住房是否被

包括在内。 从当前实施限购的城市来看， 全域限购并

不常见， 更多城市选择市区或者城区作为限购区域。
其次， 根据购房时点可分为存量式限购和增量式

限购。 存量式限购以购房者已经持有的住房套数作为

是否限购的标准， 增量式限购只计算政策实施后新发

生的交易套数， 而不考虑实施前购房者持有的房屋数

量。 大部分城市实施存量式限购， 成都和西安则采用

了限制新购一套住房的增量式限制标准。
再次， 按照住房交易市场可将住房分为新房和二

手房。 所有限购城市都会限制新房交易， 是否限制二

手房则因城市而异， 因此， 在此区分标准下， 是否限

制二手房交易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差异。
最后， 还可以按住房面积大小进行分类。 大部分

城市的限购并不区分住房面积， 即无论住房面积多

大， 满足条件均要限购， 但也有例外。 福州、 厦门只

限制 １４４平方米及以下房屋的交易， 郑州只限制 １８０
平方米以下房屋的交易。 所以， 是否限购大面积住房

是我们关注的主要差异。
存量式限购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本地人口和外地

人口在存量认定以及是否限购二手房上存在差异， 这

一关系将存量式限购与两种类别区分联系起来。 在所

有限购城市， 外地户籍人口的交易行为都会受到限

制， 而本地户籍人口的交易行为是否受限则因城而

异。 上述差异为我们考察限购政策不同措施的有效性

和异质性提供了政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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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住房限购政策细节①

（二） 识别策略

本文采用时间断点回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ｉｍｅ， 以下简称 “ＲＤｉＴ”） 的方法识别政策效应。
与传统断点回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以下简称

“ＲＤ” ） 方法不同， ＲＤｉＴ 将时间作为配置变量， 判

断结果变量是否在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点发生了跳

跃， 以此来研究干预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联

系。 这一方法在公共经济学 （如研究交通政策对汽

车使用的影响， Ｇａｌｌｅｇｏ 等， ２０１３［１５］ ）、 城市经济学

（如研究公共交通对道路畅通度的影响，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１６］）、 环境经济学 （如研究汽油成分管制政策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 Ａｕｆｆｈａｍｍｅｒ 等， ２０１１［１７］ ） 等学科

皆有应用。
本文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１） 在政策效应的估计方法中， 倍差法要求满足平行

趋势条件， 但城市间房价的趋势差异巨大， 这也恰是

因城施策的重要原因， 实际应用中很难在短期内找到

符合平行趋势的实验组与对照组， 导致这一条件常常

无法满足。 这种情况下， 断点回归方法提供了评估政

策效应的新思路。 （２） 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

策层出不穷， 诸如限贷、 限售、 限价等， 它们都会对

房地产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从中如何准确分辨出限购

的政策效应是关键。 断点回归考察的是断点附近的政

策效应， 在本文中， 即限购政策实施时间点前后的变

化。 由于各项政策的实施时间并不一致， 采用断点回

归方法能够有效规避其他政策因素对结果的干扰。

０２１

① 对新房、 中小面积住房、 外来人口的限制具有普遍性， 对二手房、 大面积住房和本地人口的限制因城而异， 是措施差异性的体现， 用阴影方

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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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变量是均匀分布的， 因此配置变量的分布频

率不会发生变化， 断点附近的样本量相对较少， 这是

ＲＤｉＴ区别于传统 ＲＤ 之处。 为了评估政策效应， 通

常需要拓宽时间长度以获得足够的样本量。 这就导致

距离政策冲击时间点相对较远的观测值也被包括进

来， 与时间相关的其他因素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

误。 因此， 协变量的加入在 ＲＤｉＴ中显得更为重要。
各城市实施限购政策的时间不一， 对此， 本文以

各城市政策开始实施的当月作为基准点， 允许各城市

之间存在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时间点与基准

点的时间间隔， 基准点之前为负值， 基准点之后为正

值， 重新生成一串时间序列， 每个样本城市都有独特

的时间序列。
图 ３以新房为例， 展示了新房价格环比指数在政

策实施前后的分布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主要

发现。 首先， 虽然各城市实施限购政策的时间点不

一， 但是总体来看， 各地都是在房价上涨势头较强时

出台的政策， 虚线代表政策出台时间点， 此时房价环

比指数位于高位 （月环比增速达到约 ２％）， 反映出

因城施策下各地能够恰当地选择政策出台的时点。 样

本城市中， 厦门和昆明分别是最早和最晚实施第二轮

限购的城市， 它们的政策出台时间分别是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８年 ７月， 相差了 ２１个月。 如果使用同一限

