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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效应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Tax

Incentive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樊　 勇 管　 淳
FAN Yong GUAN Chun

[摘　 要]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 “新常态”, 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回

落态势, 对提高企业生产能力、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明显的制约。 为促进企业投资, 我国自

2014 年起陆续推出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 笔者将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使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 (PSM-DID) 验

证加速折旧政策的投资激励效应。 研究发现: 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将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对企业增

加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并且对民营企业、 小规模企业以及处于不发达金融市场等高融

资约束企业的投资激励作用更显著。 笔者认为我国应该进一步放宽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范围, 并且制

定差异化加速折旧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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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new normal.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especiall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ha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hich has formed obvious constraints on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China has successively launched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ies since
2014. This paper regards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in 2014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selects pane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8 and uses PSM-DID to verify the investment
incentive effect of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ie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hen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vestment incentiv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small-scal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underdeveloped financial marke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 should further relax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y 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incentiv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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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 “三期叠加” 阶段, 经济下

行压力逐渐加大。 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

马车” 之一, 也出现增速明显下滑的趋势。 统计表

明,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由 2011 年的

23. 8%降至 2018 年的 5. 9%, 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相较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低且增速下滑更

快①。 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大、 建设周期长、 投资回报

期长的特性极大地抑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

性。 因此, 需要政府实施积极的税收政策, 实现对企

业投资活动的有效激励。
为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和更新设备, 从 2014 年开

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陆续出台了针对制造业以

及信息业企业实施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 加

速折旧政策虽然不改变企业的纳税总额, 但通过改变

折旧费用抵税的时间分配, 允许企业提前抵扣未来折

旧抵扣的金额。 此外, 考虑到货币具有时间价值, 企

业将通过延迟缴纳税款获得本应在当期缴纳的税款的

时间价值。 因此, 虽然企业税收优惠总额不变, 但是

将增大税收优惠总额现值, 降低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成

本。 我国的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如理论预期一

般科学合理? 通过何种机制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 对

面临不同融资约束情况的企业是否存在异质性差异?
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加速折旧政策对企

业投资的激励效应。 从企业角度出发, 研究政策有助

于更好地帮助企业理解和利用制度, 从而激发微观主

体的投资活力。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研究政策对于充

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优势, 加强各政策的交叉

效应,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税收如何影响企业

投资, 大部分学者认为减税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投资。
如 Hall 和 Jorgenson (1967) [1]的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折

旧和企业投资抵免政策的调整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固定

资产投资。 其中, 投资抵免政策的助推作用尤其明

显, 分别使美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投资增加了

79%和 150%。 Vergara (2004) [2] 的研究发现智利企

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投资额。
Zwick 和 Mahon (2017) [3]通过分析 12 万家企业的数

据发现, 税收优惠政策将显著提高企业投资, 而且对

规模较小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但也有部分学者

针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得出了截然

不同的结论。 如 Cummins 等 (1996) [4] 基于荷兰、 法

国等 14 个国家 3 000 多家企业的样本数据, 发现除

荷兰、 西班牙外的其他 12 个国家的所得税改革均抑

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刘慧凤和曹睿 (2011) [5] 发

现,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使得部分企业的实际税

负下降, 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但未对企业投资额

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 樊勇等 (2018) [6] 以税

收凸显性为切入点, 提出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 增

值税的税收凸显性远高于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税负对

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
目前, 使用微观数据分析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

资关系的文献较为匮乏。 刘啟仁等 (2019) [7] 基于

2010—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的

研究发现, 2014 年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了试点行业固

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进一步考虑行业的资产结构属性

的异质性特征后, 作者发现该政策对资产偏长期的企

业的助推效果更明显。 刘行等 (2019) [8] 的研究表

明, 2014 年的加速折旧政策对高融资约束、 小规模

以及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黄志斌等

(2014) [9]使用省级面板数据, 在验证折旧率的提高

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同时也对区域间影响程度的差异

进行了分析, 发现西部地区折旧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最大, 中 部 次 之, 东 部 最 小。 曹 越 和 陈 文 瑞

(2017) [10]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

加速折旧的实施效果, 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效缓解了

内源性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试点企业的融资压力, 并

且提高了试点行业的创新投入, 但对试点行业投资规

模和避税程度的影响较小。 上述文献关于税收优惠

对企业投资综合激励效应的研究大多得出了一致结

论: 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 但在异质

性分析方面, 现有文献由于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的

不同, 所得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 笔者认为, 若

仅仅关注综合效应, 可能会忽视不同类型企业对政

策的差异化反应, 难以对政策进行客观全面的评

价, 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规模、 不同所有制以及不

同地区企业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 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

模型 (PSM-DID) 分析税收优惠对企业投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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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由 2012—2019 年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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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效果和影响机制, 同时识别出不同融资约束企

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反应的异质性效果, 以期丰富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效应的研究, 同时为政策的优

化和完善提供参考。

二、 政策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一) 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现状

笔者通过对 2011—2018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现

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就投资总量而言, 虽然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上涨, 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

却处于下降趋势, 已由 2011 年的 23. 8%降至 2018 年

的 5. 9% (见图 1)。 进一步分析数据后发现, 我国固

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2011 年以来, 制造

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占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均

超过 30%, 已经成为我国投资的主力军 (见图 2)。
结合图 3 可以看出, 2013 年至 2017 年, 我国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始终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率, 而且增速下滑更明显, 说明制造业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面临着更大的压力①。 而 2017 年后制造业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明显回升, 这可能与针对制造业企

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作用有较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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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近年来, 我国已经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实施加速折

旧政策。 2014 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
对生物药品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信息传输、 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六个行业的企业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 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②。 2015 年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

围至轻工、 纺织、 机械、 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

业③。 2019 年进一步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行业

范围扩大至全部制造业领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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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按行业分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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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制造业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二)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一项税收优惠政策, 理论

上将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 进而

促进企业投资。 具体而言, 加速折旧政策将改变企业

折旧方法, 增加企业投资初期的抵税金额。 笔者以某

企业购进一台价值为 100 万元的固定资产为例来具体

阐释不同折旧方法对企业税收优惠额的影响。 假设某

企业购进一台价值为 100 万元的固定资产, 该资产的

预计使用寿命为 10 年, 预计净残值为 0, 企业所得

税税率为 25%, 折现率为 7%。 据此, 笔者分别计算

了不同折旧方法下企业各年度的固定资产折旧额以及

相应的税收优惠额, 详见表 1。

5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 本节数据均来自 2012—2019 年 《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4] 75 号)。
资料来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5] 106 号)。
资料来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的公告》 (财税 [2019] 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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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折旧方法下企业年折旧额及税收优惠额 (万元)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现值

a. 直线法

折旧额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75. 15

税收优惠额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5 18. 79

b. 双倍余额递减法

折旧额 20 16 12. 8 10. 2 8. 2 6. 6 5. 2 4. 2 8. 4 8. 4 100 80. 96

税收优惠额 5 4 3. 2 2. 6 2. 1 1. 7 1. 3 1. 1 2. 1 2. 1 25 20. 39

c. 年数总和法

折旧额 18. 2 16. 4 14. 5 12. 7 10. 9 9. 1 7. 3 5. 5 3. 6 1. 8 100 82. 73

税收优惠额 4. 6 4. 1 3. 6 3. 2 2. 7 2. 3 1. 8 1. 4 0. 9 0. 5 25 20. 76

d. 缩短年限法

折旧额 16. 7 16. 7 16. 7 16. 7 16. 7 16. 7 — — — — 100 85. 17

税收优惠额 4. 2 4. 2 4. 2 4. 2 4. 2 4. 2 — — — — 25 21. 42

通常情况下, 我国企业大多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 如表 1 所示每年折旧额为 10 万元, 可享受的年

税收优惠额为 2. 5 万元。 而双倍余额递减法第一年的

折旧额为 20 万元, 税收优惠额为 5 万元, 比采用直

线法计算的折旧额高一倍, 即在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

正的前提下, 企业将多出 2. 5 万元的资金供企业缓解

现金流压力或用于其他领域。 同样, 使用年数总和法

和缩短年限法计算的折旧额和税收优惠额在投资初期

也高于直线法计算的折旧额和税收优惠额。 分别到第

5 年、 第 6 年直线法的折旧额和税收优惠额才高于双

倍余额递减法及年数总和法下的折旧额和税收优惠

额。 由此可见, 加速折旧方法将提高企业在投资初期

的折旧额和税收优惠额。
一方面, 对于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而言, 由于购置固定资产的费用较高, 投资回报期较

长, 企业前期的投资负担较重。 加速折旧方法相比于

直线法计提折旧的重要优势就在于能够延迟企业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 减轻企业投资前期税负。 因此, 虽然

企业纳税总额不变, 但是加速折旧政策更合理地将企

业取得资产的成本分摊到产品的生命周期, 更符合固

定资产前期损耗大的客观事实, 而且还有助于企业在

投资初期回流资金, 改善企业现金流, 从而激发企业

投资积极性。
另一方面, 考虑到货币具有时间价值, 加速折旧

政策将推迟企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相当于企业获

得了本应在当期缴纳的税款的时间价值。 因此, 虽然

企业税收优惠总额不变 (如表 1 均为 25 万元), 但

是改变了税收优惠总额现值, 尤其对于资金需求量

大, 外部融资困难的企业而言, 更能进一步释放现金

流, 带来更加宽松的投资空间。
固定资产折旧额的现值可表示为:

Z = D0 + ∑
T

t = 1

1
(1 + r) tDt

其中: Z 为固定资产折旧额的现值, Z 越大, 1 单位

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额所带来的税收优惠总额的现值

就越高; Dt 表示固定资产在第 t 年的折旧额; T 为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 r 为折现率 (本文采用 7%的折现

率)。
由表 1 “现值” 列可知, 采用直线法、 双倍余额

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以及缩短年限法下折旧额的现值

分别为 75. 15 万元、 80. 96 万元、 82. 73 万元以及

85. 17 万元, 现值最大相差 10. 02 万元。 同理, 税收优

惠总额的现值最大相差 2. 63 万元, 占固定资产价值的

2. 63% (2. 63 / 100)。 因此, 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

后, 加速折旧政策将增加折旧额和税收优惠总额现值。
(三) 融资约束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理论分析

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受到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的

影响程度不同, 导致其投资行为的表现也不同。 融资

约束较小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 从而拥有更加

丰盈的现金流, 为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提供客观条

件; 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往往因为面临着更大的信

息不对称和市场不确定性, 更加依赖于税收优惠政策

带来的现金流, 对于因改善内部现金流而增加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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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会更加敏感。
就产权性质而言, 相比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在

我国银行的信贷政策中面临着明显的信贷劣势。 首

先, 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往往不规范, 银行难以全面

了解民营企业的运营、 发展情况并进行有效的预测。
银行为控制风险, 会对民营企业提出更为苛刻的贷款

条件, 对民营企业的抵押品要求更为严格, 贷款利率

也会高于国有企业。 其次, 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以国

有行垄断的银行体系为主导, 股票、 债券等金融市场

发展较为滞后。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政府在一

定程度上会通过行政力量干预银行信贷资源的配置,
使得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就企业规模而言, 中小企业存在更加严重的融资

约束问题, 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也

更加敏感。 信贷配给理论认为, 信贷市场上需求永远

大于供给, 即使中小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 银行

也不愿意承担高昂的额外成本和违约风险为中小企业

提供信贷资源。 世界银行、 中小企业金融论坛、 国际

金融公司 2018 年联合发布的 《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
对新兴市场微型、 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

评估》 也证明了我国信贷政策对中小企业缺乏有效

的支持手段, 存在信贷配给现象①。 此外, 中小企业

往往规模小、 抵押品不足、 信息透明度较低且成立时

间较短, 这些和民营企业相似的内在特质同样制约了

中小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能力。
就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而言, 一方面, 良好的金融

市场发展水平意味着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被大大

降低。 金融机构迫于竞争压力将提升自身获取信息、
评估信息的能力, 减少资源分配的扭曲。 另一方面,
良好的金融发展水平意味着市场主体置身于金融配置

资源更高效、 金融产品更多元、 诚信体系更健全、 政

府干预更小的外部金融环境中, 从而有助于降低投资

者的投资风险, 为企业融资带来便利。

三、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实证模型设定

1. 倾向得分匹配 (PSM)。
一般而言,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

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通过比较是否受到 2014 年政

策影响的两类企业———实验组和控制组, 即可定量评

估政策的激励效果。 但是, 一方面, 享受税收优惠的

试点行业可能存在非随机性; 另一方面, 试点企业和

非试点企业还可能受到企业规模、 成长机会、 现金流

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况将导致结果

的不准确, 本文在评估 2014 年加速折旧政策的激励

效果时,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享受 2014 年加速折

旧政策的样本企业进行匹配, 使实验组企业和控制组

企业的个体特征尽可能相似。
具体是, 将 2014 年开始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的试

点企业称为实验组 (T), 将 2011—2018 年均未实施

加速折旧政策的非试点企业称为控制组 (C)。 令 A=
{T, C} 表示所有样本企业,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未

实施加速折旧政策的控制组中找到与享受加速折旧政

策概率极为接近的非试点企业, 由此构造 “反事实”
行为。 借鉴刘晔等 (2016) [11] 的研究方法, 假设企业

享受加速折旧优惠政策的概率公式为:

P=Pr{T=C} =ϕ{X i} (1)

其中: P 为 2014 年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的概率; ϕ
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 X i 为影响企业享受加速折旧

政策的因素,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 ( size)、 现金流

(cash)、 资产负债率 ( lev)、 成长机会 (growth)、 净

资产收益率 ( roe)、 企业年龄 (age) 以及股权集中

度 ( top) 指标进行匹配。 通过上述公式估计出企业

进行加速折旧试点的概率值即倾向得分值 P, 进而根

据实验组与控制组倾向得分值进行一对一匹配。
2. 双重差分模型 (DID)。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 本文将得到一组与加速折

旧政策试点企业有着类似特征的控制组企业。 本文以

属于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的六类上市公司作为实验

组, 匹配后的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控制组, 构建

如下模型:

Ii,t
K i,t-1

=α0+α1Postt+α2Treati+α3Postt×Treati

+α4X it+D+εit (2)

其中:
Ii,t
K i,t-1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Ii,t为固定资产净

值本期增加数与本期累计折旧之和, 表示企业 i 在第

7

① 报告显示, 我国中小微企业的潜在融资需求超过 4. 4 万亿美元, 但相应的资金供给仅为 2. 5 万亿美元。 这一供求差异使我国 41%的企业存在

融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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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净增加额; K i,t-1为企业 i 上期固

定资产净值。 Postt 表示时间虚拟变量, 政策实施之

前即 2014 年之前取 0, 政策实施之后取 1。 Treati 表
示的是企业是否受到 2014 年政策的影响, 属于政策

针对的六大行业取 1, 否则取 0。 系数 α3为本文核心

变量, 表示 2014 年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试点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非试点行业的变化幅度, 以

衡量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同时, 本文还选取

了一系列影响企业投资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Xit。 为消

除无法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偏误, 本文还控制

了企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Di、 Dt)。 εit为随机

扰动项, 用来表示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表 2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固定资产投资
Ii,t

Ki,t-1

(本期固定资产净值-上期固定资产净值

+本期累计折旧) / 上期固定资产净值

时间变量 Post
样本区间在 2014—2018 年取 1
样本区间在 2011—2014 年取 0

行业变量 Treat
属于政策针对的六大行业取 1, 否则

取 0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对数

现金流 cash (净利润+本期累计折旧) / 上期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

成长机会 growth
(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上期

营业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 / 平均股东权益

年龄 age 企业的上市年限

股权集中度 top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样本数据均来自万得 ( wind) 数据库,
样本时间段为 2011—2018 年, 选择了除金融行业以

外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和分析对象。 笔者按照以下步

骤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筛选: (1) 2015 年我国将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扩围至轻工、 纺织、 机械、 汽车

等四个重点领域行业, 为了避免该项政策的影响,
笔者剔除了属于 2015 年新增四大领域试点行业的

数据, 使控制组中的企业为完全未受到政策影响的

企业; (2) 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 (3) 剔除被标记

为 ST 及∗ST 的样本; (4) 剔除存在缺失值或明显为

异常值的样本。 剔除后剩余样本共包括 1 512 家

企业。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由表 3 可以看出,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 固定资

产投资增加额占上期固定资产净值的比例 Ii,t / K i,t-1均

值为 0. 918 4, 大于中位数 0. 704 6, 说明不同企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差异。 Treat 的平均值为

0. 339, 说明样本中属于 2014 年政策针对企业的比重

达到 33. 9%。 Post 的平均值为 0. 626 2, 说明 60%以

上的样本处于加速折旧政策生效期之后。 控制变量方

面, 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为 45. 23%, 股权集

中度为 56. 79%, 其他变量也符合正常水平, 表明样

本的选择较为合理。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P25 中位数 P75 N

Ii,t
Ki,t-1

0. 918 4 0. 908 0 0. 470 4 0. 704 6 1. 0694 11 941

Treat 0. 339 0 0. 473 4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11 941

Post 0. 626 2 0. 483 8 0. 000 0 1. 000 0 1. 000 0 11 941

cash 0. 203 8 0. 188 7 0. 091 8 0. 162 6 0. 270 8 11 941

growth 0. 187 4 0. 544 3 -0. 025 1 0. 102 8 0. 268 8 11 941

size 22. 200 5 1. 425 6 21. 209 9 22. 037 4 23. 028 5 11 941

lev 0. 452 3 0. 227 7 0. 271 9 0. 453 7 0. 621 7 11 941

top 56. 795 4 15. 432 3 45. 710 0 57. 260 0 68. 090 0 11 887

roe 5. 572 0 7. 903 3 2. 798 2 5. 096 3 8. 160 1 11 941

age 16. 330 5 6. 396 3 9. 000 0 17. 000 0 22. 000 0 11 941

　 　 为了得到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直观印

象, 本文将作为实验组的试点样本企业和作为控制组

的非试点样本企业进行对比。
表 4 显示实验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值和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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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均大于控制组企业, 这与实验组企业主要属于固定

资产投资比重大的制造业行业的特征比较吻合。 但是

加速折旧政策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相比, 两者相应

的控制变量差异明显。
(二) 倾向得分匹配

本文采用一对一近邻匹配方法为实验组企业匹配

控制组。 表 5 中的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 匹配后的各

变量的 t 值均不显著, 说明匹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各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 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

准偏差的绝对值均降至 5%以下, 表明匹配后实验组

和控制组的差异相较于匹配前显著减少。

表 4 控制组与实验组的描述性统计

实验组 控制组 差异检验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t 值

Ii,t / Ki,t-1 0. 995 7 0. 744 7 0. 878 8 0. 682 7 -6. 6745∗∗∗

cash 0. 176 2 0. 140 7 0. 218 0 0. 179 0 11. 532 2∗∗∗

growth 0. 212 7 0. 134 7 0. 174 4 0. 088 7 -3. 637 1∗∗∗

size 21. 698 3 21. 572 5 22. 458 1 22. 320 8 28. 488 8∗∗∗

lev 0. 360 7 0. 346 4 0. 499 2 0. 507 1 32. 869 1∗∗∗

top 55. 238 3 55. 450 0 57. 589 3 58. 190 0 7. 875 2∗∗∗

roe 5. 312 5 4. 977 5 5. 705 1 5. 175 4 2. 570 1∗∗

age 14. 139 8 11. 000 0 17. 454 0 19. 000 0 27. 645 1∗∗

表 5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实验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误差削减

(%)

t 检验

t 值 p 值

cash

growth

top

size

lev

roe

age

匹配前 0. 175 5 0. 218 1 -23. 0 -11. 72 0. 000

匹配后 0. 174 3 0. 177 6 -1. 8 92. 3 -0. 96 0. 335

匹配前 0. 211 5 0. 174 3 6. 9 3. 52 0. 002

匹配后 0. 211 8 0. 237 6 -4. 8 30. 7 -1. 91 0. 056

匹配前 55. 238 0 57. 589 0 -15. 4 -7. 88 0. 000

匹配后 55. 237 0 55. 407 0 -1. 1 92. 7 -0. 51 0. 609

匹配前 21. 707 0 22. 460 0 -56. 2 -28. 18 0. 000

匹配后 21. 708 0 21. 709 0 -0. 1 99. 8 -0. 06 0. 950

匹配前 0. 361 1 0. 499 3 -64. 5 -32. 67 0. 000

匹配后 0. 361 1 0. 359 6 0. 7 98. 9 0. 32 0. 751

匹配前 5. 206 9 5. 694 2 -6. 3 -3. 20 0. 001

匹配后 5. 210 3 5. 131 5 1. 0 83. 8 0. 47 0. 641

匹配前 14. 183 0 17. 469 0 -52. 8 -27. 33 0. 000

匹配后 14. 181 0 14. 187 0 -0. 1 99. 8 -0. 04 0. 970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匹配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一

步以图示表明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如图 4 显示, 匹

配后各变量观测值大多落在 0 附近, 分布更加均匀。
因此, 本文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较好, 匹配后的样本

更符合双重差分法适用的基本前提条件。
(三)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得到与实验组具有相似个

体特征的新的控制组之后,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模

型 (2) 进行估计, 以此考察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的

投资激励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的列

(1) 和列 (2) 是依次剔除了企业规模、 净资产收益

率、 成长机会和企业年龄的结果。 进一步, 本文在列

(3) 中加入了完整的控制变量, Treati×Postt 的回归结

roa

top

cash

age

size

lev

growth

0 20�20�40�60

Unmatched
Matched

图 4　 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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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加速折旧政策的

实施确实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从系数

上看, Treati×Postt 的系数为 0. 097 9, 这意味着相较

于非试点企业, 2014 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促

使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9. 79%。 此外,
本文还在列 (4) 中控制了省份与时间的交互项 Dct

以削弱不同省份经济形式的冲击给实验结果造成的不

良影响, 结果仍然显示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

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Ii,t / Ki,t-1

(1) (2) (3) (4)

Treati×Postt
0. 089 67∗∗

(0. 038 6)
0. 110 3∗∗∗

(0. 038 5)
0. 097 9∗∗

(0. 038 3)
0. 089 3∗∗

(0. 039 5)

cash
1. 635 3∗∗∗

(0. 184 3)
2. 437∗∗∗

(0. 263 9)
2. 244 2∗∗∗

(0. 245 7)
2. 230 9∗∗∗

(0. 245 4)

top
0. 008∗∗∗

(0. 001 4)
0. 010 3∗∗∗

(0. 001 4)
0. 009 5∗∗∗

(0. 001 4)
0. 009 6∗∗∗

(0. 001 4)

lev
-0. 577 8∗∗∗

(0. 140 8)
-0. 508 8∗∗∗

(0. 106 4)
-0. 506∗∗∗

(0. 103 1)
-0. 532 7∗∗∗

(0. 101)

size
-0. 030 1
(0. 033 0)

-0. 033 2∗∗∗

(0. 032 55)
-0. 036 9
(0. 032 4)

roe
-0. 023 8∗∗∗

(0. 002 9)
-0. 023 6∗∗∗

(0. 002 8)
-0. 023 3∗∗∗

(0. 002 8)

growth
0. 112 1∗∗∗

(0. 032 6)
0. 112∗∗∗

(0. 032 72)

age / /

Di YES YES YES YES

Dt YES YES YES YES

Dct NO NO NO YES

企业数 1 512 1 512 1 512 1 512

N 11 885 11 885 11 885 11 885

R2 0. 263 5 0. 280 3 0. 283 7 0. 297 5

　 　 注: ∗、 ∗∗、 ∗∗∗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

聚类标准误。 下同。

2. 稳健性检验。
首先进行安慰剂检验。 为了保障加速折旧政策实

施之前试点和非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存在显著

差异, 本文将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时间调整为最靠近

政策年份的 2012 年和 2013 年, 以此作为样本年份,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再次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表 7 的列

(1) 和列 (2) 结果显示, Treati ×Post2012 和 Treati ×
Post2013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

结论。
其次, 考虑到其他政策的出台对本文的政策评估

可能造成干扰,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以隔离相

关政策的干扰。 自 2004 年起, 我国陆续推进了增值

税转型改革, 此次改革允许纳税人将购进的固定资产

价值从销售额中扣除, 增加了增值税的抵扣力度。 因

此, 本文针对 2004 年在东北三省试点的增值税转型

政策, 在样本企业中剔除东北三省的企业数据。 结果

如列 (3) 所示, 可见 Treati×Postt 的回归系数仍然显

著为正。
再次, 由于不同行业的特性差异较大, 由此导致

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不尽相同, 因此本文将样本企

业聚焦于制造业行业, 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列

(4) 结果显示, 当以享受 2014 年加速折旧政策的制

造业行业为实验组, 未享受政策的制造业行业为控制

组时, Treati ×Postt 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 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最后, 本文进一步更换固定资产投资的衡量方

式, 采用 “ln (100×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上期总资产” ( Invest) 作为被

解释变量进行检测。 列 (5) 的回归结果显示 Treati×
Postt 的回归结果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从系