购时点， 会造成一些城市实施过早， 另一些城市实施

过晚， 难以有效发挥政策效应。 其次， 限购政策实施

后， 房价环比指数出现了一个明显向下的断点， 虽然

指数值依然大于 １００， 但是增速明显下降， 结束了房

价的过快上涨。 最后， 政策实施后， 房价环比指数曲

线的斜率变小， 这表明限购不仅显著降低了房价增速，

10
2.
1

10
1.
5

10
0.
8

10
0.
2

�40 �30 �20 �10 0 �0 �0 �0 �099
.5

��0����+�KKK

�
�
�
�
(
!
�
�

图 ３　 限购政策实施前后新房价格环比指数分布图

还在一定时期内扭转了房价上涨不断加速的趋势。
（三） 基准模型

在识别策略的基础上， 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基准

模型：

ｙｉｔ ＝α０＋β１Ｄｉｔ＋β２（ｔ－Ｔｉ）＋β３Ｄｉｔ·（ｔ－Ｔｉ）
＋γＸ ｉｔ＋ｕｉ＋ｆｔ＋εｉｔ

式中， 下角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 被解

释变量 ｙｉｔ代表城市 ｉ 在时间 ｔ 的房价环比指数。 Ｔｉ 是

城市 ｉ 推出限购政策的时点。 Ｄｉｔ为虚拟变量， 在该城

市限购政策实施前 （即 ｔ＜Ｔｉ） 取 ０， 政策实施后 （即
ｔ≥Ｔｉ） 取 １， 这是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ｔ－Ｔｉ 是与基

准点的时间间隔， 即配置变量与断点间的距离。 与传

统的断点回归模型不同， 由于不同城市出台政策的时

点不同， Ｔｉ 的取值取决于所处城市。 Ｄｉｔ 和 （ ｔ －Ｔｉ ）
的交互项用于检验结果变量在断点两侧是否具有不同

的斜率。
Ｘ 是包含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向量。 控制变量主要

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房地产开发指标， 包括房地产开

发住宅新开工面积、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房地产开发

住宅投资额、 房地产开发投资土地购置费和房地产开

发住宅施工面积； 第二类是城市基本面指标， 包括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季度 ＧＤＰ 和人口数，
上述控制变量全部取对数。 ｕ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 ｆｔ 为
月度时间固定效应， α０、 εｉｔ分别表示截距项和随机误

差项。
β１ 和 β３ 是我们关心的主要系数， β１ 代表了结果

变量在断点处的跳跃情况。 若 β１ 为正， 则限购带来

了房价增速提升； 若 β１ 为负， 则限购带来了房价增

速下降。 β３ 代表了结果变量的斜率变化， 在本文中

为房价增速的变化率。 若 β３ 为正， 则限购带来了房

价上涨的加速； 若 β３ 为负， 则限购带来了房价上涨

的减速。
需要说明的是， 应用 ＲＤｉＴ 方法的重要步骤是确

定多项式的次数。 在确定模型阶数时， 我们分别尝试

了一阶、 二阶、 三阶、 四阶共四种情况， 最终根据

ＡＩＣ （赤池信息原则） 确定了 ＡＩＣ值最小的一阶作为

模型多项式的阶数。① 此外， 回归估计根据 ＣＣＴ
法［１８］确定最优带宽， 该方法以 Ｃａｌｏｎｉｃｏ、 Ｃａｔｔａｎｅｏ 和

Ｔｉｔｉｕｎｉｋ三个人命名。 本文的最优带宽为政策开始实

１２１
① 限于篇幅， 正文只展示了一阶模型的结果， 需要查看其他设定下的结果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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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间的前后一年左右， 并且每个城市在政策冲击前

后的时间窗口是一致的。
（四）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房价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每月发布的

７０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包含

２０１５年定基指数、 同比指数和环比指数三类。 我们

发现， ２０１５年定基指数和同比指数在限购政策实施

之后并没有发生骤降， 这说明房价的绝对水平短期内

没有出现断点。 但是， 代表房价月度上涨速度的环比

指数则出现了明显向下的断点。 最终， 我们将本文的

被解释变量确定为房价环比指数， 考察限购政策对房

价增速的影响。

在公布数据的 ７０ 个城市中， 共有 ３５ 个城市实施

了第二轮限购。 本文采用的计量方法对控制变量具有

较高的要求， 限于数据可得性， 唐山等 ６ 个城市不在

样本城市中。 成都与厦门于 ２０１５年 １月解除第一次限

购， 其他城市均在 ２０１４年下半年陆续解除限购。 为了

避免第一次限购造成的政策干扰， 本文将样本区间设

定为 ２０１５至 ２０１８年。 “北上广深” ４个一线城市虽然

在样本区间内也实施了限购政策， 但并非第二轮限购，
而是延续第一轮限购未中断， 不存在政策时间断点，
因此 ４市不在样本城市中。 最终， 本文以天津、 杭州、
南京等 ２５个城市作为样本， 讨论第二轮限购政策的影