数上看, 加速折旧政策促使试点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了 13. 97%。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Ii,t / Ki,t-1 Invest

(1) (2) (3) (4) (5)

Treati×Postt
0. 097 7∗∗

(0. 039 4)
0. 168 3∗∗∗

(0. 045 7)
0. 139 7∗∗∗

(0. 04 8)

Treati×Post2012
0. 041 67
(0. 056)

Treati×Post2013
0. 064 35
(0. 0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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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Ii,t / Ki,t-1 Invest

(1) (2) (3) (4)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Di Dt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数 1 512 1 512 1 434 735 1 512

N 11 885 11 885 11 274 5 804 11 874

R2 0. 283 2 0. 277 9 0. 280 9 0. 310 6 0. 688 7

(四) 进一步讨论

1. 异质性分析。
一般而言,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 政府对国

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挤出部分民营企业信贷资源, 造

成民营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 企业规模越小, 信

息不对称程度越大, 获得的融资机会越少。 而金融市

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会因为良好的金融资源和金

融结构降低市场信息不确定程度, 从而缓解当地企业

的融资压力。 基于此, 本文借鉴王彦超 (2009) [12]、
Liu 和 Mao (2019) [13] 的研究方法, 将融资约束、 加

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 按照产

权性质、 企业规模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的融

资约束程度进行划分 (见表 8), 并依次进行异质性

分析。

表 8 融资约束企业划分标准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产权性质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企业

企业规模 上期期末总资产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 上期期末总资产在中位数以下的企业

金融市场发展程度† 位于 “金融发展程度” 指数中位数以上的企业 位于 “金融发展程度” 指数中位数以下的企业

　 　 注: † 借鉴沈红波等 (2010) [14]的方法, 本文采用 “各地区当年的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 各地区当年 GDP” 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

　 　 表 9 是按照融资约束的 3 个划分标准进行异质性

分析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就产权性质而言, 加速

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但从系数上看, 加速折旧政

策促使试点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4. 9%,
大于基准回归中的整体水平和国有企业水平, 且对于

民营企业的影响在统计上更显著, 说明政策对民营企

业的投资激励效应更显著。

表 9 融资约束企业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产权性质 企业规模 金融市场

国有 民营 大 小 发达 不发达

Treati×Postt
0. 080 4∗

(0. 047)
0. 149∗∗∗

(0. 057 8)
0. 042 1

(0. 052 6)
0. 126 7∗∗

(0. 054 5)
0. 079 8

(0. 052 9)
0. 124 2∗∗

(0. 053 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Di D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数 737 775 766 746 926 586

N 5 820 6 065 6 042 5 843 7 255 4 630

R2 0. 361 3 0. 241 9 0. 323 7 0. 256 5 0. 276 2 0. 29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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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企业规模而言, 加速折旧政策对小规模企业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系数上看,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促使试点小规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2. 67%, 大于基准回归中的整体水平, 说明政策对

小企业的助推作用更明显。 而加速折旧政策虽然对大

企业也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但结果并不显著, 说明对

于大规模企业, 政策的作用受到限制。
就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而言, 加速折旧政策对处于

发达金融市场和处于不发达金融市场的企业均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但从系数上看, 处于不发达金融市场

的企业所受到政策的影响更大。 加速折旧政策促使处

于不发达金融市场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12. 42%, 大于基准回归中的整体水平, 说明政策对

其作用效果更显著。
综合来看, 按照产权性质、 企业规模以及金融市

场发展水平划分的融资约束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融资

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对于民营、 小规模、 处于不

发达金融市场等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 加速

折旧政策将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 产生该结果的

原因可能在于, 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获取资金的壁垒

较小, 丰盈的资金来源使得企业的投资受到较小的制

约, 因税收优惠而增加的现金流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

低的企业而言影响较小。 而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

时, 企业的投资往往更加依赖于内部资金, 此时依靠

税收优惠政策将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 因此, 高融资

约束企业更易受到加速折旧政策的激励, 把握投资机

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2.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了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

策将通过释放企业现金流压力从而促进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影响机制, 表 10 报告了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本文借鉴祝继高和陆正飞 (2009) [15]的研究方法, 以

“(本期货币资金+本期短期投资-上期货币资金-上期

货币投资) /上期总资产” 衡量企业现金持有量

Dcash。 在 加 入 完 整 控 制 变 量 以 及 固 定 效 应 后,
Treati×Postt 的统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加速折旧税

收优惠政策将增大企业的现金持有量, 验证了理论分

析中提出的影响机制的存在。

表 10 影响机制检验

Dcash

(1) (2) (3)

Treati×Postt
0. 007 9

(0. 010 4)
0. 020 7∗∗

(0. 010 3)
0. 023 3∗∗

(0. 010 5)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Di YES YES YES

Dt YES NO YES

企业数 1 512 1 512 1 512

N 11 878 11 878 11 878

R2 0. 119 8 0. 200 5 0. 206 9

五、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1.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投资具有较强的激励

效应。
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投资。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2014 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促使试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9. 79%。
2. 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的影响存

在异质性。
在引入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

投资的关系后, 本文发现对于民营、 小规模以及处于

不发达金融市场等高融资约束企业而言, 加速折旧政

策对企业投资的助推作用更加显著。
3. 加速折旧政策将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 进而

促进企业投资。
加速折旧方法将通过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

的方式, 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抵税的时间分布, 帮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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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投资初期快速回流资金。 此外, 加速折旧政策还

将通过推迟企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而获得应当在当期

缴纳的税款的时间价值, 增加企业税收优惠总额现

值, 对企业产生财务豁免效益, 进而扩大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
(二) 政策建议

1. 进一步放宽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范围。
加速折旧政策仅仅调整了企业的纳税时间, 对企

业纳税总额的影响较小, 相应地, 对国家税收收入的

影响也较小, 但却有效地刺激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

意愿。 因此,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作为供给侧

改革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行。 考虑到制造业企业投资于

固定资产的比例大, 回收周期长, 目前政策已扩围至

全部制造业行业, 未来可进一步放宽加速折旧政策的

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 例如将政策扩围至现代服务业

或运用新材料和节能设备的产业, 日本 2020 年税制

改革便拟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关产业加大税收优惠力

度, 对投资于 5G 设备的相关支出, 企业有权选择

30%的特别折旧率或 15%的税收抵免①; 再如允许折

旧年限低于 10 年的设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等, 使政

策效果最大化。
2. 制定差异化加速折旧激励政策。
鉴于加速折旧政策对于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提振作

用更明显, 国家应该进一步制定针对不同企业规模、
不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加速折旧政策, 从而

更加准确的发挥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控作用。
目前我国加速折旧政策的设计仅仅区分了行业, 未来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

特殊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 首先, 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税收优惠力度。 例如法国 2019 年财政法规定针对

小企业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购

买的机器人设备、 3D 打印机等工业产品可享受 40%
的加速折旧扣除②。 其次, 针对由于各地不同的金融

市场发展水平给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差异化影

响, 笔者认为可以适当下放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权限,
各地政府可针对地方产业特色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制

定差异化的加速折旧政策, 从而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进一步释放当地企业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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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视角下的 PPP 项目绩效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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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规范 PPP 项目管理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双重背景下, 《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 (PPP) 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 (财金 〔2020〕 13 号) 如期出台, 此项制度的实施将对规范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工作、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以及保障合作各方合法权益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要看到, PPP 项目具有周期长、 交易结构复杂等特点, PPP 项目绩效管理

的不确定性问题突出。 笔者基于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中的目标管理、 指标管理、 评价标准、 绩效监控

等方面的研究, 指出 PPP 项目相关主体行为不确定性风险应予以重视。 为应对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

不确定性风险, 笔者从规范管理和创新管理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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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standardizing PPP project management and fully implementing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form,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 PPP )
projec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ere on schedu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elines is expect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standardizing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PPP projects throughout their life cycle,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PP projec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cycle and complex transaction structure, and the uncertainty of PPP projec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 promin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arget management, index management,
evaluation standard, performance monitor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PPP projec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uncertainty risk of the relevant subjects behaviors in PPP projec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order to manage the uncertain risks of PPP projec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uthors put
forward specific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wo aspects of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and innovative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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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绩效管理操

作指引》 (财金 〔2020〕 13 号) (以下简称 《指
引》 ) 的出台是我国 PPP 项目管理发展历程的重要

事件, 业界对其在规范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

理、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以及保障合作各方

合法权益方面给予厚望。 笔者认为, 《指引》 在规范

PPP 项目绩效管理方面有很大突破, 但同时应高度

关注 PPP 项目管理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问题。
自 2014 年以来我国正式提出并大力推进 PPP 融

资模式, PPP 项目无论是项目数还是投资规模都增

长很快。 从 2014 年到 2020 年 2 月末, 全国累计入库

项目 9 459 个、 投资额为 14. 4 万亿元; 累计落地项

目 6 420 个、 投资额为 10. 1 万亿元, 落地率为

67. 9%; 累计开工项目 3 764 个、 投资额为 5. 7 万亿

元, 开工率为 58. 6%①。 这些项目覆盖全国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项目涵盖

能源、 交通运输、 水利建设、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19 个一级行业, 这些项目分别处于准备、 采购、 执

行等阶段。
随着 PPP 项目的大规模增加, PPP 项目质量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为提升 PPP 项目管理效果,
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对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提出指

导性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 (发改投资 〔2014〕 2724 号)
强调, 鼓励推进第三方评价, 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

量、 质量以及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评

价结果向社会公示, 作为价费标准、 财政补贴以及合

作期限等调整的参考依据; 项目实施结束后, 可对项

目的成本效益、 公众满意度、 可持续性等进行后评

价, 评价结果作为完善 PPP 模式制度体系的参考依

据。 财政部 《关于印发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财政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财金 〔2016〕 92 号)
指出,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在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内, 按照事先约定的绩效目标, 对项

目产出、 实际效果、 成本收益、 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

绩效评价, 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提出评价意见。
财政部 《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综合

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财办金 〔2017〕 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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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管理库各阶段 PPP 项目数月度变化 (个)
　 　 资料来源: 财政部 PPP 中心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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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全国 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 2020 年 2 月报》, 2020-03-31, http: / / www. cpppc. org /
ptgg / 1611. 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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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的 PPP 项目不得入库①。
当然, 上述文件只提到要开展 PPP 项目绩效评价工

作, 至于如何开展等问题则并未明确说明。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推进也要求深入开展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 2018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

布了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

〔2018〕 34 号), PPP 被纳入预算绩效管理的范畴。
财政部办公厅发布 《关于征求对 〈政府和社会自办

合作 (PPP ) 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 (征求意见

函) 〉 意见的函》 (财办金 [2019] 39 号), 从总

则、 PPP 项目目标与指标管理、 PPP 项目监控、 PPP
项目绩效评价、 PPP 工作绩效管理、 附则等方面做

出规定。 2020 年 2 月 25 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印发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 (财预

〔2020〕 10 号), 就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和对象、
绩效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和方法、 绩效评价的组织管

理与实施、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及公开、 法律责任等问

题进行规定, 这为推进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提供

了政策依据。 2020 年 3 月 16 日, 财政部在征求社会

意见的基础上, 正式发布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 (财金 〔2020〕 13
号), 主要包括总则、 PPP 项目目标与指标管理、
PPP 项目绩效监控、 PPP 项目绩效评价、 组织保障、
附则等方面的内容, 该 《指引》 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

开始施行。
《指 引 》 将 PPP 项 目 绩 效 管 理 定 义 为: 在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开展的绩效目标和指标管理、
绩效监控、 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等项目管理活动,
即通常所讲的事前、 事中和事后全过程 PPP 项目

绩效管理②。 与一般公共项目 (如政府采购项目)
不同的是, PPP 项目具有时间长、 金额大、 主体

多、 交易结构复杂等特点,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复

杂程度比一般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复杂程度要高

(见表 1)。

表 1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与政府采购项目绩效管理的比较

政府采购项目 PPP 项目

绩效管理主体 政府 项目实施机构、 财政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及项目公司

绩效管理对象 供应商 项目实施机构及项目公司

绩效管理依据 采购合同等 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及各阶段的具体要求

绩效管理方式 以后评价为主 绩效监控、 绩效评价、 项目后评价以及重大项目的再评价, 全流程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结果应用 作为按效付费的重要依据 作为按效付费、 落实整改、 监督问责的重要依据

绩效管理周期 短 长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指引》 和相关文件整理。

《指引》 的出台对规范 PPP 项目绩效管理将产生

积极影响。 不过, 考虑到 PPP 项目具有周期长、 结

构复杂的特点, PPP 项目绩效管理在实践中也将面

临很多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 PPP 项目绩效管理能

否实现其规范管理、 提高公共项目质量效率效益以及

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预期效果, 仍有待观察。

二、 相关文献

从现有文献看出, 我国有关 PPP 项目绩效管理

研究是从预算绩效管理和 PPP 绩效管理两个层次展

开的。
关于预算绩效管理, 程瑜 (2014) [1] 研究了预算

绩效管理的模型构建、 起源、 存在的问题、 国内探索

以及建议等, 为国内预算绩效管理政策文件的出台提

供了有益参考。 李金珊和胡凤乔 (2018) [2] 指出绩效

预算制度的建立面临项目碎片化和重叠化、 部门间边

界不清晰、 部门内职责既独立又重合三个挑战, 并建

议充分利用信息数据技术、 逐步建立制度化的预算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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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包括: 通过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获得回报, 但未建立与项目产出绩效相挂钩的付费机制的; 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在项

目合作期内未连续、 平滑支付, 导致某一时期内财政支出压力激增的; 项目建设成本不参与绩效考核, 或实际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部分占比

不足 30%, 固化政府支出责任的。
不过, 纵观全文, 《指引》 更多强调 PPP 项目事中和事后的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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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价体系、 运用政策评价方法跨越项目之间和部门

之间的壁垒。 吴俊培和程文辉 (2018) [3] 构建了不完

全信息条件下的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模型, 分析了绩效

信息缺陷对财政、 部门博弈策略的影响及导致的后

果, 提出了整合项目预算、 优化绩效目标设置、 加强

与部门目标管理工作的协调、 构建部门间效率竞争机

制等建议。 马蔡琛和朱旭阳 (2019) [4] 分析了西方国

家新绩效预算面临的挑战, 指出立法机关的支持、 适

时的政府会计改革、 更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更致力

于绩效信息的使用, 对于中国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和建

立现代预算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颜周知等

(2019) [5]分析了财政大数据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价值, 并阐述了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下

持续推进财政大数据建设的策略, 如加强财政大数据

建设组织领导、 理论研究、 标准化建设、 培训宣传、
实践应用等。 陈凯和肖鹏 (2019) [6] 从目标设置理论

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实

践, 建议中国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中建立跨部门的绩

效管理机构, 绩效目标设定与部门中期规划相衔接,
构建完善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创新绩效评价工具,
加强绩效目标结果应用等。

国内关于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文献较少, 且多

集中在最近几年。 唐祥来 (2016) [7] 从生产绩效、 配

置绩效、 分配绩效和动态绩效四个维度分析了 PPP
模式治理绩效。 邹东升和包倩宇 (2017) [8] 基于公共

责任的视角探讨了城市水务 PPP 政府规制绩效指标

构建问题。 刘骅和陈涵 (2017) [9] 通过集成熵权法、
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与 Tobit 回归模型, 对 PPP 项目

绩效审计中存在的多投入、 多产出问题进行了效率性

评价。 马兵和王新 (2018) [10] 讨论了 PPP 项目绩效

考核参与主体问题, 分析了政府实施机构、 社会资

本、 社会公众、 咨询机构在绩效考核中的作用边界。
王浩之 (2018) [11] 以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PPP 项

目为例, 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支出进

行了绩效评价。 左雪和雷良海 (2019) [12]基于平衡计

分卡, 从财务与财政维度、 内部建设与运营维度、 利

益相关者维度、 可持续发展创新维度构建了全生命周

期的智慧城市 PPP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王泽彩

和杨宝昆 (2019) [13] 讨论了 PPP 项目绩效目标与绩

效指标体系的构建, 初步辨析了 PPP 项目绩效管理

与传统公共项目绩效管理的不同, 并结合中发

[2018] 34 号文的有关精神讨论了 PPP 项目目标和

指标体系的构建。 温来成和陈青云 (2019) [14]在分析

政府付费型 PPP 项目发展及绩效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通过

借鉴国外政府付费型 PPP 项目绩效管理经验提出了

完善性的政策建议。
《指引》 发布后不久, 中介咨询机构和社会资本

纷纷发表评论。 刘飞和郑大卫 (2020) [15] 从 PPP 项

目绩效管理主体、 对象、 依据、 方式和结果的应用五

个方面解读。 杨晓玲和韦文华 (2020) [16]、 周兰萍

(2020) [17]阐述了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意义。 徐向东

(2020) [18]强调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以产出

为核心。 颜立群 (2020) [19] 在肯定 《指引》 亮点的

同时, 也提出社会资本需要整改内容过多, 《指引》
专业术语过多可能导致推广实施过程面临障碍。

总体来看, 我国 PPP 项目绩效管理实际上沿袭

了预算绩效管理的思路, 以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涉及

等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重点是构建项目绩效考评的

目标指标体系。 《指引》 发布后不久, 国内更多的是

从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意义层面来讨论, 至于 《指
引》 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能否对 PPP 项目推动乃至

绩效管理和社会治理改革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等问题

的关注仍然不够。
在当前对 《指引》 出台给予厚望的背景下, 需

要对 PPP 项目绩效管理 “热” 的现象给予 “冷” 思

考, 即要客观分析和评估 PPP 项目绩效管理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 不忘 PPP 项目 “收益-风险” 不确定

性的 “初心”, 这样才能完成 PPP 项目绩效管理在提

高治理能力、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益以及实现各

方合作共赢的 “使命”。 笔者认为, 尽管国家发布了

《指引》, PPP 项目绩效管理仍有大量不确定性问题

需要研究, 首先从我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工作进程

来看, 地方特别是基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展并不很

顺利。 例如, 彭卓和丁琪琳 (2019) [20]通过对岳阳市

预算绩效管理的调查发现, 基层预算绩效管理存在制

度覆盖不完全、 制度的系统性较弱、 制度的权威性不

足、 制度执行缺乏刚性约束以及制度的可操作性有待

提升等问题。 陈少强 (2018) [21]在调研中也发现, 基

层普遍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具体操作感到困

惑, 对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也心存顾虑, 预算绩效

目标设置、 指标选择、 方法运用以及预算编制和执行

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基层对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热度不高,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无形阻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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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小觑。 其次是 PPP 项目较其他公共项目存在更多

的不确定性。 刘尚希等 (2017) [22] 指出, 在政社合

作模式中, 还可能存在政府、 社会资本将风险转嫁

和转移、 隐藏的情况, 累计起来可能放大风险。 由

此看来, 我国 PPP 项目绩效管理也将面临不确定性

问题。
为此, 笔者首先构建了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不确

定性的分析框架, 提出 PPP 项目绩效管理框架分析

的逻辑起点是不确定性, 分析了 PPP 项目绩效目标

管理、 绩效指标管理、 绩效标准以及绩效监控方面的

不确定性及其不确定性风险。 最后, 笔者就 PPP 项

目绩效管理不确定性风险提出建议。

三、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不确定性的分析框架

《指引》 沿袭了一般支出项目预算绩效考核思

路, 是一种目标指标确定性下的绩效管理模式, 但事

实是, PPP 项目在目标指标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
可以预见 《指引》 在执行过程中会面临不确定性的

挑战, 不确定性才是分析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逻辑

起点, 为此笔者提出构建一套基于不确定性的 PPP
项目绩效管理分析框架。

(一) 不确定性是分析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逻辑

起点

不确定性指行为主体在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

的某种决策的结果, 或者说, 只要行为主体的一种决

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种, 就会产生不确定性。 不确定

性不表明不可以预测未来, 而是表明其可以预测未来

发生负面事件的可能性。 不确定性有技术意义上的不

确定性, 有政治或社会保障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也有

认知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德国不确定性与风险研究专

家沃尔夫冈·波恩斯 (2017) [23]认为, 不确定性更多

体现为认知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 这种认知

上的不确定性更能反映当代社会对不确定性的理解。
不确定性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和基准点, 也

是 PPP 项目运行的重要特征。 PPP 的基本原理是社

会资本和政府在公共领域的长期平等合作 (见图 2)。
我国 PPP 相关制度规定, PPP 项目一般要经历项目

识别、 项目准备、 项目采购、 项目实施和项目移交五

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 PPP 项目运行都存在不确定

性。 例如, 在采购阶段, 政府会发现其选择的社会资

本的融资能力和诚信状况不如预期, 等等[23]。 关于

PPP 项目风险问题, 业界已有相关研究。 有的讨论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 如应益华和黄慧琼

(2017) [24]、 徐婉莹和谢柳芳 (2018) [25], 有的研究

PPP 项目融资风险, 如王凯宁 (2019) [26], 也有的

研究 PPP 项目财政或债务风险, 如马恩涛和李鑫

(2018) [27]、 陈少强 (201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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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PP 项目运行原理

PPP 项目的不确定性带来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

不确定性。 与传统的确定性管理思路相比, PPP 项

目绩效管理有鲜明的不确定性特色。 例如, 传统的公

共项目通过确定的目标和指标等进行管理, 而 PPP
项目不确定性管理的思路则更多评估相关主体的行为

或决策是否产生负面影响或者造成损失 (见表 2)。

表 2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不同思路

范畴 / 词语 确定性管理 不确定性管理

逻辑起点 确定性 不确定性

管理依据 各类政策文件 与预期的比较或对后果的影响

管理手段 目标指标等 评估行为或者决策

管理目标 实现预期目标 降低风险或损失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

(二)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不确定性的表现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不确定性的分类有多种。
按照绩效管理主体划分, 可分为政府层面绩效管理不

确定性和市场层面绩效管理不确定性; 按照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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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划分, 可分为项目指标不确定性、 目标管理不确

定性、 监控不确定性等; 按照阶段划分, 可分为准备

阶段不确定性、 采购阶段不确定性、 实施阶段不确定

性等。 为方便与 《指引》 相关部分对应, 笔者主要

分析 PPP 项目绩效管理内容层面上的不确定性问题。
1. PPP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不确定性。
(1) PPP 项目目标确立的不确定性。 PPP 项目

的目标包括产出目标和产出目标所取得的效益。 对于

PPP 项目而言, 其产出是相对明确的, 例如, 道路

类 PPP 项目的产出是道路, 具体内容包括道路的长

度、 标准、 工作期限等, 这些产出都是具体的, 但对

于道路所对应的效益而言, 则很难确定其产生的经

济、 社会和生态效果, 期间产出效益受各种因素的影

响而发生较大变化。 PPP 项目目标设置的不确定性

给未来预算绩效评估带来不确定性。
(2) PPP 项目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 项目设置

目标的不确定性带来项目实现的不确定性。 除此之

外, 还有诸多因素导致 PPP 项目目标经常与预期目

标差异很大, 这些因素有政策变化、 市场波动、 社会

资本融资变动以及法律调整等。 笔者了解到, 一些地

方因财政承受能力指标不达标而调整 PPP 项目实施

方案, 项目建设投资额等基本目标发生重大调整; 有

的 PPP 项目社会资本因资金链条断裂而违规融资挪

用项目资金, 导致项目无法推进; 也有的地方政府在

PPP 项目的前期阶段 (项目识别、 项目标准和采购

阶段), 发现国家政策已有调整, 如专项债的推出,
因而改用专项债而非 PPP 项目的方式推进公共项目,
导致 PPP 项目中断。 上述诸多不确定性, 均可导致

PPP 项目绩效目标难以实现。
2. PPP 项目绩效指标管理的不确定性。
在 PPP 预算绩效管理过程中该用什么指标, 不

该用什么指标, 指标与目标之间的逻辑勾兑关系是否

一一对应等问题, 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 地方政府和

社会资本在 PPP 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感到茫然。 在

许多情况下, PPP 项目绩效管理所需要的指标是咨

询机构编制出来的, 至于指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没

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此外, 由于在项目前期社会资本

方没有参与指标设计, 前期设计的 PPP 项目绩效指

标可能对于社会资本并不适用, 这也给未来的 PPP
项目绩效管理带来不确定性。

3. PPP 项目绩效标准管理的不确定性。
PPP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评估标准在以下方面存

在不确定性: 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 数据缺失、 标准

不统一等原因导致地方在 PPP 项目绩效评估中缺乏

统一标准或者压根就没有标准。 对此, 地方政府和社

会资本的反应十分强烈。 例如, 在道路 PPP 项目中,
对于项目投资标准是基于本地近年来类似项目的招投

标项目投资的均值还是基于上级政府有关文件? 道路

养护标准究竟是多少元每平方米, 其依据是什么等问

题, 经常没有明确的说法。 二是 PPP 项目评估标准

涉及价值判断。 预算绩效有定量标准, 也有定性标

准, 如科学合理、 公平公正等。 定性标准涉及价值判

断, 不同评价主体对同一评估对象的评价结果可能不

同, 同一评价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同一评估对象的评价

结果也可能不同。 例如, 在交通类 PPP 项目绩效评

价过程中, 有时将安装监控摄像头并获取交通部门收

费 (收入) 作为交通类 PPP 项目使用者付费的一个

渠道, 这种绩效考核标准的制度设计将因此带来社会

伦理问题, 即, 处罚收入是多一些好 (利于降低财

政支出压力) 还是少一些好 (表明公民素质提高以

及交通状况改善)? 总之, PPP 项目绩效标准的不确

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PPP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