响。 样本城市限购政策的实施细节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２５ 个城市限购政策汇总表

序

号
城市 实施时间

是否全域

限购范围 套数衡量

是否存量式

存量式

外地人口 本地人口

套数
是否限购

二手房
套数

是否限购

二手房

是否限购

大面积住房

１ 厦门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５日 是 是 是 １ 是 ２ 是 否

２ 杭州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１９日 否 否 是 １ 是 是

３ 南京 ２０１６年 ９月 ２６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否 是

４ 南昌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８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１ 否 是

５ 天津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日 否 是 是 １ 是 是

６ 成都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日 否 否 是

７ 无锡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日 否 否 是 １ 否 是

８ 合肥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否 是

９ 郑州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２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是 否

１０ 济南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３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３ 是 是

１１ 武汉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３日 否 是 是 ２ 是 是

１２ 福州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７日 否 是 是 １ 是 ２ 是 否

１３ 西安 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日 否 否 是

１４ 青岛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６日 否 否 是 １ 是 是

１５ 长沙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８日 否 否 是 １ 否 是

１６ 石家庄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１８日 否 否 是 １ 是 是

１７ 兰州 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１４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是 是

１８ 宁波 ２０１７年 ４月 ２４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是 是

１９ 海口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０日 否 是 是 １ 是 是

２０ 三亚 ２０１７年 ５月 １０日 是 是 是 １ 是 是

２１ 北海 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９日 否 否 是 １ 是 是

２２ 大连 ２０１８年 ３月 ２２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是 是

２３ 沈阳 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１５日 否 是 是 １ 是 ２ 是 是

２４ 太原 ２０１８年 ５月 １４日 否 否 是 １ 是 ２ 是 是

２５ 昆明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１日 否 否 是 １ 否 是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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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的房价环比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 该指

数的具体计算方法是本月定基价格指数除以上月定基

价格指数再乘 １００。 其他数据根据中国房地产统计年

鉴、 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

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研究结果

（一） 限购政策的有效性

表 ２展示了限购政策对新房价格环比指数的影

响， 列 （１） 仅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列 （２） 控制

了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列 （３） 在列 （２） 的基础上

加入了控制变量。 其中， Ｄ 与 Ｄ×（ ｔ－Ｔｉ） 是我们关注

的核心变量， 它们的系数分别代表限购对房价增速以

及增速变化率的影响， 衡量了限购政策的有效性。

表 ２ 限购政策对新房价格增速的影响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１） （２） （３）

Ｄ
－１ ６１８∗∗∗

（０ ４０６）
－１ ０３６∗∗∗

（０ ２６５）
－０ ９６４∗∗∗

（０ ２２５）

ｔ－Ｔｉ
０ １７９∗∗∗

（０ ０４９）
０ １８５∗∗∗

（０ ０４２）
０ １６５∗∗∗

（０ ０３７）

Ｄ×（ ｔ－Ｔｉ）
－０ ２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２５７∗∗∗

（０ ０６５）
－０ ２６５∗∗∗

（０ ０５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否 否 是

Ｃｉｔｙ ＦＥ 是 是 是

Ｔｉｍｅ ＦＥ 否 是 是

观测数 ５１４ ５１４ ４９７

续前表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１） （２） （３）

城市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 ２６９ ０ ５６０ ０ ５８７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 ∗∗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 下同。

三列估计结果都显示 Ｄ 的系数显著为负， 加入

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固定效应后， 估计结果的 Ｒ２ 达到

了 ０ ５８７。 此时， Ｄ 的系数为－０ ９６４， 说明样本城市

在实行限购政策之后， 新房价格的月环比增速下降了

近 １％； Ｄ×（ ｔ－Ｔｉ） 的系数为－０ ２６５， 表明限购政策

实施后房价增速的变化率平均下降了 ０ ２６５％， 按照

这一趋势， 月环比增速可在一年内下降约 ３％， 是相

当可观的。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关于限购政策有效

性的基本结论。 首先， 限购显著降低了房价增速， 其

次， 限购有效扭转了房价上涨不断加速的趋势。 因

此， 限购不仅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还具有长期有

效性。
（二） 限购效应的市场异质性

根据产权交易市场的不同， 住房市场可以分为新

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 在新房和二手房的分类下， 依

据面积对每个市场进行细分， 分为 ９０ 平方米及以下

（小）、 ９０至 １４４平方米 （中）、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 （大）
三类。 据此， 我们可以得到限购对新房整体市场和二

手房整体市场以及对各自小、 中、 大面积住房， 共 ８
个不同市场房价增速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３所示。

表 ３ 限购在不同住房市场的有效性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二手房价格环比指数

整体 小面积 中面积 大面积 整体 小面积 中面积 大面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ａｎｅｌ Ａ： 未考虑是否限购二手房

Ｄ
－０ ９６４∗∗∗

（０ ２２５）
－０ ８９８∗∗∗

（０ ２２０）
－１ ０３２∗∗

（０ ２２８）
－０ ８７４∗∗∗

（０ ２５３）
－０ ５０３∗∗

（０ １９７）
－０ ４６６∗∗

（０ ２１３）
－０ ５６４∗∗∗

（０ １７９）
－０ ４４２∗

（０ ２２１）

ｔ－Ｔｉ
０ １６５∗∗∗

（０ ０３７）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０）
０ １７０∗∗∗

（０ ０３７）
０ １６９∗∗∗

（０ ０４６）
０ １１５∗∗∗

（０ ０３２）
０ １１２∗∗∗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２∗∗∗

（０ ０３１）
０ １１４∗∗∗

（０ ０３２）

Ｄ×（ ｔ－Ｔｉ）
－０ ２６５∗∗∗

（０ ０５８）
－０ ２５５∗∗∗

（０ ０６２）
－０ ２６７∗∗∗

（０ ０６３）
－０ ２７７∗∗∗

（０ ０６５）
－０ １８５∗∗∗

（０ ０５０）
－０ １９２∗∗∗

（０ ０５４）
－０ １９７∗∗∗

（０ ０５１）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２）

观测数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５１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９７

城市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 ５８７ ０ ５９９ ０ ６０８ ０ ５６６ ０ ４２２ ０ ４１０ ０ ４１８ ０ ３７９

３２１



·公共管理·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

续前表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二手房价格环比指数

整体 小面积 中面积 大面积 整体 小面积 中面积 大面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Ｐａｎｅｌ Ｂ： 加入 “Ｄ×限购二手房”

Ｄ
－０ ９０１∗∗∗

（０ ２３７）
－０ ７２１∗∗

（０ ３００）
－０ ９９６∗∗∗

（０ ２２０）
－０ ９４７∗∗∗

（０ ２８４）
０ ０５９
（０ ２４７）

０ ２３９
（０ ２５７）

０ ０２８
（０ ２５１）

－０ １４７
（０ ２４５）

ｔ－Ｔｉ
０ １６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５９∗∗∗

（０ ０４０）
０ １６４∗∗∗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７∗∗∗

（０ ０４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２）
０ １０８∗∗∗

（０ ０３４）
０ １１９∗∗∗

（０ ０３２）
０ １１７∗∗∗

（０ ０３３）

Ｄ×（ ｔ－Ｔｉ）
－０ ２６２∗∗∗

（０ ０５４）
－０ ２５３∗∗∗

（０ ０５７）
－０ ２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２７８∗∗∗

（０ ０６４）
－０ １８２∗∗∗

（０ ０４３）
－０ １８７∗∗∗

（０ ０４７）
－０ １９１∗∗∗

（０ ０４４）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９）

Ｄ×限购二手房
－０ １３３
（０ ２１６）

－０ ２７１
（０ ２６２）

－０ ０８５ ９
（０ ２１８）

０ ０１８ ５
（０ ２４８）

－０ ７４６∗∗∗

（０ ２３３）
－０ ９０９∗∗∗

（０ ２４６）
－０ ７６１∗∗∗

（０ ２２２）
－０ ４５３∗

（０ ２２３）

观测数 ４５５ ４５５ ４５５ ４１３ ４５５ ４５５ ４５５ ４５５

城市数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Ｒ２ ０ ６７６ ０ ６５４ ０ ６５５ ０ ６１５ ０ ４７４ ０ ４６７ ０ ４６７ ０ ４１９

　 　 注： 本表中的回归均加入了控制变量， 并控制了城市和时间的固定效应。 下同。

　 　 新房与二手房对比， 无论是整体市场还是不同面

积的市场， 限购对新房价格增速的影响都比对二手房

影响更大。 这一结论与王敏和黄滢 （２０１３） ［１０］得到的

结论相反。 在系数大小上， 新房价格增速的下降幅度

约为二手房的两倍， 新房价格增速下降 １％左右， 二

手房价格增速下降 ０ ５％左右。 在房价增速变化率方

面， 新房和二手房都有明显下降， 但新房的降幅更

大。 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城市并未对二手房实施限购，
即二手房的平均限购强度更弱， 因此有效性稍弱， 我