的结果。
4. PPP 项目绩效监控的不确定性。
PPP 项目绩效监控是指对 PPP 项目日常运行情

况及年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的跟踪、 监测和管

理, 主要是对 PPP 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目标保

障措施、 目标偏差和纠偏情况等的监控。 从 《指引》
要求来看, 项目实施机构是根据项目合同的规定定期

开展 PPP 项目绩效监控, 项目公司 (社会资本) 负

责日常绩效监控。 具体而言, 就是项目公司 (社会

资本) 负责报送, 项目实施机构负责反馈、 纠偏与

报告。
《指引》 提到 “偏差原因涉及自身的, 项目实施

机构应及时纠偏; 偏差较大的, 应撰写 《绩效监控

报告》 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 但项目实施

机构能否做到及时纠偏, 是否有动力及时纠偏等问

题, 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毕竟, PPP 项目实施机构

习惯于 “管理” 社会资本, 对于自身的问题进行纠

偏存在动力不足。 而对于项目实施机构没有及时纠偏

的现象如何处理, 以及项目公司 (社会资本)、 财政

部门以及上级政府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监控项目实

施机构及时纠偏等等问题, 都缺乏一套体制机制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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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指引》 也指出 “项目实施机构应将 PPP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报送相关主管部门、 财政部门复

核”, 但在实际过程中, 财政部门更多的是关心预算

执行情况, 而主管部门则关心项目执行进度情况, 这

就出现 “预算管理” 与 “绩效管理” 相脱节的现象。
此外, 郑德琳 (2018) [29]指出, 长期对项目绩效监控

不重视、 绩效监控的法律法规待完善以及绩效信息未

能充分利用共享等原因, PPP 项目绩效监控效果也

面临不确定性。

四、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

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致风险, 也会产生机遇和收

益, 只有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做出的行动或者决策才有

风险。 不确定性能否构成风险, 要看是否有相关的行

动和决策。 波恩斯 (2017) [23]认为, 行动与决策是先

于风险的, 这是风险概念的首要特征。 就 PPP 项目

绩效管理而言, 需要分析 PPP 项目相关主体行为或

者决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 PPP 项目绩效管理过程可能流于形式

《指引》 为国内 PPP 项目绩效管理提供了操作框

架,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流于形式, 主要表现在:
在 PPP 项目目标和指标管理环节, 由于政府的

强势地位, 目标指标的编制更多体现了政府意图, 对

社会资本权益可能关注不够。 在后期谈判阶段社会资

本可以争取部分权益, 但社会资本为了拿下项目通常

在绩效目标指标考核方面选择让步, 导致 PPP 项目

目标指标考核在更多情况下有益于政府而非社会资

本, 这为日后 PPP 项目运转及绩效管理埋下隐患。
同时, 绩效目标指标诸多不确定性也导致政府和社会

资本在项目识别、 项目准备、 项目采购乃至项目实施

阶段避重就轻, 多用定性指标、 少用定量指标, 这也

导致后期项目绩效管理流于形式。
在 PPP 项目绩效监控环节, 由于政府相关部门

(实施机构、 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等) 协调配合的动

力不足, 加之信息交流不畅等原因, PPP 绩效监控

更多的是政府对社会资本 (项目公司) 的监控, 社

会资本 (项目公司) 对政府的监控也较多流于表面。
(二) PPP 项目绩效管理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指引》 的初衷是规范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

管理工作、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以及保障合

作各方合法权益, 但笔者通过对相关主体行为的分析

发现, PPP 项目绩效管理结果可能与之前的预期相

差较大。
1. 制度粗放导致 PPP 项目绩效管理内容不全。
从 《指引》 的内容看, 整体上仍然较粗, 一些具

体的内容没有涉及, 这将影响 PPP 绩效管理工作的完

整性。 一是特定行业 PPP 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缺乏。
《指引》 只是提供了 PPP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的一般框

架, 对于特定行业的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 行业标准、
建设期和运营期的确定、 PPP 项目交易模式选择等问

题没有涉及, 这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操

作。 二是缺乏片区开发类 PPP 项目绩效管理制度。
《指引》 更多针对单体 PPP 项目绩效管理, 而对片区

开发类 PPP 项目 (如小城镇 PPP 项目、 综合一体化

PPP 项目等) 的绩效管理制度规定不够。
2. 责任缺位导致 PPP 项目绩效管理进展不顺。
《指引》 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了项目实施机构、

财政部门、 主管部门和社会资本方的绩效管理职责

(见表 3), 这为推进 PPP 项目绩效管理提供了制度

保障。

表 3 PPP 项目绩效监控相关主体职责划分

序号 责任主体 职责内容

1 项目实施机构
具体开展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 包括编制绩效目标与指标、 开展绩效监控与绩效评价工作、 根据绩效结

果及财政部门安排的支出及时付费履约, 以及统筹开展整改工作, 及时公开绩效评价结果等相关工作。

2 财政部门

PPP 项目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业务指引及再评价、 后评价工作, 包括审核实施机构报送的项目绩效目标与

绩效指标、 复核实施机构报送的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移交完成后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绩效评价 (后评

价) 指标体系、 开展 PPP 项目后评价工作、 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项目绩效管理工作相关制度和共性指

标框架, 以及可对重大项目进行再评价。

3 行业主管部门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绩效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建立健全本行业、 本领域核心绩效指标体系, 明确绩效

标准; 合规履行预算编制、 申报和执行程序; 加强与财政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4 项目公司 (社会资本) PPP 项目日常绩效监控

　 　 资料来源: 笔者基于 《指引》 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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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也注意到, 有关 PPP 项目主体履职不到位

导致 PPP 项目绩效管理在内容、 进展、 质量等方面

存在风险 (图 3)。 许航敏和马忠华 (2019) [30]认为,
当前我国地方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存在主体责

任错位问题, 这种责任主体和主体责任不清晰的现象

在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中也多处可见。 就 PPP 项目绩

效管理而言, 相关主体责任不到位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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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PPP 项目绩效管理责任存在缺位现象

(1) 上级政府监督责任不到位。 从 《指引》 的

附件来看, 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负责 PPP 项目

指标和目标共性框架的设计, 地方政府则负责 PPP
项目具体指标设计, 并向上级政府提供 PPP 项目绩

效管理相关资料, 上级政府可以通过 PPP 项目库相

关信息对下级政府 PPP 项目管理情况进行督导和检

查。 但是, 由于 PPP 项目信息不对称, 上级能够获

得的资料通常只是项目库上有限的资料和下级政府提

供的上报材料, 上级政府所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加

之审查资料和审查标准缺失, 上级政府难以对下级政

府 PPP 项目绩效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
上级政府更多地认为, PPP 项目绩效管理属于地方

事权, 上级政府一般不干涉, 这也客观上导致上级政

府的监督 “缺位”。
(2) 基层政府履职不到位。 如前所述, PPP 项

目绩效管理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 基层政府在实际操

作中有畏难情绪, 更多的是倾向于等上级指示, 同

时, 基层地方政府也担心因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

不当而被问责, 倾向于将自身应当履行的监督和评估

等职责 “甩锅” 给咨询机构, 主管部门和实施机构

干脆充当 “甩手掌柜”, 这样既避免了因 “不作为”
的懒政作风而被问责, 又完成了 PPP 项目绩效管理

任务。 基层政府这种看似职责到位的背后, 隐藏着

PPP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的形式主义和变形及其带来

的资源浪费。
(3) 政府部门内部责任不到位。 从政府 “三定

方案” 来看, 政府部门职责是清晰的, 但在 PPP 项

目绩效管理实际执行过程中, 可能仍然存在政府部门

职责不到位问题。 例如, 在财政部门内部, 预算、 国

库、 绩效管理、 财政监督、 会计、 资产等部门如何协

同, 《指引》 也没有明确提出, 这种责任分工上的

“隐性模糊” 也可能导致 PPP 项目绩效管理工作出现

相互推诿。
3. 激励不足导致 PPP 项目绩效管理质量不高。
总体而言, 我国 PPP 项目绩效管理是自上而下

开展的。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更多的是负责执行上面

的制度, 上级政府规定做什么, 地方政府就执行什

么; 上面规定什么目标和指标考核, 地方政府就按照

什么目标和指标考核, 缺乏创新性; 上面没有规定

的, 地方就等着上面有了规定再做; 或者, 照葫芦画

瓢, 简单模仿外地做法, 而不管外地做法是否真正称

得上是经验以及经验是否适合本地实际。 对于 PPP
而言, 其本身就是一项创新, 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公

共领域合作, 双方需要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也需要

双方大胆探索。 但从时间节点来看, 本次 《指引》
是之前国家防控债务风险和加强项目库管理情况下出

台的, 地方政府对项目严格管理记忆犹新, 依然担心

因创新而被问责, 激励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

足, 进而影响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质量。

五、 应对 PPP 项目绩效管理

不确定性风险的建议

伯恩斯 (2017) [23]在考察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历

史演变中发现, 现代社会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有两种方

式可供选择: 一种是通过概率统计来识别和降低不确

定性; 另一种是通过新的不确定性来应对不确定性,
这是一种新的风险文化, 是能够区别 “风险类型”,
且在处置不确定性时, 不只是依靠控制和可测性, 还

依靠信任、 经验和直觉。 有关新时代风险特征及 “新
风险” 应对的更多讨论, 可参阅 Krüger 和 Russ-Mohl
(1991)[31]、 Bavarian (1993)[32]、 Morgan 等 (2002)[33]、
Renn 等 (2007)[34]以及 Lundgren 和McMakin (2008)[35]。
笔者认为, 就 PPP 项目绩效管理不确定性风险防范

而言, 也可以分为两种路径: 一是注入确定性, 即通

常意义上的制度建设和规范管理; 二是体现灵活性,
即回归 PPP 的初衷和本源, 为相关方面的合作创新

赋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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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 PPP 项目绩效管理注入确定性

1. 保障 PPP 项目目标指标更加切合实际。
当前 《指引》 更多的是提供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

框架, 专业化的目标和指标体系有待细化, 建议国家

有关部委与社会力量一道, 进一步细化 PPP 项目行业

性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 制定 PPP 项目行业性绩效目

标指标操作指南。 地方政府也要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

本级政府 PPP 项目目标指标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以保

障 PPP 项目目标指标更加精细化和符合实际。
2. 推进 PPP 项目绩效标准的统一和科学。
为保障 PPP 项目绩效标准的统一性和科学性,

建议加快 PPP 项目绩效标准建设, 做好项目绩效标

准的分类, 通过财政项目库和 PPP 项目库的互联互

通实现预算、 资产、 债务、 财务会计等信息实时共

享, 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的运用, 加

快获取和匹配 PPP 项目相关数据的标准, 逐步实现

PPP 项目绩效标准的统一性和科学性。
3. 保障 PPP 项目绩效监控落实到位。
建立 PPP 项目绩效监控的任务清单落实制度,

将各相关主体的监控责任、 监控环节、 监控结果运用

的情况落实到位。 本级政府层面要对 PPP 项目绩效

监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同时将 PPP 项目绩效

监控情况向社会公布和反馈, 接受社会监督。
4. 夯实 PPP 项目相关主体的风险责任。
强化 PPP 项目各方的 “风险意识” 和 “为风险

担责” 的理念, 建议采用清单式的管理方式 (包括

负面清单管理), 进一步明确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
政府部门内部、 部门 (如财政部门) 内部各科室的

权责关系, 以及政府、 中介咨询机构和社会资本在绩

效管理中的权责关系。
(二) PPP 项目绩效管理要体现灵活性

传统意义上的通过控制、 约束的方式应对不确定

性风险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建议在注入 PPP 项目

绩效管理确定性的同时也注入灵活性, 通过创新来解

决传统 PPP 项目绩效管理的不足。
1. PPP 项目目标指标管理体现灵活性。
(1) 传统的 PPP 项目确定性的目标指标管理需

要改进。 这种目标指标管理思想源于现代著名管理学

家德鲁克 1954 年提出的目标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简称为 MBO) 理论。 笔者认为, 现有

PPP 项目目标绩效管理过度依赖于绩效目标管理的

倾向容易陷入两个误区。 首先是管理对象的误区,
PPP 项目一般都是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项目, 其目

标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主体的目标, 简单照搬照抄市场

主体的目标容易出现 “东施效颦” 问题。 其次是管

理理论本身的误区。 宫向阳和李兰芬 (2012) [36] 发

现, 德鲁克在强调目标管理重要性的同时, 也同样强

调了创新性社会管理, 这一点常常为业界所忽视。
(2) 建议在为 PPP 项目目标指标绩效管理注入

确定性的同时, 还需要注入灵活性和创新性。 具体建

议有: 一是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目标指标协商机

制。 在签署 PPP 项目合同之前, 鼓励政府和社会资

本充分磋商, 就 PPP 项目目标、 指标、 标准等各方

面的规定充分交流, 必要时也可及时修改之前不合理

的设置, 保障 PPP 项目绩效目标指标等能够顺利实

施。 二是适应 PPP 项目发展需要, 研究制定片区类

PPP 项目的绩效管理办法。 三是鼓励地方大胆探索,
赋予地方更多的 PPP 项目绩效管理权能, 允许地方

大胆探索通过关键性指标而非 “大而全、 小而全”
的目标指标进行考核。

2. PPP 项目绩效监控体现灵活性。
由于 PPP 项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其绩效监控

也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要根据 PPP 项目建设和运

营实际灵活调整。 例如, 受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

期的冲击, 政府及时通过与社会资本的协商而非教条

式执行制度来解决合作中的矛盾和问题, 及时调整

PPP 项目绩效监控结果, 充分体现 PPP 项目绩效监

控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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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结构、 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
Financial Structure,Asset Price and Inflation of China

张　 琳
ZHANG Lin

[摘　 要] 笔者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方法相结合, 首次研究中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下, 以

股价和房价作为表现形式的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及金融结构在此影响途径中的作用。 首

先, 理论分析表明: 资产价格会通过多种渠道及金融结构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金融结构在影响途径

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其次, 结合理论机理及中国现实, 将金融结构因素纳入到研究中, 基于全新的变

量选择与模型设置的多组 VAR 与 SVAR 模型实证结果均表明: 除货币供给因素外, 中国股价和一线

城市 (而非全国) 房价均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房

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线城市房产的财富效应已超过替代效应。 而中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在

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过程中, 在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均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金融结构　 资产价格　 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30. 3 F820.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 (2020) 08-0024-09

Abstract: Under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banking system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sset prices represented by stock prices and house prices on inflation,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structure in this impact pathway by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Firstly,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asset prices will have impact on inflation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s. What cannot
be ignored is the role of financial structure in the impact pathway. Secondly, combin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Chinas reality, financial structure factor is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multiple VAR and SVAR models which based on the new variable selection and model setting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money supply, both stock price and house price in first-tier cities (not nation) of China,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flation. The influence of stock price on inflation is greater than the influence of
house price on inflation, and the wealth effect of house price in first-tier cities has exceeded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banking system of China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restrainting
the extent and duration of the impact of asset prices on infl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structure　 Asset price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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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广义的金融资产, 除股票等传统非货币金融资产

外, 还包括房地产。 众所周知, 资产价格在从次贷危

机到金融危机再到 2008 年经济危机的过程中, 既是

根源同时又起到了放大作用。 当前, 世界经济增长乏

力、 贸易摩擦加剧、 金融市场动荡, 进一步扩大了中

国经济下行风险。 国内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

居民财富的不断上升, 资产需求不断增大; 又由于住

房市场化下房价已大幅走高, 股票市场曾阶段性繁

荣, 因此股票和房产逐渐成为居民资产选择的对象。
股价和房价已积累了较大的风险和泡沫, 一旦资产价

格泡沫破灭将会给经济带来动荡。 同时, 资产价格波

动亦存在通货膨胀隐患。
关于资产价格是否对通货膨胀存在影响, 以及存

在怎样的影响,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 关于股票价格

与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的成果

中 ( Fisher, 1930[1]; Modigliani 和 Cohn, 1979[2];
Feldstein, 1982[3]; Rapach, 2002[4] ), 国内的研究

较少。 而侧重于房地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方面,
国外 Goodhart (2001) [5] 较早进行了研究。 国内较具

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段忠东 (2007) [6] 研究发现, 仅

在长期房价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正反馈作用机制。 此

后, 段忠东 (2012) [7]认为房价对未来产出与通胀的

影响具有门限效应。 戴国强和张建华 (2009) [8] 运用

ARDL 模型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资产价格波动影响

通货膨胀, 但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差异较大, 房

地产价格和汇率两个指标作用显著, 股票作用较弱。
唐志军等 (2010) [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 我国房地产

价格增长速度上升 1 个百分点, 通货膨胀率则上升

0. 118 个百分点, 且通货膨胀率对房价波动冲击的响

应比较小。 侯成琪和龚六堂 (2012) [10]研究了住房价

格是否应该纳入通货膨胀的统计范围, 指出从度量生

活成本的角度来看, 应该将住房价格纳入 CPI 的统计

范围; 从执行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 考虑到核心通货

膨胀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 研究了住

房价格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 发现住房价格对我国

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微乎其微。 纪敏等 (2012) [11]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房价对通

货膨胀存在显著影响, 但没有证据表明股价影响到

物价水平。 此外, 张建波等 ( 2011) [12]、 莫志宏

(2011) [13]、 王益君 (2016) [14] 等均对该问题进行了

讨论, 同样得出了不同结论。

另有一部分研究则结合是否应该将资产价格纳入

货币政策进行考量。 易纲和王召 (2002) [15] 认为中

央银行在考虑货币政策制定时应同时考虑股市价格

和商品与服务的价格, 但也不应该迁就股市。 郭田

勇 (2006) [16]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肯定了资产

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 金融稳定的影响和在央行制定

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论证了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

调控目标存在的困难, 认为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
改进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是我国央行的现实选择。 汪

恒 (2007) [17]实证分析了资产价格对我国传统核心通

货膨胀指数的修正作用, 并通过一个动态凯恩斯模型

在加入通货膨胀钉住策略约束后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
经修正后的新指数可以使既定的货币政策更有效。 王

虎等 (2008) [18]认为央行可以将金融资产价格作为参

考指标, 用以帮助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和通货膨胀变

动趋势, 从而充分发挥金融资产价格的指示器作用。
赵进文和高辉 (2009) [19]、 李成等 (2010) [20] 均在货

币政策利率反应函数下, 认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

应关注资产价格因素。 陈继勇等 (2013) [21]实证分析

得出股票、 房地产价格波动均隐含了一定程度的未来

产出和通货膨胀信息, 中国货币政策事实上对资产价

格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反应; 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在必要

时应干预资产价格, 在条件完备时甚至可以盯住房地

产价格。 侯成琪和龚六堂 (2014) [22]通过动态随机一

般均衡模型的研究表明, 货币政策冲击是决定我国住

房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 因此应该从货币政策入手来

平抑住房价格波动。 谭政勋和王聪 (2015) [23]认为我

国货币政策应该对房价波动做出间接反应, 这有利于

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及经济的稳定性。 王频和侯成琪

(2017) [24]则证明了政府是否能够引导公众形成正确

的预期对住房价格和宏观经济影响的重要性。
诚然, 现有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但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 (1) 现有研究均忽视了不同金融结构

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上的不同作用。 关于金融

结构这一重要影响因素, 存在着严重的研究空白。
(2) 现有的实证研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降低了研

究结果的意义。 实证研究普遍缺乏理论基础, 模型设

置及变量选取并不符合深层次的理论机理和中国现

实; 样本区间选择不够合理, 没有剔除股价在经济危

机中过度波动造成的扰动实证结果的问题; 房价相关

统计数据起步较晚、 样本数量较少, 严格来讲现有部

分实证研究并不具备统计学条件。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1) 首次将金融结构融

入到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中。 将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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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纳入到传统的影响渠道, 考察中

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在此影响途径中的作用,
弥补研究空白。 (2) 基于全新的变量指标选择及模

型设置。 与其他研究普遍采用 M2 指标不同, 本文采

用 M1 作为货币供给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指标, 并

通过引入信贷指标作为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变

量, 将结构变量纳入到传统研究中, 比较研究金融结

构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途径中作用的同时, 对

货币供给形成补充。 (3) 现阶段, 中国并非所有城

市的房产都具有投资性, 因此, 本文区分全国房价和

一线城市房价分别进行考察, 从而得出更准确的影响

范畴。 且为避免经济危机中资产价格过度震荡带来的

扰动, 本文采用 2011—2019 年相对稳定时期, 同时

也是中国公布房价相关指标以来超过 100 组样本的完

整样本区间。 (4) 研究方法上, 基于 VAR 与 SVAR
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赋予经济变量理论基础和现实意

义的同时, 通过不同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多种途径更

好地进行比较及解释。
基于以上几点, 本文在中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

结构下, 理论与经验相结合, 分析中国资产价格对通

货膨胀的影响, 以及金融结构在此影响途径中的作

用, 从而形成具有较高理论意义及实际应用价值的开

创性研究。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

研究; 第三部分为基于 VAR 与 SVAR 模型的实证研

究; 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资产价格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资产

需求理论认为, 资产需求数量会受到财富和其他替代

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 风险及流动性的影响。 资产

需求数量的变化, 导致资产价格波动; 现实经济生活

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而这又是羊群效应的根源。
二者会加剧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导致其偏离基本价

值。 在金融市场中的典型体现是, 当资产价格下跌

时, 投资者会因为缺乏有效信息而产生恐慌心理, 促

使人们跟风抛售资产, 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而

在信贷可得情况下, 大量的资金则会追逐数量相对稳

定的资产, 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
而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传统理论认

为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 具体表现为: 其一, 消费

渠道———财富效应。 资产价格的波动可以带来财富效

应, 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来源于股票价格波动导致的

持有者财富变化, 从而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在房

地产市场中, 房屋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同时具备必需

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 因而具有不确定性。 房价上

涨的情况下, 若将其视作投资品, 财富效应与股票相

同; 但若将其作为必需品, 则需要为购房增加储蓄,
对当期消费产生替代效应。 所以房价究竟对消费产生

怎样的影响, 取决于其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对比。
其二, 投资渠道———托宾 Q 效应。 当股票和房产作为

一种权益时, 其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公司市场价值与资

产重置成本之比, 即托宾 Q 值升高, 从而增加投资需

求。 其三, 信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 为影响经

济的又一重要途径。 当资产价格上升时, 企业净值上

升、 道德风险降低、 借款能力上升, 更容易获得银行

信贷, 从而扩大投资。 三种渠道均通过引起总需求发

生变动从而影响通货膨胀。
除此以外, 本文认为, 不容忽视的是: 金融结构

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途径中的作用。 不同类型

的金融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不同,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渠

道及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金融市场主导型融资结构

中, 金融市场对经济的影响更大, 资产价格对通货膨

胀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 银行主导型融资结

构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

的抑制作用。 而且在银行体系主导的金融结构下, 信

贷效应比其他效应更明显。 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更为

直接的影响是, 银行会因为企业净值的上升而扩大信

贷规模, 从而增加经济中的投资和需求。 即在银行主

导型金融结构下, 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

多地体现在信贷渠道上。

三、 实证研究

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是非常规货

币政策, 对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生了剧烈影响。 在

货币政策时滞的作用下, 2012 年经济逐渐进入相对

稳定的阶段, 通货膨胀亦相对稳定。 但即便如此, 股

价和房价仍然处于剧烈波动之中。 如图 1 中左图所

示, 逐渐走出危机以后, 在 2014 年年中开始的一年

里, 上证指数从不足 2000 点急速拉升至 4600 点, 之

后股指迅速下跌。 2016 年股指逐渐回升, 但随后的

2018 年起又由于中美贸易战等因素, 股指再度下挫。
而右图显示, 全国房价指数和一线城市房价指数表现

出一定程度的共同波动性, 但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明显

高于全国房价涨幅。 在 2014 年和 2017 年全国房价涨

幅约 10%的阶段, 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超过 20%, 甚

至达到 34%。 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增长过程之后,
以及 2017 年在国家抑制房价的宏观调控作用下, 房

价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 从直观图中可以看到,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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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在 2012—2016 年与房价同

向变化, 之后相关性相对较小。
接下来, 本文根据理论分析及现实情况, 基于向

量自回归 VAR 模型和结构向量自回归 SVAR (Struc-
tural VAR) 模型, 对中国银行体系主导的金融结构

下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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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股价、 房价与通货膨胀

(一) 变量与模型

本文的变量与指标的选取及模型设置, 具有诸多

创新之处: 其一, 以往研究均以广义货币 M2 作为货

币供应量指标, 考察货币供给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

响。 然而, 由于不同层次的货币的流动性是不同的,
对通货膨胀直接作用的是狭义货币 M1 而非广义货币

M2, 即有必要区分货币层次进行研究。 因此, 本文

采用 M1 指标作为通货膨胀的货币供给影响因素。 其

二, 本文引入信贷指标作为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变量, 将结构变量纳入到传统的模型中。 一方面,
作为对之前模型以 M1 描述货币供给形成补充, 进

行稳健性检验。 采用信贷而不是准货币的另一个原

因是, 信贷变量可以更好地解释房价。 另一方面,
在理论研究中已初步得出, 在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

下, 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

信贷效应上, 且对该影响过程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

抑制作用。 因此, 通过引入描述我国银行主导型融

资结构的信贷变量, 比较研究金融结构在资产价格

对通货膨胀影响途径中产生怎样的作用。 其三, 由

中国房价现实情况可知, 全国房价与一线城市房价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并非都具有投资属性。 因此,
本文分别考察全国房价和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

的影响。
1. VAR 模型。
基于以上考虑, 构建分析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

响的 VAR 模型如下:

CPI=C+γ1M1+β1HOUSE+β2STOCK+μ (1)
CPI=C+γ1M1+γ2CREDIT+β1HOUSE

+β2STOCK+μ (2)

其中: 被解释变量通货膨胀指标以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CPI) 衡量。 解释变量中, 控制变量为狭义货币供

给 (M1) 和作为中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下

信贷因素变量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CREDIT)。
将房价分为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

数 (HOUSE) 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HOUSE1) 进行对比, 股价 ( STOCK) 则通过上证

指数来衡量。
2. SVAR 模型。
在基于 VAR 模型的经验研究之后, 进一步地,

本文继而采用 SVAR 模型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从

而减少被估计的参数, 从 VAR 模型的复合冲击中分

离出变量的结构性冲击。 以此解决房价、 股价对通货

膨胀影响的结构性问题, 最终赋予经济变量理论基础

和现实意义及解释。
SVAR 模型的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Xt =

CPIt
M1t

CREDITt

HOUSEt

STOC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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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ɛ1t、 ɛ2t、 ɛ3t、 ɛ4t、 ɛ5t分别为作用在 CPI、 M1、 信贷

(CREDIT)、 房价 (HOUSE) 和股价 (STOCK) 五个

变量上的结构式残差, 即结构性冲击。 ɛt是协方差为

单位矩阵的白噪声向量, 即 ɛt ~VWN(0, In)。
SVAR 模型需要对结构式施加 n(n-1) / 2 个约束

条件才能识别出结构冲击, 根据前文中的理论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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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模型实证结果, 做出如下识别约束设置: M1 为

影响 通 货 膨 胀 ( CPI ) 的 货 币 因 素, 而 信 贷

(CREDIT) 对 CPI 并不存在直接的影响, 因此 b13 =
0。 而 需 要 研 究 的 是 房 价 ( HOUSE ) 和 股 价

(STOCK) 对通货膨胀 (CPI) 的影响, 以及银行主

导融资体系型金融结构在此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抑制

的问题, 即 B 矩阵中的 b14、 b15。 M1 与 CPI 二者之

间存在相互的影响, M1 增加会带来 CPI 上升的同

时, CPI 的上升也会带来更多 M1 层次的货币需求

(即 b2 1)。 资产价格 (包括房价和股价) 的财富效应

通过 M1 进行传递 (b24、 b25)。 如理论分析所述, 股

价上升带来的企业净值上升等影响, 会通过信贷渠道

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b35)。 通货膨胀 (CPI) 上升

的阶段, 一般为经济繁荣阶段, 亦会体现到房价

(b41) 和股价 ( b51) 上。 除此以外, 其余变量之间

均不存在当期影响, 即 b31、 b32、 b34、 b42、 b43、 b45、
b52、 b53、 b54均为 0。

数据方面, 为避免资产价格在经济危机中的过

度波动对统计造成影响, 本文采用 2011 年至 2019
年 6 月的相对稳定时期, 同时也是中国公布房价相

关指标以来超过 8 年的完整样本区间, 对超过 100
组样本数量进行分析。 所有数据均来自 wind 数据库

及中国统计局网站。 进行实证前对数据进行取对

数、 滤波等前期数据处理。
(二) 模型检验

首先, 根据表 1VAR 滞后阶数选择准则, 确定模

型的滞后期为 2 期。
其次, 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初步说明 (见表 2),

在 10%的水平上, 货币供给 (M1)、 股价 (STOCK)
与通货膨胀 (CPI) 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而全国房

价 (HOUSE) 与通货膨胀 (CPI) 并不存在格兰杰因

果关系。 因此, 结合上文直观图表明的我国一线城市

房价远高于全国房价的事实, 我们尝试将房价替换为

一线城市房价 (HOUSE1) 进行检验。

表 1 VAR 滞后期的确定

内生变量: CPI M1 HOUSE STOCK 内生变量: CPI M1 HOUSE1 STOCK

外生变量: C 外生变量: C

样本: 2011M01 2019M06 样本: 2011M01 2019M06

所包含的观测值: 96 所包含的观测值: 96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1 204. 75 NA 0. 00 -25. 02 -24. 91 -24. 97 1 157. 82 NA 0. 00 -24. 04 -23. 93 -23. 99　

1 1 520. 42 598. 45 0. 00 -31. 26 -30. 72 -31. 04 1 450. 84 555. 52 0. 00 -29. 81 -29. 27 -29. 59

2 1 633. 24 204. 48 4. 16e-20∗ 33. 28∗ -32. 31∗ -32. 89∗ 1 548. 56 177. 12 0. 00 -31. 51 -30. 55∗ -31. 12∗

3 1 643. 11 17. 06 0. 00 -33. 15 -31. 76 -32. 59 1 560. 45 20. 55 0. 00 -31. 43 -30. 04 -30. 86

4 1 654. 28 18. 38 0. 00 -33. 05 -31. 23 -32. 31 1 569. 63 15. 11 0. 00 -31. 28 -29. 47 -30. 55

5 1 668. 00 21. 44 0. 00 -33. 00 -30. 76 -32. 09 1 587. 62 28. 11 0. 00 -31. 33 -29. 08 -30. 42

6 1 694. 14 38. 67∗ 0. 00 -33. 21 -30. 54 -32. 13 1 621. 99 50. 85∗ 2. 09e-19∗ -31. 71∗ -29. 04 -30. 63

表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样本: 2011M01 2019M06 样本: 2011M01 2019M06

滞后期: 2 滞后期: 2

原假设: Obs F-Statistic Prob. 原假设: Obs F-Statistic Prob.

M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15. 552 3 1. 00E-06 M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15. 552 3 1. 00E-06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M1 1. 219 14 0. 300 1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M1 1. 219 14 0. 300 1

HOUSE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2. 110 51 0. 126 8 HOUSE1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2. 870 78 0. 061 6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HOUSE 0. 775 09 0. 463 6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HOUSE1 0. 526 91 0. 59 21

STOC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1. 703 93 0. 187 5 STOC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PI 100 1. 703 93 0. 187 5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TOCK 2. 611 68 0. 078 7 CP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TOCK 2. 611 68 0. 07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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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一线城市房价指标后, 确定模型的滞后期同

样为 2 期。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 一线城市房价

(HOUSE1) 是通货膨胀 (CPI) 的格兰杰原因。
再次,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特征根全

部落在单位圆内 (结果略), 表示 VAR 模型符合平

稳性条件, 具备进行实证的前提。
最后, 运用冲击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 考察各变

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相对重要性。
(三) 实证结果

本文基于 VAR 模型与 SVAR 模型的实证结果

如下:
模型 (1) 的冲击响应结果表明 (见图 2), 货

币供给、 一线城市房价及股价均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且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模型中的控

制变量货币供给 (M1) 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 会引

起通货膨胀 (CPI) 上升 0. 2%左右, 这种影响将持

续一 定 时 间 之 后 逐 渐 收 敛。 一 线 城 市 房 价

(HOUSE1) 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 会引起通货膨胀

率从第三个月开始逐渐上升约 0. 08%的水平, 影响

在持续至第八个月开始逐渐收敛。 同样地, 股价

(STOCK) 冲击除了在第二期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小幅

波动以外, 从第三期开始则会对通货膨胀率逐渐产生

接近 0. 1%的正向影响, 且在半年后超过其他变量对

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冲击响应结果一致, 方差分解结

果进一步说明, 货币供给 M1 对通货膨胀率的贡献度

最高, 一线城市房价和股价经过约三个月的时滞后对

通货膨胀的贡献度逐渐显现, 股价较一线城市房价而

言贡献度体现得略为迅速。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一年

时二者的贡献程度均超过 10%的水平。 说明资产价

格对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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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金融结构因素的 VAR 模型 (1) 冲击响应与方差分解

　 　 引入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模型 (2) 经与模型

(1) 同样的检验过程 (结果略), 在确定 VAR 模型

的滞后期为 2 期后, 在 10%的水平上所有解释变量与

通货膨胀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以及模型符合平稳

性条件之后, 冲击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结果均表

明: 模型 (2) 验证了模型 (1) 的结果 (见图 3),

模型 (1) 中各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在

模型 (2) 中的表现相似, 说明模型具有稳健性。
此外, 模型 (2) 中引入的信贷 (CREDIT) 变量,
几乎未对通货膨胀 (CPI) 产生影响。 这也侧面证

实了笔者之所以如此进行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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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融结构下的 VAR 模型 (2) 冲击响应与方差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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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 VAR 模型 (2) 的基础上对参数空间施加

约束条件的 SVAR 模型 ( 3), 其结果与之前两个

VAR 模型结果表现相似 (见图 4), 只是在结构性模

型下股价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程度更为突出。 整体而

言, 引入金融结构的 SVAR 模型 (3), 再一次证明

了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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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融结构下的 SVAR 模型 (3) 冲击响应与方差分解

(四) 对比分析

接下来, 我们从各种角度, 对基于 VAR 与 SVAR
模型以及是否将金融结构考虑其中的所有模型的实证

结果, 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
一方面, 横向比较房价与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见图 5、 图 6)。 整体而言, 所有模型的实证结果都

说明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

膨胀的影响。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程度最高可

达 0. 1%, 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最高约为 0. 08%。
方差分解结果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股价是对

通货膨胀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股价对通货膨胀影

响的收敛程度也更大、 收敛速度更快。 从半年起其影

响迅速下降, 至一年时消失。 而房价对通货膨胀影响

的持续时间则更长, 一年时尚存在约 0. 03%的影响。
另一方面, 纵向比较不同模型下, 房价、 股价自

身分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先将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

膨胀的冲击响应进行对比 (见图 5)。 引入金融结构

的模型 (2) 与未考虑金融结构的模型 (1) 的变化

在于: 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全部在 0 轴之

上, 且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模型 (2) 中房价的冲击

在两个月的时滞后从第三个月开始引起通货膨胀逐渐

上升至 0. 06%的水平, 低于之前模型 (1) 中 0. 08%
的水平。 而在金融结构下的 SVAR 模型 (3) 中, 房

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同样考虑金融结构因素的

VAR 模型 (2) 相似, 但影响产生更早且收敛更早。
房价更早地对通货膨胀进行传递, 不存在时滞; 在前

期影响略大, 但早于 VAR 模型 (1)、 模型 (2) 两

个月从第六个月开始逐渐收敛, 至半年以后与模型

(2) 接近。 相比之下,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见
图 6) 在金融结构下的 VAR 模型 (2) 下较 VAR 模

型 (1) 下的结果仅有微小的降低。 而金融结构下的

SVAR 模型 (3) 中,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再像

两个 VAR 模型中在第二期存在负向波动, 而是全部

在 0 轴之上。 且影响的收敛程度更大、 速度更快, 从

第六个月开始迅速收敛, 至不到一年时影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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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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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对比

总的来说, 在金融结构 VAR 模型 (2) 下,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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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稳定为正, 但股价对通货膨胀

的影响仍然在第二期存在负向波动。 而在金融结构

SVAR 模型 (3) 下, 房价、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同时严格在 0 轴之上, 呈稳定的正向影响。 此外, 在

金融结构 VAR 模型 (2) 和 SVAR 模型 (3) 下, 房

价和股价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大小和影响持续时

间长短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
(五) 解释

基于 VAR 模型和 SVAR 模型的多组实证研究结

果共同表明, 除货币供给因素外, 我国以股价和一线

城市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 均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 而中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在该

复杂影响渠道中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在房价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中得出, 一线城市

房价 (而非全国房价) 与通货膨胀存在统计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 这说明, 一线城市房价对于通货膨胀的

影响更为确定。 冲击响应结果表明, 一线城市房价冲

击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约 0. 08%的水平。 由于房屋

同时具备必需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 对消费究竟产

生怎样的影响取决于其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对比,
那么实证结果得出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具有较为

显著的正向影响, 就可以说明其财富效应已超过替代

效应。 我国住房市场化已近二十年, 这导致我国房

价、 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大幅走高, 使得一线城市房

产表现出一定的投资性。
总体来看, 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房价趋同。

即股价和房价的上升, 均会使资产持有者的资本性收

入增加, 财富发生变化, 通过财富效应影响短期边际

消费倾向, 促进消费, 形成需求, 从而带来通货膨

胀。 而经过所有模型的实证结果都说明, 股价对通货

膨胀的影响大于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其

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房屋同时具备必需品和投资品

双重属性, 而股票只具有投资工具的性质。 相对而

言, 股票转化为交易媒介的便利程度、 细分程度和速

度更高, 即作为资产属性的流动性更强。 因此, 股票

的财富效应高于房产的净财富效应。 此外, 我国股票

市场尚不成熟, 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羊

群效应, 这些问题可能是 VAR 模型下股票市场对通

货膨胀在前两个月产生短暂不确定性的原因。
然而, 引入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因素后, 特别是

在赋予经济变量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的 SVAR 模型

下, 一线城市房价和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均严格在

0 轴之上, 呈现出更为稳定的正向影响、 具有更好的

表现。 且与之前无金融结构因素的模型结果相比, 影

响程度下降、 收敛提前且更为迅速。 这说明中国银行

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在房价和股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过程中在影响程度大小和影响持续时间两方面均产生

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实证结果均印证了之前的理论

分析。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变动? 这一长期争

论的焦点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于资产价格是否

对通货膨胀存在影响。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方法

相结合, 研究在中国银行体系主导的金融结构下, 以

股价和房价作为表现形式的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

响, 以及金融结构在此影响途径中的作用。
理论分析表明, 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

复杂, 它会通过多种渠道以及金融结构作用到通货膨

胀上。 传统理论认为, 资产价格波动主要通过消费渠

道———财富效应、 投资渠道———托宾 Q 效应和信贷

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 使得总需求发生变动, 最

终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除此以外, 本文认为不容忽

视的是金融结构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途径中的

作用。 与投资渠道相比, 在银行主导型融资结构下资

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信贷效应

上。 且与直接融资结构相比, 间接融资结构在资产价

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作用。
此后, 结合理论机理及中国现实, 本文基于全新

的变量选择与模型设置的多组实证研究结果共同表

明: 除货币供给因素外, 我国以股价和一线城市房价

为代表的资产价格, 均会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正向

影响。 相比全国房价, 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具有

确定性的正向影响, 说明其财富效应已超过替代效

应, 房产表现出一定的投资性。 而到目前为止, 没有

证据表明全国房价具有投资性; 总体而言, 股价对通

货膨胀的解释力与房价趋同。 即股价和房价的上升,
均会使资产持有者的财富发生变化, 改变消费, 形成

需求, 从而带来通货膨胀。 而经过详细对比得出, 股

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于一线城市房价对通货膨胀的

影响。 这与房屋同时具备必需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

(替代效应与财富效应), 相对而言股票作为资产属

性的流动性更强, 股票的财富效应高于房产的净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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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有关。
最后, 对基于 VAR 与 SVAR 模型以及是否将金

融结构考虑其中的所有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引入金融结构因素后, 特别是赋予经济变量理论基础

和现实意义及解释的 SVAR 模型, 开创性地证明了中

国银行体系主导型金融结构在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

影响过程中在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两方面均产生一定

程度的抑制作用。 所有实证研究结果均很好地印证了

之前的理论分析, 也侧面证实了笔者之所以如此进行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置的原因。
同时, 文章的政策含义也是明显的。 资产价格对

通货膨胀存在影响, 那么资产价格就应该纳入货币当

局视野。 关注通货膨胀的同时也应关注资产价格, 特

别是在股价剧烈震荡、 房价明显波动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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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A 股市场减速动量效应研究
Deceleration Patterns of the Momentum Effect in Chinas A-share Market

尹力博 马丹蓉
YIN Li-bo MA Dan-rong

[摘　 要] 笔者实证检验了 A 股市场是否存在动量效应的加速 / 减速效应, 发现中长期股价减速

上涨的赢家组合收益率高于加速上涨的赢家组合, 中长期股价减速下跌的输家组合收益率低于加速下

跌的输家组合。 在此基础上, 笔者构造了在中长期内能够取得稳定优于传统动量策略收益的减速动量

策略, 即买入减速赢家组合、 卖空减速输家组合的套利交易策略, 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持有期上给投资

者带来显著超额收益, 且该收益的波动率低于加速赢家 / 加速输家组合。 笔者进一步揭示了处置效应

是动量效应存在变速特征的重要原因。 该文为投资者行为偏差直接影响动量组合收益提供了新的证

据, 对于深入理解 A 股的价格动量和反转的形成机制, 有效实施市场监管与风险防范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动量效应　 收益可预测性　 处置效应　 A 股市场

[中图分类号] F830. 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 (2020) 08-0033-12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atterns of the momentum effect in Chinas
A-share market, and find that winners with decelerated historical price increase deliver higher future expected
returns than winners with accelerated price increases, while losers with decelerated historical price decrease
perform more poorly than losers with accelerated price decreases. Using a decelerating momentum strategy that
buys decelerating winners and shorts decelerating losers, we obtain higher price momentum profits over
traditional price momentum strategy in medium to long-term. In addition, decelerating winners or decelerating
losers exhibit relatively lower volatility than accelerating ones. This paper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disposal effec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uper performance of deceleration patterns of the momentum
effect.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evidences for investor behavior biases in explaining momentum effect,
having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omentum profits in Chinas
A-share market, as well as improving effectiveness of market supervision and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Momentum effect　 Return predictability　 Disposition effect　 Chinas A-shar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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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Jegadeesh 和 Titman (1993) [1] 最早在美国股

票市场中发现动量效应以来, 动量效应 (Momentum
Effect) 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Rou-
wenhorst, 1998[2]; Fama 和 French, 2012[3]; Hameed
和 Mian, 2015[4] )。 Jegadeesh和 Titman (1993) [1] 指

出, 非理性的正反馈交易会持续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和

下跌的趋势, 从而使得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表现较好的

股 票, 在 未 来 仍 将 延 续 较 好 的 表 现。 Asness
(2013) [5]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不只在美国股票市场,
在其他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中, 动量策略均具有较强

的适用性。 与其他金融市场异象不同, 在受到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以后, 动量效应并没有消失或减弱的迹象,
也没有发现能够对其进行合理解释的理由。

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诸多学者发现动量策略

的表现在市场中虽不稳定, 但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例如, 市场的涨跌状态对美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具有显

著的 预 测 能 力 ( Chordia 和 Shivakumar, 2002[6];
Stivers 和 Sun, 2010[7] )。 持续到达的少量信息可以

预测回报并解释动量效应的强弱 (Da 等, 2014[8] )。
市场的波动率以及异质波动率也是预测美国股市动量

效应变化的有效指标, 当市场处于较高的波动率状态

时, 动量策略将趋于崩溃, 此时运用传统的动量策略

不仅无法获得预期的收益, 还可能遭受巨大的亏损。
相反, 此时反转策略才能够获得超额收益 (Daniel
和 Moskowitz, 2016[9]; Wang 和 Xu, 2015[10]; Arena
等, 2008[11])。 事实上, 这两种市场异象交替存在于

现实市场之中 (De Bondt 和 Thaler, 1987[12]; Haugen
和 Baker, 1996[13])。 二者呈现周期性相互演化现象:
动量效应 (反转效应) 出现→增强→减弱→反转效

应 (动量效应) 出现→增强→减弱→动量效应 (反
转效应) 再出现 (舒建平等, 2012[14] )。 上述研究

结果意味着, 如果能够充分、 合理地利用动量策略收

益中所包含的可预测信息, 将能够通过改善动量策略

的择时能力提高动量策略的获利能力。
动量效应的存在表明历史收益率对股票未来收益

率具有一定预测性。 为了改进动量策略效果, 学者们

尝试从一个形成期内已实现收益中提取隐含的定价信

息, 这些研究的角度可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是个股的

特征。 例如: Grinblatt 和 Moskowitz (2004) [15] 认为,
收益一致性是预期动量收益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 它

通过一个形成周期内每个月收益的符号来衡量, 持续

赢家表示从 t-36 到 t-13 的 23 个月里, 有 15 个月的

收益为正。 Blitz 等 (2011) [16] 指出, 根据一个形成

期内收益未能被三因子模型解释的残值 (而非总回

报) 对股票进行分类构建赢家输家组合时, 动量策

略收益将更为稳定。 Barroso 和 Santa-Clara (2015) [17]

提出了一种波动率恒定的动量策略, 通过以每一时期

方差的倒数为权重, 保证了动量策略在每一个时期均

具有固定的波动率。 结果表明, 相对传统动量策略而

言, 恒定波动率动量策略具有更好的表现。 Lim 等

(2018) [18]结合横截面动量策略和时间序列动量策略

的特点, 构造出优于传统动量策略的双动量策略。 其

二 是 市 场 的 特 征。 例 如: Daniel 和 Moskowitz
(2016) [9]利用市场波动所蕴含的关于动量策略收益

的可预测信息, 结合 Markowitz (1952) [19] 的资产配

置理论, 提出了具有动态权重的动态动量策略, 显著

提高了传统动量策略的获利能力。 Garcia-Feijoo 等

(2018) [20]指出, 资金环境影响流动性风险, 而流动

性风险会提高赢家组合的收益, 因此在美联储实行限

制性融资政策时, 动量策略表现更好。 本文从个股的

收益特征角度来研究中国 A 股市场的动量效应, 特

别地, 本文重点分析股票涨跌加速度与动量效应的

关系。
针对中国 A 股市场动量效应的研究, 相关结论

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 中国股市不存在或者只存在

短期动量效应 (王永宏和赵学军, 2001[21]; 马超群

和张 浩, 2005[22]; 周 琳 杰, 2002[23]; 朱 战 宇 等,
2003[24])。 第二, 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在显著性上要

弱于美国等发达市场 ( Liu 等 2019[25]; Hsu 等,
2018[26]; Cheema 和 Nartea, 2017a[27]、 2017b[28] ),
这大大限制了动量策略在中国股市投资中的广泛使

用。 第三, 中国股市动量效应的显著性依赖于市场和

企业环境。 例如, Cheema 和 Nartea ( 2017a) [27] 指

出, 只有当市场下跌时, 动量策略在中国股市中才更

为有效, 这与 Cooper 等 (2004) [29] 针对美国市场的

研究结论完全相反。 Yin 和 Wei (2020) [30] 发现, 中

国股市的动量效应依赖于上市公司利润的稳定性, 利

润越不稳定, 动量效应越不显著。 总体来看, 针对中

国股市动量效应在时间维度上的时变特征, 相关研究

依然相对匮乏, 且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结果并不

适用于中国股票市场 (Liu 等, 2019[25] )。 因此, 如

何利用中国股市动量效应的特征, 提升动量策略在实

际投资中的市场表现, 将是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针对动量效应的解释机制, 各国学者观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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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派观点。 传统金融

学的 代 表 性 观 点 有 风 险 溢 价 ( Fama 和 French,
1998[31]; Ji 等, 2017[32]; Maio 和 Philip, 2018[33] )、
市场摩擦 (Amihud 和 Mendelson, 1986[34] )、 设计误

差和数据挖掘 ( Kothari 等, 1995[35] )、 市场预期

(Lakonishok 等, 1994[36] ) 等。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这些观点不足以解释动量与反转效应 (Jagadeesh
和 Titman, 2001[37]; Grundy 和 Martin, 2001[38] ), 行

为金融学的解释越来越受重视。 行为金融学的代表性

观点主要基于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展开 ( Barberis
等, 1998[39]; Chan 等, 1996[40]; Daniel 等,
1998[41])。 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新信息的吸收是缓

慢、 渐进的过程, 随着新信息逐步反映在价格中, 股

票产生了动量效应。 反应过度是指投资者对于私有信

息过度自信, 导致股票价格持续上涨或下跌, 产生了

反转效应。 目前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研究的缺陷在于

缺乏投资者行为偏差直接影响动量组合收益的强有力

证据 (陈蓉等, 2014[42] )。 本文从处置效应①的视

角, 考察了股票涨跌加速度与信息传播、 投资者风险

偏好的关系, 为解释动量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数据说明和变量

设定; 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 第四部分是结论

与政策建议。

二、 数据和模型

(一) 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的所有 A 股股票为样本,
且对股票收益率数据做了以下处理: 剔除金融行业股