们会在后文异质性分析部分进行详解。 对此， 我们通

过加入 “Ｄ×限购二手房” 的交互项验证了这一原因，
即表 ３的 ｐａｎｅｌ Ｂ， 当被解释变量为新房价格环比指

数时， 交互项系数小且不显著， 当被解释变量为二手

房价格环比指数时，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较

大， 几乎等于不加入交互项时 Ｄ 的系数。 这反映出

是否限购二手房是影响二手房价格增速的主要因素，
也说明了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具有较强的分割性。

从住房面积来看， 中等面积住房受到的政策影响

最大。 个体间的消费偏好存在差异， 一般来讲， 刚需

或首套购房者会偏向购买小面积的住房， 而以投资或

投机为目的的购房者更倾向于购买大面积的住房， 由

于限购政策主要抑制的是投资和投机需求， 因此对小

面积住房的价格增速影响较小。 对比中等面积和大面

积住房， 在套数约束下， 同样是挤占一个购房指标，
投资需求会转向价值更高的大面积住房， 因此大面积

住房的价格增速降幅小于中等面积住房。

（三） 限购效应的措施异质性

因城施策背景下， 各个城市出台的限购政策措施

也有很大区别。 政策背景部分对限购政策的不同措施

作了介绍， 但其中哪些措施是有效的， 哪些措施并未

达到预期效果呢？ 接下来， 本文具体分析不同类型限

购措施的有效性， 实现方法是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不同

措施的虚拟变量与 Ｄ 的交互项， 考察交互项的系数

变化。
１ 按区域区分。
限购措施中， 有两项与区域相关， 一项是实施限

购政策的区域， 另一项是衡量已有住房套数的区域，
分别用 “全域实施” 和 “全域认定” 变量来表示。

首先来看实施限购政策的区域， 表 ４列 （１） 展示

了全域实施措施的回归结果， 实施全域限购的城市房

价增速下降 １ ８７％， 实施非全域限购的城市房价增速

下降 ０ ８６％， 相差 １％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说明实施

全域限购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其次来看衡量

已有住房套数的区域， 表 ４列 （２） 展示了全域认定措

施的回归结果， 全域认定的房价增速降幅比非全域认

定略高 ０ １９％， 但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表 ４ 按区域、 时点和人口区分的有效性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按区域区分 按时点区分 按人口区分

（１） （２） （３） （４）

Ｄ×全域实施 ／认定
－１ ８７０∗∗∗

（０ ５６５）
－１ １４３∗∗∗

（０ ３０２）

Ｄ×非全域实施 ／认定
－０ ８６２∗∗∗

（０ ２１８）
－０ ９５７∗∗∗

（０ ２７５）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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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按区域区分 按时点区分 按人口区分

（１） （２） （３） （４）

Ｄ×存量式
－１ ０９５∗∗∗

（０ ２４１）

Ｄ×增量式
０ ３８０
（０ ４３１）

Ｄ×限制本地人口
－１ ０８７∗∗∗

（０ ３６７）

Ｄ×不限制本地人口
－０ ９５８∗∗∗

（０ ２２８）

ｔ－Ｔｉ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６）
０ １６１∗∗∗

（０ ０３７）
０ １７１∗∗∗

（０ ０３７）
０ １６２∗∗∗

（０ ０３７）

Ｄ×（ ｔ－Ｔｉ）
－０ ２６８∗∗∗

（０ ０５７）
－０ ２６２∗∗∗

（０ ０５３）
－０ ２７０∗∗∗

（０ ０５５）
－０ ２６０∗∗∗

（０ ０５６）

观测数 ４９７ ４５５ ４９７ ４５５

城市数 ２５ ２３ ２５ ２３

Ｒ２ ０ ６３４ ０ ６７７ ０ ６４８ ０ ６７６

２ 按时点区分。
限购政策按时点分为增量式和存量式两类， 表 ４

列 （３） 展示了增量式限购与存量式限购的实施效

果。 实施存量式限购的城市房价增速下降了 １ １％，
但是在实施增量式限购的城市， 房价增速并没有显著

变化。 增量式限购忽略了已购房产数量的巨大差异，
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类型的购房客群， 故无法发挥抑制