票收益率数据; 剔除每只股票上市 180 天内数据; 剔

除 ST、 PT 股票收益率数据。 经过以上筛选, 最终得

到了 2 815 个股票收益率样本。 由于 2001 年以前会

计报表信息质量不高 (Carpenter 等, 2015[43] ), 加

之 2002 年之前季报数据不全, 故本文研究的时间范

围从 2004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所选股

票的交易数据、 财务数据均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
(二) 变量设定

1. 加速因子 (γ)。
采用 Chen 等 (2018) [44] 的模型拟合个股的日收

盘价, 模型设计如下:

P i(t)= αi+βi t+γi t2 (1)

其中 P i ( t) 为个股 i 在第 t 天的收盘价。 在排序时长

为 n 天时, 过去的 n, n-1, …, 1 天的 t 值分别为 1,
2, …, n。 按式 (1) 回归得到 βi 和 γi, 当 γi 为正

(负) 时, 拟合模型是开口向上 (下) 的凹 (凸)
函数。 当 γi 为正 (负) 且相对较大时, 代表股价加

速上涨 (减速下跌); 当 γi 为正 (负) 且相对较小

时, 代表股价减速上涨 (加速下跌)。
2. 控制变量。
参考 Chen 等 (2018) [44], 本文控制两组变量。

一是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变量, 包括: (1) 公司规模,
记为 Size, 为公司的流通股数与股价的乘积; (2) 账

面价值对市值的比率, 记为 Bm; (3) Amihud 非流

动性指标, 记为 Illiq, 为股票在一段时间的收益率与

交易额的比值, 衡量股价对交易量的敏感程度;
(4) 异质波动率, 记为 IVol, 为个股日回报率与

Fama-French 三 因 子 模 型 回 归 后 的 残 差 标 准 差;
(5) 当期收盘价与半年内最高日收盘价的比值, 记

为 26WHi,t-2; (6) 过去收益率, 包括从 t-2 到 t-1 实

现的月度收益率 R(1,2), t-7 到 t-12 实现的中长期月

度收益率 R(7,12)和 t-13 到 t-2 实现的中长期月度收益

率 R(2,13)。 二是解释加速动量策略和减速动量策略的

变量, 包括: (1) Fama-French 五因子, 包括市场因

子 (MKT)、 市值因子 ( SMB)、 价值因子 (HML)、
盈利因子 (RMW) 和投资因子 (CMA); (2) 26WH
策略收益率, 记为 26WH。 计算流程是: 首先计算个

股每个月月底的当日收盘价与半年内最高日收盘价之

比, 将最高的 20%归为赢者组合, 最低的 20%记为

输者组合, 然后间隔一个月后买入赢者组合, 同时卖

出输者组合, 并持有 K 个月, 持有期收益率即为

26WH 策略收益率。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经典文献检验价格动量时多采用重叠法。 本文方

法与 Chen 等 (2018) [44]类似, 在重叠法的基础上采

用双排序方法构造投资组合。 具体来说, 在每个形成

期中, 将收益率前 20%的个股定义为赢家组合, 后

20%的个股定义为输家组合, 赢家组合 (输家组合)
中 γ 排名前 20%的个股记为加速赢家 (减速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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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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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后 20%的个股记为减速赢家 (加速输家)。
表 1 是基于式 (1) 对样本内个股计算出 γ 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可以看出, 中国加速因子的波动

率 (4. 462 0) 明显高于美国加速因子的波动率

(0. 542 9) (Chen 等, 2018[44] ), 这说明中国股市波

动性较大, 股价走势较不稳定。

表 1 γ描述性统计 (J=6)

γ (103) 均值 中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观测值

1 (最小) -0. 560 2 -0. 276 6 2. 736 3 -0. 130 0 -278. 570 0 70 951

2 -0. 066 7 -0. 062 6 0. 031 1 -0. 020 0 -0. 130 0 71 105

3 0. 012 4 0. 012 4 0. 018 5 0. 040 0 -0. 020 0 68 810

4 0. 090 7 0. 086 8 0. 030 6 0. 150 0 0. 050 0 69 768

5 (最大) 0. 609 0 0. 291 5 9. 545 2 1 635. 000 0 0. 150 0 70 319

总数 0. 015 7 0. 011 6 4. 462 0 1 635. 000 0 -278. 570 0 350 953

　 　 表 2 是按照 γ 分类后赢家 (输家) 组合的公司

特征统计结果, 指标的大小用具体值和序号展示。 序

号计算方法如下: 每月将样本的指标从小到大排序并

标记序号, 按照加速因子将样本分为加速赢家、 减速

赢家、 所有赢家、 加速输家、 减速输家、 所有输家六

组, 计算每月每组序号的均值, 最后计算每组序号平

均值得到最终序号。 从子表 1 可知, 减速赢家的账面

市值比显著低于加速赢家, 非流动性和异质波动率显

著高于加速赢家。 从子表 2 可知, 减速输家的账面市

值比、 异质波动率和非流动性显著高于加速输家。 从

序号看, 六组的公司规模没有显著差异。 表 3 是在不

同持有期和形成期下, 加速赢家与减速赢家、 加速输

家与减速输家的收益率差异。 整体而言, 加速赢家的

收益率低于减速赢家的收益率, 减速输家的收益率低

于加速输家的收益率。 可以推断, 减速动量策略

(买入减速赢家、 卖出减速输家) 收益率高于加速动

量策略 (买入加速赢家、 卖出加速输家)。
结合表 2 和表 3, 总体来看, 减速赢家 (减速输

家) 流动性较低, 收益率高于流动性较高的加速赢

家 (加速输家), 减速输家账面市值较高, 收益优于

账面市值较低的加速赢家, 这与 Chen 等 (2010) [45]

的发现一致。 但账面市值较高的加速赢家收益小于账

面市值较低的减速赢家, 与输家组合不一致, 说明赢

家组合具有特殊性。 从绝对值和排序来看, 减速赢家

的非流动性较加速赢家高, 但减速输家与减速输家的

非流动性从序号来看没有显著差异, 可以认为减速组

合的流动性低于加速组合。

表 2 按照 γ分类后赢家 (输家) 组合公司特征 (J=6)

子表 1: 赢家组合

值 规模 账面市值比 非流动性 异质波动率 交易股数

加速赢家 13 960 051 0. 977 6 0. 219 4 0. 022 7 223 592 013

减速赢家 12 308 313 0. 910 6 0. 224 0 0. 045 2 190 085 361

所有赢家 12 187 419 1. 078 9 0. 217 9 0. 025 5 211 840 608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赢家-减速赢家) (1. 37) (1. 36) (-0. 07) (-10. 37)∗∗ (2. 22)∗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赢家-所有赢家) (2. 34)∗ (-3. 55)∗∗ (0. 04) (-4. 57)∗∗ (1. 36)

均值差 t 检验 (减速赢家-所有赢家) (0. 18) (-5. 84)∗∗ (0. 18) (12. 24)∗∗ (-2. 13)∗

排序百分位 规模 账面市值比 非流动性 异质波动率 交易股数

加速赢家 0. 505 0 0. 424 0 0. 442 0 0. 540 0 0. 504 0

减速赢家 0. 511 0 0. 415 0 0. 453 0 0. 604 0 0. 501 0

所有赢家 0. 506 0 0. 477 0 0. 497 0 0. 488 0 0. 501 0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赢家-减速赢家) (-1. 25) (2. 29)∗ (-2. 35)∗ (-13. 70)∗∗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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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子表 1: 赢家组合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赢家-所有赢家) (-0. 39) (-14. 45)∗∗ (-13. 91)∗∗ (14. 66)∗∗ (0. 81)

均值差 t 检验 (减速赢家-所有赢家) (1. 35) (-15. 75)∗∗ (-10. 71)∗∗ (31. 98)∗∗ (0. 22)

子表 2: 输家组合

值 规模 账面市值比 非流动性 异质波动率 交易股数

加速输家 16 929 210 0. 818 4 0. 143 3 0. 025 4 236 660 147

减速输家 17 242 622 0. 860 4 0. 208 6 0. 030 9 290 871 226

所有输家 14 946 051 0. 987 1 0. 172 7 0. 026 0 289 350 191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输家-减速输家) (-0. 18) (-0. 80) (-2. 82)∗∗ (-16. 82)∗∗ (-1. 76)∗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输家-所有输家) (1. 96)∗ (-5. 77)∗∗ (-1. 98)∗ (-3. 83)∗∗ (-3. 42)∗∗

均值差 t 检验 (减速输家-所有输家) (2. 41)∗ (-4. 00)∗∗ (1. 91)∗ (22. 34)∗∗ (0. 08)

排序百分位 规模 账面市值比 非流动性 异质波动率 交易股数

加速输家 0. 514 0 0. 386 0 0. 384 0 0. 634 0 0. 502 0

减速输家 0. 512 0 0. 406 0 0. 378 0 0. 749 0 0. 505 0

所有输家 0. 505 0 0. 448 0 0. 415 0 0. 655 0 0. 502 0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输家-减速输家) (0. 39) (-3. 97)∗∗ (1. 35) (-28. 39)∗∗ (-0. 67)

均值差 t 检验 (加速输家-所有输家) (2. 22)∗ (-10. 15)∗∗ (-4. 77)∗∗ (-3. 16)∗∗ (-0. 11)

均值差 t 检验 (减速输家-所有输家) (1. 59) (-6. 58)∗∗ (-5. 15)∗∗ (15. 15)∗∗ (0. 76)

　 　 注: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 t 检验值; ∗、 ∗∗分别表示在 5%、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下同。

表 3 不同形成期和持有期下加速组合与减速组合的收益率对比

子表 1: 减速赢家-加速赢家 (%)

j k= 1 2 3 4 5 6

1 4. 08 -2. 47 1. 01 -1. 19 1. 59 0. 71

(1. 04) (0. 50) (0. 17) (0. 17) (0. 20) (0. 08)

3 0. 17 1. 56 4. 43 3. 60 4. 29 5. 48

(0. 12) (0. 73) (1. 58) (1. 26) (1. 45) (1. 70)

6 1. 48 2. 38 2. 31 2. 46 2. 81 4. 57

(2. 36)∗ (2. 57)∗ (1. 93) (1. 83) (1. 83) (2. 98)∗∗

12 1. 02 1. 37 1. 25 1. 05 1. 00 0. 31

(3. 65)∗∗ (2. 93)∗∗ (2. 20)∗ (1. 53) (1. 28) (0. 33)

子表 2: 加速输家-减速输家 (%)

j k= 1 2 3 4 5 6

1 5. 93 5. 95 5. 56 4. 26 0. 66 0. 77

(1. 33) (0. 91) (0. 74) (0. 52) (0. 07) (0. 08)

3 2. 96 4. 01 5. 19 8. 98 11. 88 13. 64

(2. 02)∗ (1. 80) (1. 94) (2. 90)∗∗ (3. 92)∗∗ (4. 00)∗∗

6 2. 35 4. 74 6. 00 6. 27 7. 60 6. 39

(2. 44)∗ (3. 80)∗∗ (4. 06)∗∗ (3. 77)∗∗ (4. 09)∗∗ (3. 15)∗∗

12 1. 29 2. 89 3. 39 2. 55 2. 13 1. 63

(2. 80)∗∗ (3. 94)∗∗ (3. 91)∗∗ (2. 72)∗∗ (1. 83)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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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 γ 构造的动量策略对比

已有结果表明, 若形成期和持有期在一年以内时,
中国股市存在动量效应 (Cheema 和 Nartea, 2017a[27]、
2014[46]), 因此, 本文着重分析了形成期为 6 个月、
持有期为 1 个月的情况, 记为 (J, K) = (6, 1)。

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 我们按流通市值加

权构造普通动量策略、 加速动量策略和减速动量策

略①。 表 4 展示了三种策略的收益率、 t 检验值和夏

普比率。 由于动量和反转策略的收益可能源于时变风

险的补偿, 运用 Fama-French 三因子可以获得风险调

整后的收益率 ( Jegadeesh 和 Titman, 2001[37] ), 因

此本文采用 Fama-French 三因子调整策略收益率。

结果发现, 当形成期为 6 个月、 持有期为 1 个月

时, 减速动量策略的表现优于普通动量策略和加速动

量策略, 月度收益率差异显著。 例如, 形成期为 6 个

月、 持有期为 1 个月时, 减速动量策略风险调整后的

夏普比率 (0. 16) 高于普通动量策略 (-0. 32) 和加

速动量策略 ( -1. 63), 月度收益率 (0. 21%) 显著

高于普通动量策略 ( - 0. 02%) 和加速动量策略

(-0. 15%)。 此外, 考虑到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日历

效应 (张兵, 2005[47] ; 崔婧等, 2008[48] ), 本文

研究发现减速动量策略也存在日历效应。 以表 5 为

例, 所有月份减速动量策略的收益率比普通动量策

略高 0. 23%。

表 4 基于 γ构造的动量策略月度收益率, (J, K)= (6, 1)

交易策略
未经风险调整后收益率 Fama-French 三因子调整后收益率

所有月份 12 月 不包括 12 月 所有月份 12 月 不包括 12 月

普通动量策略

(买入赢家-卖出输家)

收益率 0. 002 2 0. 001 0 0. 002 3 -0. 000 2 -0. 005 3 -0. 000 2

t 值 (3. 50)∗∗ (-0. 58) (3. 68)∗∗ (-0. 32) (-3. 97)∗∗ (-0. 29)

夏普比率 [0. 03] [-0. 06] [0. 04] [-0. 02] [-0. 61] [-0. 02]

加速动量策略

(买入加速赢家-卖出加速输家)

收益率 0. 000 5 0. 000 4 0. 000 5 -0. 001 5 -0. 006 1 -0. 001 5

t 值 (-0. 56) (0. 22) (0. 54) (-1. 63) (-2. 56)∗ (-1. 62)

夏普比率 [-0. 10] [-0. 17] [-0. 10] [-0. 12] [-0. 49] [-0. 12]

减速动量策略

(买入减速赢家-卖出减速输家)

收益率 0. 004 3 0. 000 9 0. 004 6 0. 002 1 -0. 004 2 0. 002 3

t 值 (4. 72)∗∗ (0. 28) (4. 99)∗∗ (2. 25)∗ (-1. 38) (2. 36)∗

夏普比率 [0. 19] [0. 04] [0. 20] [0. 16] [-0. 32] [0. 18]

表 5 基于 γ构造的动量策略月度收益率对比, (J, K)= (6, 1)

交易策略
未经风险调整后收益率 Fama-French 三因子调整后收益率

所有月份 12 月 不包括 12 月 所有月份 12 月 不包括 12 月

2-1
收益率 -0. 001 7 -0. 000 7 -0. 001 8 -0. 001 3 -0. 000 3 -0. 001 4

t 值 (-2. 44)∗ (-0. 41) (-2. 43)∗ (-1. 73) (-0. 13) (-1. 75)

3-1
收益率 0. 002 1 -0. 000 2 0. 002 3 0. 002 3 0. 000 4 0. 002 5

t 值 (3. 21)∗∗ (-0. 09) (3. 34)∗∗ (3. 04)∗ (0. 20) (3. 10)∗∗

(三) Fama-MacBeth 横截面回归

本节借鉴 Fama 和 Macbeth (1973) [49] 的研究方

法, 探讨加速因子是否能捕捉到传统因子无法包含的

市场信息, 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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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 Cheema 和 Nartea (2017a) [27]的研究结果一样, 等市值权重和流通市值权重构造投资组合的实证结果对结论基本没有影响, 因此本文不再

赘述等权重构造投资组合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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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t =β0jt+β1jt ln(Size) i,t-1+β2jt ln(Bm) i,t-1

+β3jtIVoli,t-1+β4jtIlliqi,t-1+β5jtR(1,2)i,t-1

+β6jtR(7,12)i,t-j+β7jtR(2,13)i,t-j+β8jt26WHi,t-j

+β9jtγi,t-j+εi,t (2)

其中, 传统因子的选取参照了 Chen 等 (2018) [44],
包括公司规模 (Size)、 账面价值比 (Bm)、 Amihud
非流动性 ( Illiq)、 异质波动率 ( IVol)、 t-1 月底收

盘价与半年内最高日收盘价比值 (26WHi,t-2)、 从 t-
2 到 t-1 实现的月度收益率 (R(1,2) )、 t-7 到 t-12 实

现的中长期月度收益率 R(7,12)和 t-13 到 t-2 实现的中

长期月度收益率 R(2,13)。①

表 6 是参数 (J, K)= (6, 1) 设定下的横截面

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其他传统因子如规

模、 账面市值比之后, 短期内加速因子的系数显著,
说明加速因子对股价有预测作用。 在形成期为 6 个

月、 持有期为 1 个月时, 赢家组合 γ 系数为-4. 066 9
( t = - 3. 41), 输家组合 γ 系数为 - 3. 160 3 ( t =
-2. 04), 在统计上显著。 这说明赢家组合 (输家组

合) 中价格减速上涨 (减速下跌) 的股票价格倾向

于继续上涨 (下跌)。

表 6 Fama-MacBeth 截面回归结果, (J, K)= (6, 1)

赢家组合 输家组合

(1) (2) (3) (4) (1) (2) (3) (4)

截距
0. 039 3
(1. 26)

0. 097 0
(3. 24)∗∗

0. 098 5
(3. 28)∗∗

0. 094 7
(3. 21)∗∗

0. 005 6
(0. 16)

0. 079 8
(-2. 56)∗

0. 088 6
(-2. 65)∗∗

0. 081 4
(-2. 40)∗

ln (Size)
-0. 002 5
(-1. 42)

-0. 006 5
(-3. 69)∗∗

-0. 006 4
(-3. 63)∗∗

-0. 006 2
(-3. 50)∗∗

-0. 000 5
(-0. 27)

-0. 005 2
(-2. 77)∗∗

-0. 005 4
(-2. 72)∗∗

-0. 005 5
(-2. 77)∗∗

ln (Bm)
0. 003 2
(2. 77)∗∗

0. 003 7
(3. 12)∗∗

0. 003 7
(3. 07)∗∗

0. 003 5
(2. 93)∗∗

0. 004 2
(3. 01)∗∗

0. 003 4
(2. 41)∗

0. 003 8
(-2. 79)∗∗

0. 003 9
(2. 89)∗∗

IVol
-0. 701 0
(-9. 10)∗∗

-0. 376 9
(-5. 16)∗∗

Illiq
0. 179 1
(4. 79)∗∗

0. 199 5
(4. 15)∗∗

R(1,2)
-0. 080 9
(-6. 76)∗∗

-0. 069 0
(-6. 91)∗∗

R(7,12)
0. 005 9
(1. 54)

0. 002 4
(0. 62)

0. 016 1
(2. 57)∗∗

0. 017 4
(2. 98)∗∗

R(2,13)
-0. 009 3
(-2. 37)∗

-0. 004 3
(-1. 22)

-0. 013 2
(-2. 97)∗∗

-0. 013 9
(-3. 25)∗∗

26WH
0. 000 2
(0. 04)

0. 001 6
(0. 39)

0. 000 4
(0. 11)

-0. 004 6
(-0. 88)

-0. 006 9
(-1. 31)

-0. 010 7
(-2. 04)∗

γ
-4. 066 9
(-3. 41)∗∗

-4. 031 4
(-3. 56)∗∗

-4. 356 8
(-3. 89)∗∗

-4. 399 7
(-3. 84)∗∗

-3. 160 3
(-2. 04)∗

-4. 338 8
(-2. 81)∗∗

-4. 933 2
(-2. 99)∗∗

-5. 346 3
(-3. 29)∗∗

平均 R2 0. 136 7 0. 091 3 0. 077 1 0. 070 7 0. 116 5 0. 081 0 0. 067 9 0. 0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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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 t-j 下标的变量参数为该变量代表的所有变量的参数均值。 例如, 形成期 6 个月、 持有期 3 个月时, t 期持有的组合包括了 t-2、 t-1、 t 期
买入的组合, 因此 26WH 的参数为 26WHi,t-4、 26WHi,t-3、 26WHi,t-2的参数平均值, R(7,12) i,t-j、 R(2,13) i,t-j和 γi,t-j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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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减速动量策略的深层原因探讨

本节在控制 Fama-French 五因子的基础上, 拟考

察减速动量策略能否获得超越 26WH 策略和传统动

量策略的超额收益, 模型设定如下:

yt =α+βX t+εt (3)

其中, yt 是减速动量策略 ( S3) 的月度收益率, X t

是解 释 变 量, 包 括 Fama-French 五 因 子 ( MKT、
SMB、 HML、 RMW 和 CMA)、 26WH 策略月度收益率

(26WH) 和普通动量策略月度收益率 (S1)。 如果式

(3) 中的截距项显著异于零, 则说明减速动量策略

的收益无法被风险因素、 26WH 策略和普通动量策略

解释。 结果如表 7 所示。 结果发现: 其一, Fama-
French 五因子、 26WH 策略和普通动量策略不能完全

解释减速动量策略的收益。 列 (1) 加入了普通动量

策略和 26WH 策略后, 截距项依然显著为正 ( t =
2. 42)。 其二, 减速动量策略的部分收益来自普通动

量策略, 但与 26WH 策略无关, 表现为列 (1) 中普

通动量策略 (S1) 参数显著 ( t = 5. 69)。 其三, 减速

动量效应与公司规模有关, 大规模公司的减速动量效

应强于小规模公司, 表现为列 (3) 中大规模公司的

截距项 (0. 69%) 高于小规模公司 (0. 31%)①。
将减速动量策略 ( S3 ) 与普通动量策略 ( S1 )

互换, 再进行式 (3) 回归, 结果如表 8 所示。 结果

发现, 普通动量策略的收益可以用 26WH 策略和减

速动量策略解释 (例如, 列 (1) 中 26WH 的 t 值为

-5. 82, S3 的 t 值为 5. 86)。 其次, 无论是否加入

26WH 策略和减速动量策略, 风险调整后的普通动量

策略均无法获得超额收益, 截距项不显著。 此外, 按

照公司规模分组回归后, 上述结论不变。
总之, 在使用 Fama-French 五因子控制风险的基

础上使用减速动量策略可以获得超越 26WH 策略和

传统动量策略以外的超额收益, 而普通动量策略无法

获得 26WH 策略和减速动量策略以外的超额收益,
且公司规模不影响减速动量策略的有效性。

我们尝试从处置效应的视角来解释减速动量策略

的背后机制。 假定每个月的天数为 30 天, 在形成期

为 J 个月时, 根据公式 (1), 形成期内个股 i 收益的

波动率可表示如下:

　 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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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 72 000J4·γ2

i,J

　 + 2 250J3·βi,Jγi,J (4)

由公式 (4) 可知, γ2
i,J与波动率正相关, 且贡

献比率最高, 影响最大。 在形成期 J 和 βi,J一定时,
γ2

i,J越大, 形成期内个股价格波动率越大。 结合前文,
较高的 γ2

i,J对应加速赢家和加速输家, 较低的 γ2
i,J对

应减速赢家和减速输家。 面对历史收益率较高的股票

(赢家组合), 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 比起加速上涨

的股票 (加速赢家), 投资者更倾向于买入减速上涨

的股票 (减速赢家), 推动减速赢家的收益率高于加

速赢家; 面对历史收益率较低的股票 (输家组合),
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 比起减速下跌的股票 (减速

输家), 投资者更倾向于继续持有加速下跌的股票

(加速输家), 使得减速输家的收益率低于加速输家。
这与投资者在波动下行是市场厌恶风险、 波动上行是

市场偏好风险的观点 (Wang 和 Xu, 2015[10]) 相反。

04

① 大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每个月都依据规模 (已发行股数与月底收盘价的乘积) 进行划分, 规模排名前 50%的记为大规模公司, 规模排名

后 50%的记为小规模公司, 大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按照式 (3) 分别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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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减速动量策略的时间序列回归, (J, K)= (6, 1)

y=减速动量策略 (S3)

所有公司 大规模公司 小规模公司

(1) (2) (3) (4) (5) (6)

截距
0. 004 6
(2. 42)∗

0. 008 9
(4. 13)∗∗

0. 006 9
(2. 57)∗

0. 011 2
(3. 75)∗∗

0. 003 1
(1. 67)

0. 007 8
(-3. 61)∗∗

MKT
-0. 018 7
(-0. 83)

-0. 002 9
(-0. 11)

-0. 025 7
(-0. 62)

-0. 015 1
(-0. 41)

-0. 009 9
(-0. 46)

0. 010 2
(-0. 38)

SMB
0. 010 1
(0. 14)

0. 056 6
(0. 67)

-0. 003 3
(-0. 14)

0. 069 6
(0. 60)

-0. 055 1
(-0. 81)

-0. 036 6
(-0. 44)

HML
0. 168 7
(2. 47)∗

0. 160 0
(1. 97)

0. 245 9
(2. 41)∗

0. 208 0
(1. 86)

0. 074 6
(1. 13)

0. 075 5
(-0. 93)

RMW
-0. 061 8
(-0. 55)

-0. 089 5
(-0. 68)

-0. 078 0
(-0. 61)

-0. 076 6
(-0. 42)

-0. 078 7
(-0. 74)

-0. 151 6
(-1. 15)

CMA
-0. 085 1
(-0. 80)

-0. 117 1
(-0. 93)

-0. 116 4
(-0. 82)

-0. 159 0
(-0. 91)

0. 012 0
(0. 12)

-0. 014 7
(-0. 12)

26WH
-0. 192 9
(-0. 97)

-0. 141 8
(0. 31)

-0. 290 2
(-1. 78)

S1
0. 784 8
(5. 69)∗∗

0. 864 1
(5. 39)∗∗

0. 724 4
(5. 97)∗∗

平均 R2 0. 336 3 0. 038 6 0. 238 8 0. 031 4 0. 387 4 0. 038 5

表 8 普通动量策略的时间序列回归, (J, K)= (6, 1)

y=普通动量策略 (S1)

所有公司 大规模公司 小规模公司

(1) (2) (3) (4) (5) (6)

截距
-0. 001 8
(-1. 60)

0. 002 7
(-1. 97)

-0. 001 4
(-1. 02)

0. 002 5
(1. 65)

-0. 001 7
(-1. 44)

0. 003 0
(2. 02)∗

MKT
0. 005 8
(-0. 46)

0. 015 9
(-0. 95)

-0. 002 3
(-0. 15)

0. 008 1
(0. 44)

0. 016 2
(1. 19)

0. 024 1
(1. 31)

SMB
0. 067 7
(-1. 70)

0. 066 6
(1. 24)

0. 090 0
(-1. 85)

0. 089 8
(1. 54)

0. 057 6
(1. 33)

0. 035 2
(0. 60)

HML
-0. 028 2
(-0. 72)

-0. 004 0
(-0. 08)

-0. 066 6
(-1. 40)

-0. 039 5
(-0. 70)

0. 010 3
(0. 24)

0. 015 6
(0. 28)

RMW
0. 074 3
(-1. 18)

-0. 007 9
(-0. 09)

0. 077 3
(-1. 01)

0. 019 2
(0. 21)

0. 048 5
(0. 71)

-0. 053 1
(-0. 58)

CMA
0. 047 9
(-0. 80)

-0. 020 6
(-0. 26)

0. 024 8
(0. 34)

-0. 035 2
(-0. 40)

0. 038 7
(0. 59)

-0. 002 9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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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y=普通动量策略 (S1)

所有公司 大规模公司 小规模公司

(1) (2) (3) (4) (5) (6)

26WH
-0. 580 9
(-5. 82)∗∗

-0. 477 4
(-4. 33)∗∗

-0. 487 3
(-5. 05)∗∗

S3
0. 261 8
(5. 86)∗∗

0. 197 8
(5. 20)∗∗

0. 306 3
(6. 10)∗∗

平均 R2 0. 501 6 0. 078 9 0. 394 5 0. 108 4 0. 499 6 0. 068 3

(五) 不同时间窗口的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 我们选择不同时间窗口进行稳健性检

验。 结果发现, 除了形成期为 1 个月的情况, 不同持

有期和形成期下减速动量策略依然有效。 图 1 对比了

形成期 (J) 为 1、 3、 6、 12 个月、 持有期 (K) 为 1
到 60 个月下的普通动量策略、 减速动量策略和加速动

量策略的收益率。 结果发现: 形成期为 6、 12 个月时,
随着持有期的延长, 减速动量策略的收益始终高于加

速动量策略和普通动量策略, 其相对盈利性稳定。 形

成期为 12 个月时, 减速动量策略最有效, 但相对盈利

性减弱。 形成期为 1 个月时, 减速动量策略最优策略

的稳定性虽有所下降, 但长期表现依然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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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时间窗口设定下的减速动量策略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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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探究中国 A 股市场动量效应的时变特征,
本文考察了动量效应加速和减速模式对未来股票收益

的预测能力。 在此基础上, 基于历史股价与时间回归

的二次项系数所构造的加速因子, 本文提出了改进传

统动量策略的减速动量策略 (买入减速赢家、 卖出

减速输家), 并从处置效应的视角对其有效性提供了

合理解释。
基于 Fama-Macbeth 截面回归和时间序列回归的

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 A 股市场的动量效应存在明显

的非线性特征, 即存在加速和减速效应; 在控制了其

他传统预测指标如规模、 账面市值比、 历史收益率等

之后, 加速因子对股价仍有预测作用; 减速动量策略

可以获得 26WH 策略和传统动量策略以外的超额收

益, 而反之不成立。 最后, 本文证明减速赢家和减速

输家风险更低, 减速动量策略的收益可以用处置效应

来解释: 对于历史收益率较高的股票 (赢家组合),
投资者是风险规避的, 相比于加速上涨的股票 (加

速赢家), 投资者更倾向于买入减速上涨的股票 (减
速赢家), 促使减速赢家的收益率高于加速赢家; 对

于历史收益率较低的股票 (输家组合), 投资者是风

险偏好的, 比起减速下跌的股票 (减速输家), 投资

者更倾向于继续持有加速下跌的股票 (加速输家),
使得减速输家的收益率低于加速输家。 相关结论为动

量效应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

部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方面, 有助于投资者进

一步了解中国 A 股市场价格演化的规律, 对于投资

者制定更有效的投资策略, 进行更为理性的投资起到

一定指导作用。 同时, 如果投资者能正确认知处置效

应等行为因素对动量效应等市场异象的影响, 有效克

服心理和行为模式上的固有偏差, 就能够显著提升风

险收益。 另一方面, 在股票市场低迷的时期, 相关部

门应该通过出台相应政策, 减少投资者 “破罐子破

摔” 的心理, 及时稳定投资者情绪和市场信心, 从

而有助于市场价格回归到合理的价值区间, 提高整个

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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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CEO 任期周期的 “季节效应” 理论为基础, 本文利用 2008—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
数据, 实证分析了 CEO 任职周期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影响、 作用机制以及内部控制对该影响
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 U 型关系, 在任职初期股价崩盘
风险较高但会逐步降低, 而在任期接近结束时股价崩盘风险则会再度升高, 在某一任职阶段股价崩盘
风险会降至最低。 同时, 该 U 型关系在较差的 CEO 职业经验、 较低的 CEO 业界声誉、 CEO 内部升任
等情况下表现得更强; 会计稳健性和非效率投资在该 U 型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盈余管理
则并未发挥中介作用; 高效率内部控制机制在有效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同时显著弱化了该 U 型
关系。 这表明, CEO 在任期不同阶段对职业生涯和声誉的考虑会影响到会计信息披露和投资行为,
进而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的周期性变化, 而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则能弱化这种周期性变化。 本文丰富了
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有助于客观评价内部控制在降低股价波动风险中的作用, 亦为监
管者稳定证券市场秩序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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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EO tenures “seasonal effect”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EO
tenure on stock price crash risk, its mechanism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 by using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5.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tenur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At the beginning of CEO tenur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is higher but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At the end of CEO tenure, it will increase again. At a certain stage
of CEO tenure, it will be minimized. And the U-shape relationship will be stronger in the case of poorer CEO
career experience, lower CEO industry reputation and CEO internal promoti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inefficient investment play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tenur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while earnings management does not play a mediating role; efficient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not only reduces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but also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 tenur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ideration of career and reputation
of CEO at different tenure stage will affect the company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yclical change of stock price crash risk, and the perfect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can weaken the cyclical chang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ock price crash risk. It also helps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role of internal control in reducing the
risk of stock price fluctuations,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regulators to stabilize the order of stock market.

Key words: CEO tenures “seasonal effect” 　 Stock price crash risk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ef-
ficient investment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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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从

无到有, 取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 作为新兴市场代

表, A 股市场定价效率依旧较低, 股价暴涨暴跌现象

发生频繁。 除了系统性风险集中释放导致的多次

“千股跌停” 外, 个股股价在没有预兆情况下出现大

幅度下跌的崩盘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诸如 2018 年长生

生物因 “疫苗事件” 连续 32 个交易日跌停, 2019 年

康美药业因 “巨额会计差错” 连续 5 个交易日跌停等,
都极大地扰乱了证券交易秩序、 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降低了资本资源配置效率。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

司股价崩盘, 如何通过机制设计降低这一风险, 也成

为投资者、 监管者与学术界关注的现实焦点问题。
回顾以往文献, 股价崩盘成因假说先后涵盖了

“引起证券交易价格突发性波动的交易者行为特征”
“交易环境与制度设计” 等多个方面。 其中, 信息透

明度假说自 Jin 和 Myers (2006) [1]提出后迅速成为主

流。 按照该假说, 管理者具有隐藏负面信息的动机与

能力, 这会造成负面信息不断累积, 在超越临界值后

则易形成负面信息瀑布, 导致股价暴跌。 在该思路基

础上, 学者们从信息披露质量[2-5]、 影响信息披露的

内外部治理机制[6-9]等角度, 对股价崩盘成因做了诸

多有力解释。 然而遗憾的是, 对于 CEO 任职周期这

一重要高管特征是否影响了股价崩盘风险, 学术界仍

未给予充分研究。 同时, 虽有学者注意到内部控制能

通过抑制管理者机会主义、 提高信息透明度而降低公

司股价崩盘风险[10], 但其在整个高管任职周期中的

风险治理效果还需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 作为公司高管的一项重要特征, 任职周

期给会计信息质量和披露行为带来的影响已被研究者

不断发现[11-12], 而一旦这种影响传递到证券市场,
则极易对公司股价产生影响。 联系实践看, CEO 任

职周期对公司平稳发展影响重大, 中国上市公司

CEO 在任职周期内给公司业绩和股价带来 “季节性”
影响的案例不胜枚举。 因此, 基于 CEO 任职周期与

公司负面信息产生及披露间的高度关联性, 探讨其对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具有一定理论与现实基础。 但

其具体影响结果如何、 内在作用机制怎样, 仍需大样

本实证研究给予检验。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以 CEO 任职周期的 “季节

效应” 理论为起点, 探讨 CEO 任期给公司股价崩盘

风险带来的影响及其中介作用机制, 同时考察内部控

制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 2008—2015 年 A

股公司数据检验, 结果发现: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

风险间呈现显著的 U 型关系, 在任职初期股价崩盘

风险较高但会逐渐降低, 而在接近任期结束时股价崩

盘风险则会再度升高, 在某一任职阶段股价崩盘风险

会降至最低, 且在考虑了内生性、 排除了 CEO 辞职

及换届等因素影响后, 该 U 型关系依然成立;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 U 型关系会在较差的 CEO
职业经验、 较低的 CEO 业界声誉、 CEO 内部升任等

情况下表现得更强, 且会计稳健性和非效率投资在该

U 型关系中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 盈余管理则未发挥

中介作用; 高效率内部控制在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的同时, 还显著弱化了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间

的 U 型关系。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其一, 现有研究对 CEO

特征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关注尚有不足, 本文从任职

周期这一重要特征入手, 发现了 CEO 基于职业生涯

和声誉考量, 通过 “季节性” 地影响会计稳健性、
投资效率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证据, 拓展了该领

域的研究。 其二, 以往研究虽然考察了 CEO 任职周

期对公司投资活动、 信息披露等具体决策行为的影

响, 但是并未考察这种 “季节效应” 是否在证券市

场中同样有所体现, 本文从崩盘风险角度验证了

CEO 任期对公司股价产生的影响, 丰富了任职周期

理论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其三,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的施行是否抑制了公司决策风险、 降低了公司股价波

动、 起到了证券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备受实务界及政

府部门关注, 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为此提供了正

面证据, 将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客观评价内部控制规

范的实施效果, 为稳定证券市场秩序提供新思路。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CEO 任职周期的 “季节效应” 与股价崩盘

风险

Hambrick 和 Finkelstein (1991) [13]提出的 “季节

模型” 把 CEO 任职周期分为任命期、 探索期、 模式

选择期、 模式强化期和衰退离任期。 不同阶段里信息

来源、 努力程度、 工作兴趣、 管理权力、 声誉关注度

等方面的差异, 导致了 CEO “季节性” 的管理行为

与模式, 公司经营绩效、 会计信息质量、 投资效率等

随之出现 “季节性” 变化。 该理论为分析 CEO 任期

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首先, CEO 任期不同阶段利益诉求的 “季节性”

差异导致了其在风险偏好、 投资决策、 工作方式等方

面的差异, 其后果将是公司风险承担、 风险积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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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波动。 在 CEO 任职初始, 市场对其能力不

够确信 (即便由内部升任, 鉴于低阶岗位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不同于成功 CEO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这种

质疑依然存在), 需借助公司业绩表现迅速做出评

估 (Gibbons 和 Murphy, 1992[14]; Hermalin 和 Weis-
bach, 1998[15]; Ali 和 Zhang, 2015[16] )。 面对市场

的业绩期望和董事会的考核要求, 为避免被贴上能力

低下的标签, 新任 CEO 会出于 “职业生涯忧虑”
(career concern) 而努力工作, 力争短期内通过 “速
胜” (quick win) 来获取市场和董事会的信任 (Holm-
strom, 1982[17]; Van Buren 和 Safferstone, 2009[18] )。
虽然, 新任 CEO 此时对公司现有资源、 运作能力、
利益相关者诉求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仍缺乏充足认识,
但为了向市场传递其治理有方的信息, 依然会 “新
官上任三把火”, 实施激进的战略变革 (Herrmann 和

Nadkarni, 2013[19]), 并选择高风险投资项目甚或拔

高盈余, 从而使公司承担和积累更多经营风险。 而随

着任期延长、 累积的经验日渐丰富, CEO 则会通过

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反馈的信息慢慢了解公司运营环

境及运营能力, 从而修正决策偏差, 为企业创造更多

价值。 此时, 注重声誉和职业生涯的 CEO 会尽量保

持公司平稳有序发展, 倾向于减少激进战略决策, 选

择稳健的投资项目 (Diamond, 1989[20] ), 降低公司

风险承担, 实现个人与企业的 “双赢” 局面。 但到

了离任衰退期, 随着董事会放松对即将离任 CEO 的

监管, CEO 会为了暂时性货币收入等短期个人利益

而忽视对声誉的关注, 再次做出损害公司长期利益的

决策, 导致经营风险提升。
其次, 更重要的是, 除了 CEO 任期里公司风险

承担和风险累积的 “季节性” 差异, CEO 在任期内

基于声誉考虑而进行的 “风险性信息” 披露管理也

会对公司负面信息的充分及时传递造成影响, 其后果

将是股价崩盘风险的阶段性波动。 具体看来, 在上任

初期, 为传递自身具有胜任力的信号, CEO 会在选

择激进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同时, 存在操控盈余的强烈

动机 (Ali 和 Zhang, 2015[16] ), 对项目出现的负面

信息选择捂盘, 以期赢得更多改善业绩的时间, 而这

将大大提升负面信息累积程度, 从而产生较高的股价

崩盘风险。 但当度过艰难磨合期后, 公司经营步入正

轨、 业绩稳步提高、 经营风险下降, CEO 亦不需通

过大规模盈余操纵迎合委托人。 此时, 建立起声誉的

CEO 已得到董事会肯定, 出于对自身声誉的维护,
会避免用较差的盈余质量损害委托人信任并愿意保持

较高的信息透明度, 这将减少公司负面信息累积, 降

低股价崩盘风险。 但到了离任衰退期, 获得董事会放

松监管的 CEO 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短视化, 为了

暂时的货币收入等短期利益, 同时也为了顺利卸任,
则会粉饰经营业绩、 掩盖可能的负面风险信息

(Kalyta, 2009[21]), 使公司信息透明度大大降低,
从而令股价崩盘风险在离任前陡然上升。 综合以上分

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随着 CEO 任期的延长, 公司股价崩盘

风险会逐渐降低, 但在 CEO 接近离任时, 股价崩盘

风险则会再度上升。 CEO 任期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之间呈现 U 型关系。
(二) CEO 任职周期 “季节效应” 与股价崩盘风

险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 在 CEO 任期对股价崩盘风险可能的

“季节性” 影响中, 作用机制或包括:
其一, 盈余管理的中介作用。 已有文献表明,

CEO 任期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Murphy
等, 1993[22])。 在任职初期, 即便是工作能力很强的

新任 CEO 也会为了报答公司信任、 得到公众认可而

在经验不足情况下通过盈余管理提交较好的业绩答

卷。 随着任期延长, 人脉关系逐步形成, 知识结构日

渐丰富, CEO 具备了创造良好绩效的能力, 董事会

对其评价也更加客观全面, 此时 CEO 已不需通过粉

饰盈余证明自己, 而出于声誉考虑也会减少盈余管

理。 但在衰退离任期, 一方面, CEO 工作兴趣逐渐

降低, 权力集中会令其自我膨胀、 不愿对陈旧的管理

模式进行创新变革, 为了维持业绩水平往往会选择盈

余管理; 另一方面, 由于任期结束后不再拥有 “在
职消费” 的隐性收入, 因此 CEO 也会通过调增利润

来获取短期利益, 以提高离职前的货币收入。 综上,
CEO 任期与盈余管理间呈现一种 U 型关系, 考虑到

盈余管理与崩盘风险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潘越等,
2011[5]), 因此本文预期, 盈余管理可能是 CEO 任职

周期崩盘效应的一种重要传导途径。 由上, 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2a: CEO 任职周期通过 “季节性” 影响盈

余管理而影响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其二, 会计稳健性的中介作用。 从已有文献看,

CEO 在任职周期里还会 “季节性” 地变化公司的会

计稳健性 (张兆国等, 2011[23])。 任职初期, 能力未

被认可的 CEO 希望用当期业绩证明自己, 倾向于拔

高业绩, 所以会计稳健性较低。 随着任期延长, CEO
与团队和下属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加, 决策时更易产生

共鸣, 并且由于对内部资源的认知程度加深、 对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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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辨别能力提高, 已能在面对风险和竞争时迅速

判断利弊, 做出正确决策, 同时出于对未来利益的考

量, CEO 也更倾向于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和收益确

认方法。 但在临近卸任时, 由于不再考虑声誉问题,
CEO 会忽略企业长期发展, 采取一些短视行为, 从

而降低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 因此, CEO 任期与会

计稳健性之间呈现着一种倒 U 型关系。 由于稳健性

能够使坏消息更加及时地计入会计盈余, 避免了坏消

息在企业内部大量积累后才被释放到市场当中, 因此

可以显著降低公司股价暴跌风险。 基于此, 本文预期

会计稳健性可能也是 CEO 任期崩盘效应的一种传导

路径。 由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b: CEO 任职周期通过 “季节性” 影响会

计稳健性而影响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其三, 非效率投资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

CEO 在任职周期不同阶段存在差异化的投资冲动,
而这将带来公司投资效率在任期内的 “季节性” 波

动。 首先, 不论以何种方式继任, 新上任 CEO 在上

台后都可能对企业前期收购的项目进行剥离, 通过增

加投资来增强声誉。 其次, 随着任期延长, CEO 对

公司认识日渐深刻, 投资决策一般不会太过偏离公司

核心竞争力, 并且 CEO 在任期里的权力不断扩大也

有助于企业资源有效配置、 减少非效率投资 (李培

功和肖珉, 2012[24] ); 同时, 任期延长还使 CEO 眼

光变得更长远, 更愿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研发项目,
避免了盲目多元化和冒险收购等耗竭资源的投资

(Breton-Miller 和 Miuer, 2008[25] )。 最后, 在任期尾

声, CEO 行为变得短视化, 为避免爆出能力不足的

负面信息, 既不愿意进行新投资, 也不愿意清算不具

盈利能力的项目, 往往产生经营风险的累积、 投资效

率的低下。 由于非效率投资带来的前景堪忧项目必然

隐藏着大量负面信息, 管理者出于任期内薪酬、 声

誉、 职业生涯等考虑又往往不愿意及时释放, 而是选

择信息捂盘 (江轩宇和许年行, 2015[26]), 于是非效

率投资越严重, CEO 对外隐瞒负面信息的动机越强,
最终 CEO 任期内投资效率的波动便演化为股价崩盘

风险的波动。 基于此, 本文预期投资效率可能是

CEO 任期崩盘效应的再一传导路径。 由上, 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2c: CEO 任职周期通过 “季节性” 影响非

效率投资而影响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三) 内部控制对 CEO 任职周期 “季节效应”

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认为, 以控制风险为手段、 以提高经营效率

和效果、 实现企业战略为目标的内部控制机制, 将弱

化 CEO 任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 “季节性” 影响, 其

作用机理在于:
首先, 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改善作用,

这体现在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提高会计稳健性等方

面。 事实上, 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证财务

报表可靠性, 已有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越好的公司会计

信息质量越高 (Doyle 等, 2007[27] )。 同时, 内部控

制还能抑制管理者利用会计估计、 会计政策提前确认

收入、 推后确认损失的机会主义行为, 并通过加强

会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 提高他们估计并及时确认

预期损失的能力, 提高会计稳健性 (方红星和张志

平, 2012[28])。 其次, 高质量内部控制能缓解投资不

足、 约束过度投资, 提升投资效率。 一方面, 信息与

沟通作为内部控制要素, 能缓解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信息不对称, 让投资者更真实地了解公司盈利状

况与发展空间, 减轻逆向选择原因导致的融资成本提

升, 从而避免投资不足; 另一方面, 作为兼顾了监督

与激励的内部制度安排, 内部控制有利于促使高管努

力工作、 提高决策效率, 约束其建立 “商业帝国”
的冲动以及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避免过度投资。 于是, 在内部控制约束下, 公司

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风险承担与累积程度降低, 盈余

管理程度下降、 会计稳健性水平提高、 负面信息的传

递更加及时, 这将在根本上减少股价崩盘的发生概

率。 而从 CEO 整个任期来看, 内部控制的这种约束

作用必然在管理者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的阶段强化、 在

管理者机会主义缓解的阶段弱化。 因此, 考虑到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可能的 U 型关系, 其

直接诱因是任期不同阶段内 CEO 在信息披露、 投资

活动中出现的利己行为, 而内部控制在改善会计信息

质量进而降低盈余管理、 提高会计稳健性以及减少非

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本质上也正是在抑制管理者机会

主义行为。 本文认为, 这种契合的结果, 很可能使内

部控制发挥出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在 CEO 任期内 “季
节性” 波动的作用, 从而缓和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

风险的 U 型关系。 由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高效率内部控制环境下, CEO 任职周期

与股价崩盘风险的 U 型关系会被削弱。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 年至 2015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 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 (1) 剔除金融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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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样本; (2) 剔除 ST、 ∗ST 类公司样本; (3) 剔除

净资产为负的公司样本; (4) 剔除每年交易周数小

于 30 个的公司样本; (5) 剔除财务数据存在缺失值

的公司样本。 最后, 得到 12 129 个观测值。 本文从

CSMAR 数据库中提取股票交易与公司财务数据, 并

通过公司年报和网络搜索等方式进行核对和补全。 为

了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

量进行了 1%的 winsorize 处理。
(二) 变量度量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 本文对股价崩盘风险 (Crashrisk)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 求出股票 i 在第 τ 周的特有收益 Wi,τ =

ln(1+εi,τ), 其中 εi , τ 是模型 1 的回归残差项。

ri,τ =αi+β1rm,τ-2+β2rm,τ-1+β3rm,τ+β4rm,τ+1
+β5rm,τ+2+εi,τ (1)

其中, ri,τ 为股票 i 第 τ 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收

益率, ri,τ 为 A 股市场所有股票在第 τ 周经流通市值

加权的平均收益率。
第二步, 根据 Wi,τ 构造衡量股价崩盘风险的

变量。
一是负收益偏态系数 (NCSKEW):

NCSKEWi,t =
- [n (n - 1) 3 / 2∑W3

i,t]

[(n - 1)(n - 2)(∑W2
i,t) 3 / 2]

(2)

二是收益上下波动比率 (DUVOL):

DUVOLi,t =
log{[(nup - 1)∑ down

W2
i,t]

[(ndown - 1)∑ up
W2

i,t]}
(3)

其中, n 为股票 i 在第 t 年的交易周数, nup和 ndown分

别为股票第 i 周特有收益 Wi,t大于或小于年平均收益

Wi 的周数。 NCSKEW、 DUVOL 的数值越大, 股价崩

盘风险越高。
2.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1) CEO 任期 ( Tenure) 的度量。 CEO 任期