房地产投资和投机需求的作用。
３ 按人口区分。
在限制客群方面， 外地户籍人口的交易行为在所

有限购城市都会受到限制， 因此， 我们更关注是否对

本地人口限购。 表 ４列 （４） 展示了按人口区分的有

效性。 不限制本地人口的城市房价增速平均下降

０ ９６％， 限制本地人口的城市房价增速下降 １ ０９％，
二者并未形成明显差异， 也就是说， 限制本地人口这

一措施收效甚微。 这说明， 外地人口是投资客群的主

体， 限制外地人口的购房行为能有效抑制房价快速上

涨。 此外， 由于对本地人口的限购套数通常也比较宽

松， 因此相比于只限外地人口， 边际贡献并不明显。
４ 按套数和市场区分。
无论是对外地人口还是本地人口的限制， 都会涉

及两个重要的维度： 限购套数以及是否限购二手房。
前述内容表明限制本地人口对房价增速并未产生显著

影响， 因此， 这里不再单独就既限制外地人口又限制本

地人口的情况进行分析， 仅讨论限制外地人口的效果。
表 ５的列 （１） 展示了限购套数对政策有效性的

影响， 结果显示， 可持有套数的增加会削弱限购政策

对房价增速的抑制作用， 允许居民持有的房产数量每

增加 １ 个单位， 房价增速的降幅减小 ０ ５８％。 这说

明， 允许居民持有的房产越多， 限购对房价增速的抑

制作用越差， 与我们的预期相符。 列 （２） 和列 （３）
展示了限购二手房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两列的区别

在于被解释变量， 一个是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另一个

是二手房价格环比指数。 对于新房价格增速来说， 是

否限购二手房对其影响不大， 两种情况下， 新房价格

增速均下降 １％左右。 对于二手房价格增速来说， 是

否限购二手房则带来了明显差异， 不限购二手房时，
二手房价格增速小幅增加， 限购二手房时， 二手房价

格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 降幅达到 ０ ７％， 说明限购

二手房可以有效降低二手房价增速。 对比列 （２） 和

列 （３）， 我们发现按交易市场区分的措施能够对二

手房市场产生针对性的影响， 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分

割效应要高于传导效应。 这一结论也从另一个角度印

证了前文 “限购效应的市场异质性” 部分的结论，
二手房价增速平均降幅较小是由于一些城市并未对二

手房实施限购。

表 ５ 按套数和交易市场区分的有效性

因变量

按套数区分 按交易市场区分

新房价格

环比指数

新房价格

环比指数

二手房价格

环比指数

（１） （２） （３）

Ｄ
－１ ６２７∗∗∗

（０ ４７１）

Ｄ×限购套数
０ ５８０∗

（０ ２８２）

Ｄ×限购二手房
－１ ０３４∗∗∗

（０ ２６０）
－０ ６８７∗∗∗

（０ ２３４）

Ｄ×不限购二手房
－０ ９０１∗∗∗

（０ ２３７）
０ ０５９
（０ ２４７）

ｔ－Ｔｉ
０ １６５∗∗∗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２）

Ｄ×（ ｔ－Ｔｉ）
－０ ２６７∗∗∗

（０ ０５５）
－０ ２６２∗∗∗

（０ ０５４）
－０ １８２∗∗∗

（０ ０４３）

观测数 ４５５ ４５５ ４５５

城市数 ２３ ２３ ２３

Ｒ２ ０ ６７８ ０ ６７６ ０ ４７４

５ 按面积区分。
样本城市中， 郑州对超过 １８０平方米的住房不限

购， 厦门和福州对 １４４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不限购。 据

此， 我们分别对新房整体价格以及小、 中、 大面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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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价格环比指数进行了回归， 并在回归中加入限购

大面积住房这一虚拟变量， 上述三个城市①取 ０， 其

余城市取 １。 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６ 中， 列 （１） 到列

（４） 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新房整体价格环比指数以

及小、 中、 大面积住房的价格环比指数。 对比四列结

果可以发现， 限购大面积住房并未对大面积住房的价

格增速产生额外的影响， 而是与前三列结果基本一

致。 因此， 区分住房面积并不能有针对性地实现对特

定面积住房的价格调控， 不同面积住房的替代性削弱

了市场分割的有效性。

①　 虽然郑州是对 １８０平方米以上的住房不限购， 与 １４４ 这一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但限于数据原因， 我们仍将它归类到限购大面积住房这一

类别中。
②　 由于篇幅所限， 综合强度对房价影响的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６ 按面积区分的有效性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整体 小面积 中面积 大面积

（１） （２） （３） （４）

Ｄ×限购大面积
－０ ８７０∗∗∗

（０ ２２４）
－０ ７９５∗∗∗

（０ ２１２）
－０ ９４１∗∗∗

（０ ２２７）
－０ ７８３∗∗∗

（０ ２５９）

Ｄ×不限购大面积
－１ ７７１∗∗∗

（０ ４７７）
－１ ７８２∗∗∗

（０ ４６８）
－１ ８０９∗∗∗

（０ ５２６）
－１ ６７３∗∗∗

（０ ４６０）

ｔ－Ｔｉ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６）
０ １５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０∗∗∗

（０ ０３６）
０ １５８∗∗∗

（０ ０４６）

Ｄ×（ ｔ－Ｔｉ）
－０ ２４４∗∗∗

（０ ０５９）
－０ ２３２∗∗∗

（０ ０６４）
－０ ２４７∗∗∗

（０ ０６２）
－０ ２５５∗∗∗

（０ ０６７）

观测数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９７ ４５１

城市数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 ６３５ ０ ６１１ ０ ６１９ ０ ５７７

总结上述措施的有效性和异质性， 我们可以得

到： 按区域、 时点、 人口以及套数和市场区分都能起

到针对性的效果， 在各自标准下， 全域、 存量式、 限

外地人口、 低可持有套数、 限二手房都是地方政府在

实施限购时的有力工具， 但按面积区分并未对房价增

速产生显著的差异化影响。
６ 政策综合强度。
考虑到限购城市通常会同时实施多项措施， 为了

更加综合地评估政策效果， 本文构建了限购综合强度

指标。 限购综合强度的构建首先需要选定参数， 也就

是将哪些措施纳入指标范畴， 其次根据不同措施的有

效性赋予它们不同的权重， 最后综合不同措施的有效

性得到限购强度指标。
前文表明按面积区分的政策有效性并不显著， 因

此在构建限购综合强度时， 我们将这一指标排除在

外， 考虑区域、 时点、 人口、 套数和交易市场这五项

指标的影响， 其中， 区域这一指标下又包括实施区域

和认定区域两个子指标。 当满足全域实施、 全域认

定、 存量式限购、 限制本地人口、 可持有两套住房、
限制二手房的条件时， 各指标项分别取 １。 根据措施

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 分别对应

０ ３７、 ０ ０７、 ０ ２６、 ０ ０５、 ０ ２１、 ０ ０５， 将加权和做

０～ １ 标准化处理， ０ 代表最弱限购， １ 代表最强限

购。 样本城市的平均限购强度为 ０ ６２， 西安和成都

实施的是最弱限购， 厦门的限购强度最高。 表 ７的估

计结果显示， 随着限购综合强度的提高， 限购政策对

房价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强， 限购强度提高一个标准

差， 房价增速下降 １ ７７％。②

限购综合强度对抑制房价作用的重要影响带给我

们两个启示： 一是因城施策赋予了地方政府在限购强

度上足够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可以因地制宜选择合适

的强度； 二是仅对限购的平均效应加以研究对于全面

评估限购政策的实际效果是远远不够的。
（四） 限购效应的城市异质性

在进行城市异质性分析时， 我们的关注点不再是

不同住房市场的差异， 因此， 在房价指标选择上， 统

一采用整体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在识别方法上， 我们

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城市特征变量和 Ｄ 的交互项， 交

互项系数代表了特定城市组的政策效应。
１ 按城市所在地区分类。
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东、 中、 西三个地区， 估计

结果如表 ７列 （１） 所示， 东部地区房价增速下跌了

１ １５％， 中部地区房价增速下跌了 １ １９％， 下降幅度

略有增加， 但是西部地区房价增速并无显著变化。 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 对外吸引力较差， 房

产的投资价值不高， 而东、 中部地区则吸引了大量购

房者进行住房投资， 形成了较高的投机需求。 限购之

后， 投机需求受到限制， 因此， 东、 中部地区房价增

速下降明显。

表 ７ 城市异质性分析

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按城市所在

地区分类

按城市土地财政

依赖度分类

（１） （２）

Ｄ×东部
－１ １５４∗∗∗

（０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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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
新房价格环比指数

按城市所在

地区分类

按城市土地财政

依赖度分类

（１） （２）

Ｄ×中部
－１ １８５∗∗

（０ ４３５）

Ｄ×西部
－０ １１７
（０ ３７０）

Ｄ
－０ ９５１∗∗∗

（０ ２１６）

Ｄ×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Ｇａｐ
－１ ４９８∗

（０ ７６３）

ｔ－Ｔｉ
０ １５５∗∗∗

（０ ０３３）
０ １５３∗∗∗

（０ ０３６）

Ｄ×（ ｔ－Ｔｉ）
－０ ２４９∗∗∗

（０ ０４８）
－０ ２５６∗∗∗

（０ ７６３）

观测数 ４９７ ４９７

城市数 ２５ ２５

Ｒ２ ０ ６４６ ０ ６３５

２ 按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分类。
住房市场与土地市场相互关联， 龚健等 （２０１８）［１９］