Tenurei,t指公司 i 的 CEO 在第 t 年时担任此职务的时

间。 由于需要考察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

间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 所以本文也定义了 CEO 任

期的平方项, 称之为 CEO 任期平方 Tenurei,t 2。
(2) 盈余管理 (DA) 的度量。 本文使用分行业

分年度的修正 Jones 模型 (Dechow 等, 1995[29] ) 计

算盈余管理程度, 用可操控应计利润 DAi,t来衡量。
(3) 会计稳健性 (C-score) 的度量。 本文选用

Khan 和 Watts (2009) [30] 的年度 /公司稳健性测量指

标度量会计稳健性, 得到每个公司每个年度的会计稳

健性 C-scorei,t。
(4) 非效率投资 ( Ineff) 的度量。 本文使用

Richardson (2006) [31] 模型回归残差项来估计非效

率投资水平, 经计算得出公司 i 第 t 期的非效率投

资程度 Ineffi,t。
(5) 内部控制 ( Intercon) 的度量。 本文使用

“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反映内部控制

效率。 该指数结合相关制度和方法及我国上市公司实

施内部控制体系现状, 基于内部控制五大目标实现程

度而设计, 能综合反映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风险

管控能力, 在学术界具有较高认可度。 本文取该指数

的自然对数, 从而得到内部控制效率变量 (Intercon)。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 (Kim 等, 2011[6];

王化成等, 2015[9]), 本文采用了若干控制变量, 包

括股票月平均换手率 (Dturn)、 周特有收益率均值

(Ret)、 周特有收益率标准差 ( Sigma)、 财务杠杆

(Lev)、 公司规模 (Size)、 账面市值比 (Mb)、 总资

产收益率 (Roa)、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st)、 固

定资产净额占资产总额比例 (Ppe)、 无形资产净额

占资产总额比例 ( Int) 等。 此外, 还控制了年度

(Year) 和行业 ( Ind) 固定效应。
(三) 回归模型

1.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模型。
为检验假设 1, 本文以股价崩盘风险 Crashrisk 为

被解释变量, 分别用负收益偏态系数 NCSKEW 和收

益上下波动比率 DUVOL 来代替, 构建以下研究模型:

Crashriski,t+1 =β0+β1Tenurei,t+β2Tenure2i,t+β3Crasht

+β4Dturni,t+β5Reti,t+β6Sigmai,t

+β7Levi,t+β8Sizei,t+β9Mbi,t

+β10Roai,t+β11Firsti,t+β12Ppei,t
+β13Inti,t+ ∑Year + ∑Ind + ε

(4)

2. CEO 任职周期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机制

模型。
为检验假设 2a、 2b、 2c, 需要检验 CEO 任职周

期通过非线性影响盈余管理、 会计稳健性或非效率投

资, 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形成 CEO 任职周期与

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 U 型关系。 由于变量之间的非

线性特殊关系, 因此本文采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 [32]提出的调节路径分析方法来检验上述假设。
依据该方法, 构建的分析框架中包含两个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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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τ1+τ2X+τ3M+τ4Z+τ5XZ+τ6MZ+ε (5)
M=ϕ1+ϕ2X+ϕ3Z+ϕ4XZ+e′ (6)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X 为解释变量, M 为中介变

量, Z 为调节变量。 本文中 Z 与 X 为同一变量, XZ
为本方程的交互项也即本文自变量的二次项, MZ 为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 将该模型应用至本文

中, 构建以下模型:

Crashriski,t+1 =β0+β1Tenurei,t+β2Tenure2i,t+β3Mi,t

+β4Mi,t×Tenurei,t+β5Crashriski,t

+β6Dturni,t+β7Reti,t+β8Sigmai,t

+β9Levi,t+β10Sizei,t+β11Mbi,t

+β12Roai,t+β13Firsti,t+β14Ppei,t
+β15Inti,t+ ∑Year + ∑Ind + ε

(7)
Mi,t =β0+β1Tenurei,t+β2Tenure2i,t+β3Dturni,t

+β4Reti,t+β5Sigmai,t+β6Levi,t+β7Sizei,t
+β8Mbi,t+β9Roai,t+β10Firsti,t+β11Ppei,t
+β12Inti,t + ∑Year + ∑Ind + ε (8)

其中, Mi,t可分别用中介变量 Dai,t、 C-scorei,t、 Ineffi,t
代替。 模型 (7) 可以检验被解释变量 (Crashriski,t)
与解释变量 (Tenurei,t)、 调节变量 (Tenurei,t) 和解释

变量 ( Tenurei,t ) 交 互 项 ( Tenurei,t 2 )、 中 介 变 量

(Dai,t、 C-scorei,t、 Ineffi,t )、 调节变量 (Tenurei,t ) 以

及调 节 变 量 ( Tenurei,t ) 与 中 介 变 量 ( Dai,t、
C-scorei,t、 Ineffi,t) 交互项间的总效应。 本文通过模

型 (7) 来检验 Tenurei,t与 Crashriski,t间的 U 型关系以

及 Dai,t、 C-scorei,t、 Ineffi,t 可能在其间的中介作用。
模型 (8) 用来检验中介变量 (Dai,t、 C-scorei,t、 In-
effi,t ) 与 自 变 量 ( Tenurei,t ) 间 受 调 节 变 量

(Tenurei,t ) 的 调 节 效 应, 其 实 际 上 是 用 来 检 验

Tenurei,t对 Dai,t 的 U 型、 对 C-scorei,t 的倒 U 型、 对

Ineffi,t的 U 型曲线影响关系的。
3. 内部控制效率对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

险关系的影响模型。
为检验假设 3, 借鉴张军伟和龙立荣 (2016) [33]

对 U 型关系调节作用采用的方法建立以下模型:

Crashriski,t+1 =β0+β1Tenurei,t+β2Tenure2i,t+β3Interconi,t

+β4Interconi,t×Tenurei,t+β5Interconi,t

×Tenure2i,t+β6Crashi,t+β7Dturni,t

+β8Reti,t+β9Sigmai,t+β10Levi,t
+β11Sizei,t+β12Mbi,t+β13Roai,t

+β14Firsti,t+β15Ppei,t+β16Inti,t
+ ∑Year + ∑Ind + ε (9)

模型中 Intercon 为内部控制变量, 其他解释变量

及控制变量同上, 不再赘述。

四、 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是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中可看到:
NCSKEWt 与 DUVOLt均值分别为 0. 193 与-0. 331, 标

准差分别为 0. 941 与 0. 727, 较大的标准差说明不同

公司间股价崩盘风险差异较大; Tenuret 均值为 2. 958
年,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19 年, 差异较大, CEO
从最短的刚上任到最长的任职十几年不等; Dat 的均

值、 中位数分别为-0. 001、 0. 005, 最大最小值分别

为 32. 270 和-69. 92, 标准差为 0. 750, 说明上市公

司同时存在向上和向下的盈余操控, 差异显著; C-
scoret 均值、 中位数分别为-0. 022 和 0. 005, 标准差

为 0. 750, 表明了上市公司所采用的稳健性水平差异

巨大; Inefft 均值、 中位数分别为 0. 041 和 0. 029, 标

准差为 0. 070, 显示各上市公司投资风险大致相当;
Intercont均值、 中位数分别为 6. 504 和 6. 530, 标准差

为 0. 165, 表明各公司内部控制效率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NCSKEWt 12 129 0. 193 0. 941 -6. 184 0. 241 3. 878

DUVOLt 12 129 -0. 331 0. 727 -10. 590 -0. 292 2. 145

Tenure2t 12 129 15. 780 27. 220 0. 000 4. 694 361. 000

Tenuret 12 129 2. 958 2. 651 0. 000 2. 167 19. 000

Dturnt 12 129 -0. 090 0. 437 -1. 671 -0. 040 0. 921

Rett 12 129 0. 005 0. 014 -0. 026 0. 004 0. 053

Sigmat 12 129 0. 066 0. 023 0. 030 0. 061 0. 145

Levt 12 129 0. 457 0. 234 0. 041 0. 455 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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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值 最大值

Sizet 12 129 21. 730 1. 286 18. 900 21. 570 25. 660

Mbt 12 129 0. 902 0. 841 0. 093 0. 623 4. 730

Roat 12 129 0. 042 0. 060 -0. 227 0. 039 0. 226

Firstt 12 129 0. 363 0. 153 0. 089 0. 344 0. 758

Ppet 12 129 0. 239 0. 175 0. 002 0. 203 0. 746

Intt 12 129 0. 047 0. 055 0. 000 0. 032 0. 327

Dat 12 129 -0. 001 0. 750 -69. 920 0. 005 32. 270

C-scoret 12 129 -0. 022 0. 600 -21. 440 0. 014 23. 290

Inefft 12 129 0. 041 0. 070 0. 000 0. 029 4. 431

Intercont 12 129 6. 504 0. 165 2. 194 6. 530 6. 903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检验。
表 2 是 CEO 任职周期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多

元回 归 结 果。 可 以 看 到, 列 ( 3 ) 中 Tenure2t 和

Tenure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2 和-0. 023, 列 (6)
中 Tenure2t 和 Tenure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2 和

-0. 028, 并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表明上

市公司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 U 型关系显著

存在, 假设 1 得到验证。 而控制变量中, NCSKEWt、
DUVOLt、 Levt、 Sizet、 Ppe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Mbt、 Firstt、 Dturnt、 Rett、 Sigmat 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表 2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回归结果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3) (4) (5) (6)

Tenure2t
0. 002∗∗∗

(2. 922)
0. 002∗∗∗

(3. 738)

Tenuret
-0. 019∗∗∗

(-2. 870)
-0. 023∗∗∗

(-3. 750)
-0. 026∗∗∗

(-4. 346)
-0. 028∗∗∗

(-5. 451)

NCSKEWt
0. 187∗∗∗

(19. 931)
0. 188∗∗∗

(19. 999)
0. 188∗∗∗

(19. 940)

DUVOLt
0. 172∗∗∗

(14. 756)
0. 144∗∗∗

(12. 464)
0. 143∗∗∗

(12. 429)

Dturnt
-0. 054∗∗∗

(-2. 735)
-0. 058∗∗∗

(-2. 841)
-0. 059∗∗∗

(-2. 865)
-0. 161∗∗∗

(-11. 252)
-0. 138∗∗∗

(-9. 829)
-0. 138∗∗∗

(-9. 807)

Rett
-7. 819∗∗∗

(-9. 586)
-7. 917∗∗∗

(-9. 701)
-7. 951∗∗∗

(-9. 744)
17. 825∗∗∗

(25. 457)
17. 348∗∗∗

(25. 242)
17. 362∗∗∗

(25. 274)

Sigmat
-1. 713∗∗∗

(-5. 814)
-1. 570∗∗∗

(-5. 255)
-1. 522∗∗∗

(-5. 087)
-0. 855∗∗∗

(-4. 367)
-1. 701∗∗∗

(-8. 692)
-1. 740∗∗∗

(-8. 880)

Levt
0. 034

(1. 480)
0. 039∗

(1. 683)
0. 042∗

(1. 811)
0. 082∗∗∗

(5. 049)
0. 057∗∗∗

(3. 563)
0. 054∗∗∗

(3. 397)

Sizet
0. 099∗∗∗

(11. 411)
0. 098∗∗∗

(11. 236)
0. 099∗∗∗

(11. 408)
0. 067∗∗∗

(10. 932)
0. 072∗∗∗

(12. 075)
0. 071∗∗∗

(11. 802)

Mbt
-0. 121∗∗∗

(-10. 270)
-0. 121∗∗∗

(-10. 298)
-0. 123∗∗∗

(-10. 395)
-0. 154∗∗∗

(-18. 713)
-0. 152∗∗∗

(-18. 834)
-0. 151∗∗∗

(-18. 699)

Roat
0. 051

(0. 813)
0. 063

(1. 008)
0. 071

(1. 124)
0. 168∗∗∗

(3. 831)
0. 105∗∗

(2. 437)
0. 099∗∗

(2. 287)

Firstt
-0. 242∗∗∗

(-4. 352)
-0. 232∗∗∗

(-4. 154)
-0. 238∗∗∗

(-4. 269)
-0. 163∗∗∗

(-4. 196)
-0. 222∗∗∗

(-5. 827)
-0. 217∗∗∗

(-5.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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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3) (4) (5) (6)

Ppet
0. 133∗∗∗

(2. 840)
0. 141∗∗∗

(2. 999)
0. 145∗∗∗

(3. 090)
0. 222∗∗∗

(6. 784)
0. 184∗∗∗

(5. 723)
0. 180∗∗∗

(5. 604)

Intt
-0. 015

(-0. 127)
-0. 008

(-0. 068)
-0. 014

(-0. 114)
-0. 219∗∗∗

(-2. 739)
-0. 261∗∗∗

(-3. 206)
-0. 256∗∗∗

(-3. 149)

Constant
-1. 726∗∗∗

(-9. 443)
-1. 741∗∗∗

(-9. 521)
-1. 811∗∗∗

(-9. 825)
-1. 675∗∗∗

(-13. 048)
-1. 556∗∗∗

(-12. 344)
-1. 494∗∗∗

(-11. 754)

Year /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Adj-R2 0. 050 0. 050 0. 051 0. 101 0. 135 0. 135

　 　 注: 括号中是对标准误进行异方差稳健处理及公司层面群聚调整后的 t 值,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 下同。

　 　 2.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中介效

应检验。
以下进一步研究 CEO 任职周期 “季节性” 影响

股价崩盘风险的中介机制。 借助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 [29]提出的调节路径分析法, 分两步考察中介

效应:
第一步, CEO 任职周期与中介变量的关系分析。

在表 3 列 (1)、 列 (2) 中, Dat 与 Tenuret 的回归系

数为负, 列 (2) 中 Dat 与 Tenure2t 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该结果表明 Tenuret 与 Dat 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

关系; 列 (3)、 列 (4) 中, C-scoret 与 Tenuret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列 (4) 中 C-scoret 与 Tenure2t 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 该结果表明 Tenuret 与 C-scoret 之间存

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列 (5)、 列 (6) 中, Inefft
与 Tenuret 回 归 系 数 为 负, 列 ( 6 ) 中, Inefft 与

Tenure2t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该结果表明 Tenuret 与

Inefft 之间存在显著 U 型关系。 总而言之, CEO 任期与

三个中介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正 U 或倒 U 型关系。 该结

果初步说明了本文所选中介变量有一定研究意义, 下

面进一步检验它们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

表 3 CEO 任期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Dat C-scoret Inefft

(1) (2) (3) (4) (5) (6)

Tenure2t
0. 001∗∗

(2. 512)
-0. 001∗∗∗

(-2. 703)
0. 001∗

(1. 920)

Tenuret
-0. 002∗∗∗

(-2. 778)
-0. 002

(-1. 259)
0. 006∗∗∗

(3. 175)
0. 018∗∗∗

(3. 655)
-0. 001

(-1. 524)
-0. 002∗∗

(-2. 33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Adj-R2 0. 279 0. 279 0. 083 0. 083 0. 140 0. 141

　 　 第二步,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传

导路径分析。 在表 4 的列 (1) 和列 (5) 中分别显示

了不含中介因子的股价崩盘风险回归结果, 列 (2)
和列 (6)、 列 (3) 和列 (7)、 列 (4) 和列 (8) 分

别显示了包含 Dat、 C-scoret、 Inefft 三个中介因子的回

归结果。 同时, 为了消除引入中介变量与 CEO 任期交

乘项引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回归前已对所有变量

实施了均值中心化 (mean-centered) 处理。
首先分析将 Dat 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 由列

(2) 可见, 当使用 NCSKEWt+1测度股价崩盘风险时,

中介因子 Da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交互项 Tenuret×
Dat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在加入中介因子 Dat 前后

Tenure2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回归系数与显著性

水平均没有发生变化; 由列 ( 6) 可见, 当使用

DUVOLt+1测度股价崩盘风险时, 中介因子 Dat 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 交互项 Tenuret ×Dat 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 在加入中介因子 Dat 前后 Tenure2t 的回归系数与

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发生变化。 该结果表明, Dat 在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并没有起到

显著中介效应, 假设 2a 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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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析将 C-scoret 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
由列 (3) 可见, 当使用 NCSKEWt+1测度股价崩盘风

险时, 中介因子 C-score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交互

项 Tenuret×C-scoret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由列 (7) 可

见, 当使用 DUVOLt+1测量股价崩盘风险时, 中介因

子C-scoret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交互项 Tenuret×C-scoret
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由此可见, 加入交互项 Tenuret×
C-scoret 后, 回归模型中 C-scoret 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

负相关, 即会计选择越谨慎保守, 公司出现股价暴跌

的可能性越低, 此外交互项 Tenuret×C-scoret 对股价崩

盘风险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该结果表明, C-scoret
在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中

介作用, 假设 2b 得到验证。
最后分析 Inefft 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 由列

(4) 可见, 当使用 NCSKEWt+1测度股价崩盘风险时,
中介因子 Ineff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交互项Tenuret×
Inefft 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由列 ( 8) 可见,
DUVOLt+1测度股价崩盘风险时, 中介因子 Inefft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 交互项 Tenuret×Inefft 回归系数为正

但不显著。 由此可见, 非效率投资本身与股价崩盘风

险显著正相关, 同时交互项 Tenuret×Inefft 与股价崩盘

风险不显著相关, 表明 Inefft 在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

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假设 2c 得

到验证。

表 4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无中介

因子

DAt 作为

中介因子

C-scrore 作为

中介因子

Inefft 作为

中介因子

无中介

因子

DAt 作为

中介因子

Scrore 作为

中介因子

Inefft 作为

中介因子

(1) (2) (3) (4) (5) (6) (7) (8)

Tenure2t
0. 002∗∗∗

(2. 922)
0. 002∗∗∗

(2. 911)
0. 002∗∗∗

(2. 933)
0. 002∗

(1. 938)
0. 002∗∗∗

(3. 738)
0. 002∗∗∗

(3. 715)
0. 002∗∗∗

(3. 723)
0. 002∗∗∗

(3. 036)

Tenuret
-0. 023∗∗∗

(-3. 750)
-0. 029∗∗∗

(-3. 408)
-0. 030∗∗∗

(-3. 780)
-0. 023

(-1. 352)
-0. 028∗∗∗

(-5. 451)
-0. 031∗∗∗

(-5. 401)
-0. 037∗∗∗

(-5. 878)
-0. 030∗∗∗

(-5. 319)

Dat
0. 202∗∗∗

(3. 309)
0. 224∗∗∗

(5. 345)

Tenuret×Dat
-0. 164∗∗∗

(-8. 763)
-0. 028∗∗

(-2. 193)

C-scoret
-0. 004∗∗

(-2. 083)
-0. 017∗∗∗

(-3. 576)

Tenuret×C-scoret
-0. 006

(-0. 384)
-0. 030

(-1. 262)

Inefft
0. 119∗

(1. 917)
0. 066∗∗

(2. 418)

Tenuret×Inefft
0. 102

(1. 472)
0. 092

(1. 5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Adj-R2 0. 051 0. 058 0. 051 0. 049 0. 135 0. 138 0. 136 0. 101

　 　 3. 内部控制对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

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 5 显示了内部控制效率对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

风险之间 U 型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 由列 (2)、 列

(5) 可见, Intercont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高

效率内部控制有助于及时释放 “坏消息”、 能有效抑

制股价暴跌的风险; 而从列 (3)、 列 (6) 可见, 不

论用NCSKEWt+1 还是用 DUVOLt+1 来衡量股价崩盘风

险, Tenure2t 的回归系数均不再显著。 交互项 Tenure2t ×
Intercont 回归系数分别为-0. 071 与-0. 081, 且分别

在 10%和 5%水平上显著; 交互项 Tenuret×Intercont 的

回归系数分别为-0. 007 与-0. 006, 且分别在 5%和

10%水平上显著, 说明高效率内部控制能有效缓解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 U 型关系。 假设 3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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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内部控制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3) (4) (5) (6)

Tenure2t
0. 002∗∗∗

(2. 922)
0. 048

(1. 302)
0. 002∗∗∗

(3. 738)
0. 034

(1. 337)

Tenuret
-0. 023∗∗∗

(-3. 750)
-0. 491

(-1. 277)
-0. 028∗∗∗

(-5. 451)
0. 362∗

(1. 760)

Intercont
-0. 100∗

(-1. 693)
0. 010

(0. 091)
-0. 142∗∗∗

(-3. 451)
0. 226∗∗∗

(2. 904)

Tenure2t ×Intercont
-0. 007∗∗

(-2. 136)
-0. 006∗

(-1. 713)

Tenuret×Intercont
-0. 071∗

(-1. 698)
-0. 081∗∗

(-2. 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12 129

Adj-R2 0. 051 0. 053 0. 054 0. 135 0. 107 0. 140

(二)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检验与拓展分析

1. 主效应结果的进一步检验与拓展分析。
(1) 考虑内生性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检验。
前文为分析 CEO 任职周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

响, 在主回归模型 (4) 中, 对被解释变量股价崩盘

风险采用了第 t+1 期值, 而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

采用了滞后一期值, 该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

性。 但为充分考虑股价崩盘风险在证券市场上的延续

性 (从表 2 可看出, 变量 NCSKEW 和 DUVOL 均高度

序列相关) 并进一步减轻内生性影响, 本文借鉴李

延喜和陈克兢 (2014) [34]的思路, 对模型 (4) 进行

了适当调整, 构造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即仅保留

Crasht 滞后一期形式作为工具变量, 其他变量均采用

第 t+1 期值), 并在其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

(SYS-GMM) 做进一步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6。
可以看到, 列 (1)、 列 (2) 中 AR (1) 的 p 值均等

于 0. 000, AR (2) 的 p 值均大于 0. 100, 说明随机

误差项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构

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是合理的; 而 SARGAN 检验的 p
值也都大于 0. 100, 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同时, Tenure2t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Tenuret 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 该结果依然表明上市公司 CEO 任职周期

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 U 型关系显著。

表 6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GMM 回归结果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Tenure2t+1 0. 004∗∗∗ 3. 365 0. 005∗∗∗ 4. 369

Tenuret +1 -0. 052∗∗∗ -4. 291 -0. 061∗∗∗ -6. 362

NCSKEWt 0. 095∗∗∗ 3. 876

DUVOLt 0. 079∗∗ 3. 152

Dturnt+1 -0. 064∗∗∗ -3. 061 -0. 147∗∗∗ -10. 231

Rett+1 -4. 823∗∗ -2. 218 9. 590∗∗∗ 3. 754

Sigmat+1 -3. 241∗∗∗ -9. 156 -3. 908∗∗∗ -12. 675

Levt+1 0. 037 1. 034 0. 029 1. 528

Sizet+1 0. 084∗∗∗ 8. 556 0. 060∗∗∗ 8. 947

Mbt+1 -0. 095 -1. 034 -0. 102∗ -1.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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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NCSKEWt+1 DUVOLt+1

(1) (2)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Roat+1 -0. 107∗ -1. 854 -0. 145∗∗ -2. 543

Firstt+1 -0. 221∗∗∗ -3. 116 -0. 198∗∗∗ -3. 507

Ppet+1 0. 127∗∗ 2. 194 0. 151∗∗∗ 2. 763

Intt+1 -0. 045∗ -1. 693 -0. 197∗∗ -2. 058

Constant -2. 186∗∗∗ -13. 714 -2. 968∗∗∗ -15. 380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χ2 统计量 212. 40 221. 73

AR (1) P value 0. 000 0. 000

AR (2) P value 0. 276 0. 368

SARGAN P value 0. 347 0. 431

(2) 考虑任职经验、 晋升方式、 业界声誉等

CEO 个人特征差异的进一步检验。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 CEO 任期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关系的认识, 本文引入职业经验 (Exp)、 业界声誉

(Rep)、 晋升方式 (Prom) 三项对 CEO 管理知识与

能力、 声誉维护倾向存在影响的个人特征, 以便充分

考虑这些对 CEO “速胜” 动机、 短视化和机会主义

可能带来影响的因素, 进而在其基础上分析 CEO 任

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制。
首先, 考虑 Exp 带来的影响。 如前所述, 造成

CEO 任职初期产生 “速胜” 动机进而激进决策的动

因, 很大程度上源自他们在对公司尚缺乏足够认识的

情况下便急于向市场传递治理有方的信号, 因此当

CEO 年龄较轻、 新近入行、 职业经验较缺乏的情况

下, 这种 “速胜” 动机往往会显得更加 “冲动”, 其

驱动的决策也往往会更脱离实际, 于是对应的决策激

进度、 风险承担水平、 股价崩盘风险等也会更高, 结

果将是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 U 型关系更强。 为

验证这一推测, 本文基于 CEO 年龄构建了 Exp 指标,
并根据 CEO 年龄是否超过年度内所属行业 CEO 年龄

中位数进行分组, 当年龄小于行业中位数可被视为入

行时间较短、 职业经验不够丰富, 反之则被视为职业

经验丰富。 分组回归后的结果如表 7 Panel A 所示,
可看到经验不丰富组 ( Low-Exp) 中 Tenure2t 的回归

系数分别为 0. 003、 0. 002 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 其

系数高于或等于经验丰富组 (High-Exp) 中 Tenure2t
的回归系数 0. 001、 0. 002 且显著性水平更高。 这表

明, 年轻、 新入行、 经验不够丰富的 CEO, 其任期

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更明显的 U 型关系, 上

述理论推测成立。
其次, 考虑 Rep 带来的影响。 如前所述, CEO

在任职初期基于 “速胜” 动机的激进决策导致了公

司风险承担和风险累积水平提高, 进而提高了股价崩

盘风险; 在任职末期, 由于忽视对声誉的关注而为了

短期个人利益做出有损公司长期利益的决策, 导致经

营风险提升进而提高了股价崩盘风险。 那么, 对享有

较高业界声誉的 CEO 而言, 上述作用的强度或许存

在差异: 高声誉 CEO 在任职初期较易获取市场认可,
出于对自身声誉的爱护, 其选择激进决策传递胜任能

力的动机将较弱; 在任职末期, 他们亦会充分考虑自

身声誉而减少短视化和机会主义的风险性决策, 因此

高声誉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前述的 U 型关系。 为验

证这一推测, 本文参考曹国华等 (2017) [35] 的做法,
在百度新闻中手工检索 CEO 的名字, 利用 “检索次

数+1” 的对数值作为衡量 CEO 声誉的代理变量 Rep。
按中位数分组后, 分别对高业界声誉组 High-Rep 和

低业界声誉组 Low-Rep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7 Panel
B。 可看到, Low-Rep 组中 Tenure2t 系数分别为 0. 003、
0. 002 且分别在 1%、 5%水平上显著, 其系数和显著