认为住房调控政策会通过房价影响地价。 朱恺容等

（２０１９） ［２０］通过评估限购政策的外部性， 发现了限购

政策对不同类型用地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而土地市场

又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相关。 对此， 我们将地

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这一指标引入城市异质性分析

中。 由于大部分城市在 ２０１５ 年重启限购， 我们选择

２０１４年作为土地财政依赖度的衡量年度， 用各地土

地招拍挂出让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进行测度。
实际中并不存在土地依赖度为 ０的城市， 为了更准确

地解释变量系数的含义， 在回归中， 与土地财政依赖

度相关的变量为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Ｇａｐ， 代表各地土地财政依

赖度与样本城市平均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差值。 Ｄ 的系

数为平均土地财政依赖度下的政策效应， 交互项的系

数代表土地财政依赖度每增加 １个单位带来的边际效

应， 表 ７列 （２） 为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土地财政依赖度越高的城市房价

增速下降越多， 土地财政依赖度增加一个标准差， 限

购对房价增速的抑制效应增加 １ ２６％。 根据童锦治

和李星 （２０１３） ［２１］的研究， 随着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增

加， 居民将相应地增大房产部分在家庭财富配置的比

重。 也就是说， 在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城市， 人均住

房持有量更多， 因此受到限购政策的影响也越大。

（五） 稳健性检验

１ 模型设定。
除了政策变量外， 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也会导

致被解释变量的变化。 如果是其他控制变量导致了断

点的出现， 而我们误以为这是由于限购政策带来的，
就会造成结果偏误。 对此， 我们需要进行模型设定检

验， 排除其他控制变量的干扰。
我们对文中出现的八类房价指数都进行了控制变

量的断点跳跃分析， 控制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

控制变量在断点处没有发生跳跃， 房价指数的向下跳

跃是限购政策带来的。
２ 带宽设置。
前述回归估计中的带宽是根据 ＣＣＴ 最优带宽规

则得出的， 大体为政策实施时间的前后一年左右。 此

处， 我们将带宽缩短至政策实施前后的 ６个月。 更换

带宽之后， 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并无太大差

异， 这说明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３ 土地财政依赖度指标。
考虑到政策实施时间， 前述土地财政依赖度指标

选取的年份为 ２０１４ 年。 为了避免个别年份招拍挂出

让金额异常， 从而造成结果偏误。 稳健性检验中我们

以各城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这三年的平均土地财政依赖

度作为衡量指标， 新的回归结果①与采用 ２０１４ 年的

土地财政依赖度时的估计结果大体一致。

五、 结论

本文通过评估第二轮限购政策的有效性和异质

性， 最终得出了以下四条主要结论：
（一） 限购政策具备抑制房价增速和房价上涨加

速度的双重有效性

限购政策既有短期效应， 也有长期效应， 在显著

降低房价增速的同时， 还降低了房价上涨的加速度，
在抑制房价方面是显著有效的。

（二） 限购效应具有市场异质性

首先， 新房比二手房价格增速下降明显。 其次，
中等面积住房比小面积和大面积住房价格增速下降明

显， 主要由于小面积住房的客群主要为刚需购房者，
受政策影响较小， 同时在套数约束下， 投机需求会转

向价值更高的大面积住房， 因此， 大面积住房的价格

增速降幅较低。

７２１
① 受篇幅所限，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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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限购效应具有措施异质性

在各项措施中， 全域、 存量式、 限外地人口、 低

可持有套数、 限二手房是有效的， 但是按面积区分并

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从中可以得出， 限制外地人口的

交易行为是稳定房价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再对持有量

和二手房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综合来看， 限购强度越

高， 对房价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大。
（四） 限购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

在各区域城市中， 东、 中部城市房价增速下降明

显， 西部城市并未受到政策的显著影响； 土地财政依赖

度高的城市， 受限购影响的程度更明显。 出现城市异质

性的原因是各地住房市场中投机需求占比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第二轮住房限购政策的有

效性。 由于城市间存在固有差异， 各地的住房市场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 相比于 “一刀切”， 因城施策是更

为科学的调控方式。 因城施策的大背景下， 地方政府

的信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拥有

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因此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调

控手段。 但是政策有效性的实现并非各种措施的简单

堆砌， 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针对性地制

定具体措施， 通过调控措施最优化实现政策效果最

大化。
未来， “房住不炒” 依然是我们长期坚持的主基

调， “稳定性” 是住房市场调控的主题。 为了让住房

市场回归理性， 实现长期稳定， 应继续贯彻因城施

策， 以当地政府的信息优势带动政策适应性， 将政策

适应性转化为政策有效性， 通过抑制不合理需求， 达

到稳定住房市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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