性水平均高于或等于 High-Rep 组中 Tenure2t 系数和显

著性水平。 这表明, CEO 声誉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任期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 U 型关系, 上述理

论推测成立。
最后, 考虑 Prom 带来的影响。 本文在假设 1 推

导中认为, 由于低阶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同于成

功 CEO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即便 CEO 由内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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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存在向市场传递胜任能力的压力。 换言之, 任职

初期的 “速胜” 动机、 任职末期的短视和机会主义

倾向等分析思路适用于两种不同晋升方式的 CEO。
本文认为, CEO 晋升方式对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

间关系也可能产生类似业界声誉所产生的影响。 具体

看, 外聘 CEO 来自经理人市场, 出于职业生涯考虑,
往往更加爱护自身声誉, 于是在任职初期, 虽然与内

部升任 CEO 一样需要尽快获得市场认可, 但出于职

业生涯考虑, 将会适度克制激进的决策冲动; 同样,
在任职末期, 外聘 CEO 虽然也存在行为短视和机会

主义冲动, 但出于对职业生涯和声誉的关注, 则会选

择不再铤而走险。 因此, 外聘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

风险的 U 型关系或将较之内部升任 CEO 弱。 为验证

这一推测, 本文手工查阅了上市公司 CEO 个人资料,
分别得到了内部升任与外部聘任的样本数据, 并据以

构建了 CEO 升任方式变量 (Prom), 分组回归后的

结果见表 7 Panel C。 可以看到, 内部升任组 ( Ins-
Prom) Tenure2t 系数为 0. 002、 0. 002 且在 5%、 1%水

平上显著, 而外部聘任组 (Out-Prom) Tenure2t 系数

为 0. 003、 0. 001 但不显著。 这表明晋升方式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 U 型关

系, 上述理论推测成立。

表 7 任职经验、 业界声誉、 晋升方式对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影响

Panel A: CEO 职业经验 (Exp) 的影响

经验不丰富 (Low-Exp) 经验丰富 (High-Exp)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Tenure2t 0. 003∗∗ 2. 547 0. 002∗∗ 2. 304 0. 001 1. 318 0. 002 1. 197

Tenuret -0. 034∗∗ -1. 983 -0. 030∗∗∗ -6. 342 -0. 013 -1. 465 -0. 025∗ -1. 7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 065 6 065 6 064 6 064

Adj-R2 0. 052 0. 143 0. 049 0. 118

Panel B: CEO 业界声誉 (Rep) 的影响

低业界声誉 (Low-Rep) 高业界声誉 (High-Rep)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Tenure2t 0. 003∗∗∗ 3. 062 0. 002∗∗ 2. 250 0. 001 1. 512 0. 002 1. 638

Tenuret -0. 039∗∗∗ -3. 219 -0. 031∗∗∗ -2. 927 -0. 008∗ -1. 725 -0. 024∗∗ -2. 3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 065 6 065 6 064 6 064

Adj-R2 0. 065 0. 149 0. 045 0. 106

Panel C: CEO 晋升方式 (Prom) 的影响

内部升任 ( Ins-Prom) 外部聘任 (Out-Prom)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Tenure2t 　0. 002∗∗ 2. 034 0. 002∗∗∗ 3. 085 0. 003 1. 623 0. 001 0. 516

Tenuret -0. 021∗∗ -2. 226 -0. 032∗∗∗ -7. 597 -0. 024 -1. 118 -0. 014 -1. 49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 527 9 527 2 602 2 602

Adj-R2 0. 059 0. 127 0. 041 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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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除 CEO 辞职、 公司自身发展等因素的进

一步检验。
一方面, 排除 CEO 辞职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需注

意的是, CEO 非正常离职的消息往往会在一定阶段内

给公司股价带来不稳定, 因而在考察 CEO 任期影响股

价崩盘风险时应尽量排除这一影响。 基于此, 本文手

工采集了 CEO 辞职样本, 并剔除了 CEO 辞职当年和

前一年观测值, 最终获得 11 487 个观测值, 剔除样本

前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8 的 Panel A。 可以看到, 剔除

CEO 辞职样本后, Tenure2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2 和

0. 003 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 与剔除样本前 Tenure2t 的
回归系数均为 0. 002 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的结论相

比, 差别不大。 由此可见, 排除辞职事件影响后,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的 U 型关系依然显著存在。

另一方面, 排除公司自身发展因素, 检验 CEO
到期换届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

时间较短, 对部分上市公司而言, CEO 任期往往伴

随的是公司自身发展。 而通常情况下, 公司在成立初

期经营风险较高, 股价崩盘风险也相应较高, 但随着

公司经营模式逐渐稳定, 进入成熟期后经营风险将自

然降低, 股价崩盘风险也会随之降低。 所以, CEO
任期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验证应排除公司自身

发展因素影响。 基于此, 本文以 CEO 到期换届作为

实验事件, 检验更换 CEO 是否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
若 CEO 更换影响了股价崩盘风险, 则说明股价崩盘

风险的变化并非仅仅源自公司经营周期。 表 8 的

Panel B 展示了 CEO 换届 (CHANGE) 对股价崩盘风

险影响的统计结果。 首先, 在全样本 OLS 回归情况

下, CEO 换届系数均显著为正; 在对 CEO 换届样本

按照 nearest-neighbor 的不可重复匹配法进行 1 ∶ 1 倾

向得分匹配 (PMS) 后, CEO 换届系数依然显著为

正, 这表明 CEO 换届当年的股价崩盘风险会提升。
其次, 针对更换外聘 CEO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

重差分方法回归 (DID), 则可看到交乘项 CHANGE×
TREAT 系数显著为负且 CEO 更换系数显著为正, 这

表明虽然在 CEO 更换当年股价崩盘风险有所上升,
但从外部聘任 CEO 则会弱化这种效应; 同样, 针对

更换高声誉 CEO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方

法回归, 也可看到 CHANGE×TREAT 系数显著为负且

CEO 更换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虽然 CEO 更换当年

股价崩盘风险有所上升, 但是聘任高声誉 CEO 则会

弱化这种效应。 总体来看, 以上结果排除了股价崩盘

风险变化仅受公司生命周期影响的推测, 验证了

CEO 换届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存在的影响。

表 8 排除辞职事件影响后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检验、 CEO 换届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检验

Panel A: 排除辞职事件影响后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检验

全样本 剔除 CEO 辞职当年及前一年样本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Tenure2t 0. 002∗∗∗ 2. 922 0. 002∗∗∗ 3. 738 0. 002∗∗∗ 2. 981 0. 003∗∗∗ 3. 957
Tenuret -0. 023∗∗ -3. 750 -0. 028∗∗∗ -5. 451 -0. 026∗∗∗ -3. 842 -0. 031∗∗∗ -6. 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11 487 11 487

Adj-R2 0. 051 0. 135 0. 046 0. 124

Panel B: CEO 换届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全样本 PSM 配对 外聘 CEO (DID) 高业界声誉 CEO (DID)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NCSKEWt+1 DUVOLt+1

CHANGE
0. 065∗∗

(1. 991)
0. 114∗∗∗

(5. 633)
0. 073∗∗

(2. 136)
0. 108∗∗∗

(4. 074)
0. 078∗∗

(2. 543)
0. 134∗∗∗

(3. 270)
0. 077∗∗

(2. 501)
0. 132∗∗∗

(3. 016)

TREAT
-0. 014

(-1. 625)
-0. 016∗

(-1. 783)
-0. 011

(-1. 605)
-0. 015∗

(-1. 697)

CHANGE×TREAT
-0. 033∗

(-1. 914)
-0. 025∗

(-1. 862)
-0. 023∗∗

(-2. 011)
-0. 016∗

(-1. 7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 129 12 129 4 146 4 146 1 976 1 976 3 128 3 128

Adj R2 / Pseudo R2 0. 049 0. 124 0. 199 0. 201 0. 053 0. 126 0. 074 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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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EO 任期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之间 U 型关

系的拓展分析。
根据前文回归结果, 还可用求导法得出 CEO 任

期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 U 型关系的拐点。 具体来看,
在表 2 列 (3) 以 NCSKEWt+1为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
Tenure2t 和 Tenure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2 和-0. 023
(保留五位小数分别为 0. 002 07 和-0. 023 30), 极值

点为 Tenure∗1 = 5. 628; 在列 (6) 以 DUVOLt+1为被解

释变量情况下, Tenure2t 和 Tenuret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02 和-0. 028 (保留五位小数分别为 0. 002 43 和

-0. 028 06), 极值点为 Tenure∗2 = 5. 774。 这表明, 从

统计意义上讲, 在以负收益偏态系数、 收益上下波动

比率分别反映股价崩盘风险的情况下, CEO 任期到

达 5. 628 年、 5. 774 年时, 公司股价崩盘风险降到最

低。 同时, 本文还进行了分组回归检验, 结果如表 9
所示。 一方面, 以 NCSKEWt+1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进

行分组回归, 在 Tenure<Tenure∗1 样本组中, Tenuret
系数为- 0. 024 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而在 Tenure≥
Tenure∗1 样本组中, Tenuret 系数为 0. 009 且在 10%水

平上显著; 另一方面, 以 NCSKEWt+1为被解释变量对

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在 Tenure < Tenure∗2 样本组中,
Tenuret 系数为 - 0. 03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而在

Tenure≥Tenure∗2 样本组中, Tenuret 系数为 0. 011 且

在 5%水平上显著。 该结果再次表明, 股价崩盘风险

在 CEO 任职前期会逐渐降低, 在 CEO 任职后期则

会再度上升, 存在某一崩盘风险极低的 CEO 任期区

域, 这一区域大致处在 CEO 任期的 5. 628 ~ 5. 774
年之间。

表 9 考虑 CEO 任期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U 型关系拐点的分组检验

NCSKEWt+1 DUVOLt+1

Tenure<Tenure∗1 Tenure≥Tenure∗1 Tenure<Tenure∗2 Tenure≥Tenure∗2

Tenuret
-0. 024∗∗∗

(-3. 546)
0. 009∗

(1. 785)
-0. 032∗∗∗

(-5. 175)
0. 011∗∗

(2. 0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 331 1 798 10 400 1 729

Adj-R2 0. 043 0. 045 0. 118 0. 093

2. 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首先, 对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除使用前述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 [32] 的方法检验 CEO 任期

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中介效应之外, 本文还使用了

Hayes 等 (2010) [36]的非线性中介效应检验法。 利用

该方法, 先用式 (10)、 式 (11) 来检验 X 对 M 的

效应 (式 (10) 检验两者的线性关系, 式 (11) 检

验两者的 U 型或倒 U 型关系); 再用式 (12) 用来检

验 X 对 Y 及 M 对 Y 的效应, 其引入 M 的一次项和二

次项以检验 M 与 Y 的 U 型或倒 U 型关系。

M= i1+αX+ ∑
k

j = 1
d jControls j (10)

M= i1+α1X+α2X2+ ∑
k

j = 1
d jControls j (11)

Y= i2+β1M+β2M2+f(X)+ ∑
k

j = 1
g jControls j (12)

X 通过M对 Y 产生的间接效应记为 θ=(∂M/ ∂X)×

(∂ Y / ∂M), 即 M 对 X 的偏导数与 Y 对 M 的偏导数之

乘积。 将 X= x 代入间接效应公式所计算出来的 θx,
被称为 X 通过 M 对 Y 产生的瞬间间接效应。 采用

Hayes 和 Preacher 等 ( 2010) [36] 的 SPSS 宏 (称 为

MEDCURVE)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并执行 Bootstrap
以获取置信区间, 来检验 X 通过 M 对 Y 产生瞬间间

接效应的显著性。 在执行 Bootstrap 时, 需对置信区

间选择 α 置信度, 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 0, 那么估计

的参数被认为在符合置信区间的 α 水平上显著异于

0, 说明瞬间间接效应在 α 水平上是显著的。
本文选择的置信度为 5%, Bootstrap 结果显示:

在以 NCSKEWt+1 衡量崩盘 风 险 时, Dat、 C-scoret、
Inefft 的瞬间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包含 0 的

(LLCI = 0. 000 0, ULCI = 0. 000 4 )、 不包含 0 的

(LLCI = 0. 000 4, ULCI = 0. 001 0 )、 不包含 0 的

( LLCI = 0. 000 1, ULCI = 0. 000 6 ), 中 介 效 应

0. 000 1、 0. 000 7、 0. 000 2 分别不显著、 显著、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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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在以 DUVOLt+1 衡量崩盘风险时, Dat、 C-scoret、
Inefft 的瞬间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包含 0 的

( LLCI = - 0. 000 1, ULCI = 0. 000 4)、 不包含 0 的

(LLCI = 0. 000 1, ULCI = 0. 001 1 )、 不包含 0 的

( LLCI = 0. 000 1, ULCI = 0. 000 4 ), 中 介 效 应

0. 000 0、 0. 000 6、 0. 000 2 分别不显著、 显著、 显

著。 选择了 10%置信度进行检验的结果与 5%置信度

情况下吻合。 这表明, C-scoret、 Inefft 均能在 CEO 任

期与股价崩盘风险 U 型关系中发挥显著的瞬间间接

效应, 但 Dat 在两者 U 型关系中并不存在显著中介作

用。 前文采用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 [32] 方法得

到的检验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 对调节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为更清晰、 更

稳健地揭示 Intercont 对 CEO 任职周期与股价崩盘风

险间 U 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还根据 Cohen 等

(2003) [37]的建议, 绘制了调节效应图 (限于篇幅无

法展示, 读者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总体来讲, 不

论以 NCSKEWt+1还是以 DUVOLt+1衡量崩盘风险, 高效

率 Intercont 都比低效率 Intercont 情形下 CEO 任期与股

价崩盘风险间的 U 型关系更平坦, 且在高效率

Intercont 下股价崩盘风险水平更低, 这进一步验证了

高效率内部控制能有效调节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风

险间的 U 型关系, 且内部控制效率越高, 股价暴跌

可能性越小。 前文相关检验结论是稳健的。

五、 结论与启示

基于 CEO 任职周期的 “季节效应” 理论, 本文

利用 2008 年至 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了

CEO 任期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介作

用机制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得出结论:
(1) CEO任期与股价崩盘风险间存在显著 U 型关系,
在任职初期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但会逐步降低, 而在任

期接近结束时股价崩盘风险则会再度升高; 存在在某

一任职阶段, 股价崩盘风险会降至最低; 同时, CEO
较差的职业经验、 较低的业界声誉、 内部升任等特征

则会强化该 U 型关系。 (2) 在 CEO 任期与股价崩盘

风险的 U 型关系中, 会计稳健性和非效率投资发挥

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而盈余管理并未发挥中介效应。
(3) 高效率的内控机制能有效弱化 CEO 任期与股价

崩盘风险之间的 U 型关系, 并且内部控制效率越高,
股价崩盘风险越低。

本文研究的启示包括: (1) 由于在整个任职周

期里, 随着任期延长, 逐渐丰富的社会资源、 逐渐娴

熟的业务技能、 逐渐完善的知识结构及逐渐建立起的

职业声誉会促使 CEO 采取更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
并不断提高投资效率, 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因此

上市公司应保证 CEO 一定的任职年限, 通过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使其能将个人未来收益与企业长远利益紧

密结合, 以抑制短视问题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但考

虑到过长任期容易让 CEO 故步自封、 止步不前、 造

成投资不足, 且即将离任 CEO 又会为短期货币收入

采取短视行为、 股价崩盘风险随之陡然上升, 因而保

证 CEO 合理任职年限非常重要, 应尽量避免频繁更

换 CEO 及 CEO 任期过长的现象。 (2) 研究发现,
CEO 任期的股价崩盘效应主要通过较低的会计稳健

性以及非效率投资途径实现, 因此董事会、 监事会

及审计委员会应当对新上任 CEO 所做的投资决策以

及提供的财务报告给予高度关注, 董事会还应给新

任 CEO 以足够考察时间, 使其能够高质量提高经营

绩效而非表面成绩; 而针对即将离任的 CEO, 应尽

量给予其足够的离职补偿, 并对其加强管理和监

督, 避免由于其短视行为而给企业长远利益造成伤

害。 (3) 内部控制效率能够有效缓解 CEO 任职周

期 “季节效应” 给股价崩盘风险带来的影响, 说明

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风险承

担并加快了负面信息的有效及时传递, 客观上保护

了股东利益, 稳定了证券市场秩序。 政府监管部门

应当在客观评价内部控制实施效果基础上, 通过不

断完善相关法规体系, 推动上市公司内控制度的建

立以及内控信息的披露, 从而提高其内部控制效

率, 保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 实现保护投资者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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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柔性是否强化了公司的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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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08—2017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财务柔性对公司成

本粘性的影响效应、 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表现。 研究发现, 财务柔性显著增强了公司成本粘性, 财务

柔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成本粘性大约上升 10. 1%个标准差。 这一关系在融资约束较重的企业更显

著, 在代理冲突程度不同的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收入连续下降则弱化了两者间关系; 中介机制表

明, 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是财务柔性作用于成本粘性的部分中介。 上述结果表明, 财务柔性主要

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增强成本粘性, 没有证据支持财务柔性通过代理冲突和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作用于

成本粘性的观点。 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显示,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在民营企业和

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更加显著。 文章的结论不仅明晰了财务柔性影响成本粘性的作用机理, 也补充

和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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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orm 2008 to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on corporate cost
stick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ncial flexibilit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ost stickiness of the
company. For each additional standard deviation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the cost stickiness increases by about
10. 1%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This relationship is more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heavi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agency conflict, while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income weak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 shows
that physical capital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are the part of the cost stickiness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intermediary.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flexibility mainly enhances cost stickiness by
adjusting cost path,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financial flexibility acts on cost
stickiness through agency conflict and management optimism. Further grouping test based on enterprises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flexibility and cost stickines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not only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flexibility affecting cost stickiness, but also complements and enriches a
series of studies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Financial flexibility 　 Cost stickiness 　 Financing constraint 　 Adjusting cost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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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管理会计的核心概念, 成本性态受到会计

理论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 该话题目前已经成为企

业成本管理研究的重中之重。 成本粘性反映了企业

成本 在 业 务 量 上 升 和 下 降 时 变 动 的 不 对 称 性

(Anderson等, 2003[1] ), 自 Anderson 等 ( 2003) [1]

首次提出其概念以来,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调整成本

观 (Banker 等, 2013[2] ; 刘媛媛和刘斌, 2014[3];
江伟等, 2015[4] )、 代理冲突观 (Chen 等, 2012[5];
梁上坤和张梦婷, 2015[6] ) 以及管理层乐观预期

(Kama 和 Dan, 2013[7]; 周兵等, 2016[8] ) 等角度

阐述成本粘性动因并取得大量实证证据。 成本粘性的

调整成本观认为, 企业的资源调整行为需要花费成

本, 资源调整决策不仅需要考虑当期业务量的变化,
更需要考虑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及未来业务量的变

化, 同时由于资源向下调整的成本高于向上调整的成

本, 导致成本在业绩上升时增长较快, 而在业绩下滑

时却下降较慢, 从而产生粘性特征。 代理冲突观认

为, 管理层存在私利动机, 其利益函数与公司价值最

大化目标存在偏差,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管理层的

行为选择会导致公司资源配置失当, 进而产生成本粘

性。 管理层乐观预期则认为, 管理层对未来市场形势

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资源调整决策, 即便当期业

务量下降, 若管理层对未来市场形势持乐观态度, 则

保留资源的可能性较大; 反之, 则会即时削减资源,
由此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也会增强公司的成本粘性。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 伴随着国际经

济形势瞬息万变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攻坚期的深

刻挑战, 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充斥着巨大的模糊

性、 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 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步

入新常态, 由于原有增长动力衰退、 供给侧结构性矛

盾突出、 产能过剩以及贸易摩擦导致的出口需求不足

等挑 战 都 加 剧 了 我 国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 张 长 城,
2015[9]), 恶化了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加剧了企业

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 另一方面, 国内资本市场发展

尚不健全, 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广泛存在, 我国上

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困境, 进而弱化了

公司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风险抵御能力。 因此, 如何

有效降低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 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自 2007 年 DeAngelo 正式提出财务柔性理论以

来,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财务柔性具有

预防和利用不确定性环境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能

力 (曾爱民等, 2011[10])。 一方面, 财务柔性可以帮

助企业在应对外部不利冲击时, 筹集和调用更多的财

务资源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 ( Gamba 和 Triantis,
2008[11]); 另一方面, 财务柔性可以增强公司应对非

预期需求和把握投资机会的能力。 财务柔性的这种预

防和利用属性无疑会增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资

源调整能力, 特别是在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和

较多的投资机会时, 财务柔性可以有效满足公司的投

融资需求, 增强企业价值 ( Bulan 和 Subramanian,
2009[12])。 但是, 财务柔性也意味着公司留有较多的

自由现金流和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 可能增强管理层

或大股东的代理动机 (Jensen, 1986[13] ), 特别是在

公司治理机制薄弱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弱的国家

(地 区 ) 更 加 严 重, 进 而 损 害 公 司 价 值 ( Lins,
2007[14])。 因此, 财务柔性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可满足

公司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相机实施成本管理和投资决

策的资金需求, 如环境趋好时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积

极实施占优投资和规模扩张; 而在环境恶化时, 调用

财务柔性承担一定冗余资源以等待市场回暖时抢占市

场先机, 或是伺机收购财务困境公司, 进而加大成本

随业务量变化时的非对称变动幅度, 随之可能强化公

司成本粘性。 但另一方面, 财务柔性也可能会为管理

层的在职消费和帝国构建等自利行为提供资源支撑,
从而强化公司的成本粘性。 此外, 财务柔性储备的超

额现金流和较高的债务筹资能力还可能会增强管理层

的乐观预期, 降低其在业务量下降时的资源削减幅

度, 进而强化成本粘性。 那么, 财务柔性究竟如何影

响公司的成本粘性? 对这一问题的明晰, 不仅有助于

从成本性态角度去科学评价财务柔性战略效用的发

挥, 而且可以为打开企业成本管理的暗箱提供新视

角,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相较于已有的文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与价值在

于: (1) 虽有研究开始关注负债水平和现金持有对

成本粘性的影响 (梁上坤, 2015[15]、 2016[16]; 牟伟

明, 2018[17]), 但主要基于治理机制视角展开讨论,
尚未关注到债务柔性和现金柔性的财务战略意义。 本

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关注了财务柔性的预

防和利用属性对公司适应性调整能力的影响, 即从财

务战略视角考察了公司前期储备的负债柔性和现金柔

性对后期成本管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 财务柔性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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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成本路径显著增强了成本粘性, 有助于从财务战略

视角丰富和拓展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2) 本文不仅考察了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效

应, 还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效应的作用机制及在不同企

业间的异质性表现, 既区别于传统的关于财务柔性对

投资效率、 公司价值和代理冲突等领域的研究框架,
又从成本粘性视角补充和丰富了财务柔性经济后果方

面的研究。 (3) 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 在

“三期叠加” 效应的影响下, 上市公司面临的环境不

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如何有效寻找出路并降低经营风

险, 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的

研究发现则为上市公司, 尤其是面临较严重融资约束

和高不确定性的企业是否储备及如何利用财务柔性,
进而掌握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的主动权提供了理论

参考和经验借鉴。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曹晓雪等 (2009) [18] 认为, 成本不是自发形成

的, 而是经营决策的结果。 换言之, 成本决策是企业

管理当局基于公司未来发展、 个人私利满足以及外部

环境综合考量的决定。 围绕着成本粘性这一管理会计

之核心概念影响因素的研究, 现有学者主要基于调整

成本观、 代理冲突观以及管理层乐观主义三条主线展

开。 而财务柔性作为公司重要财务战略之一, 其目的

在于应对财务环境动态变化与系统不确定性, 其核心

理念有两个: 一是权衡有限的财务资源是在现在还是

未来进行使用; 二是管理者当前所做的财务决策结果

具有跨期性。 赵华和赵鼎组 (2010) [19]认为, 财务柔

性作为企业储备和分配财务资源的一种重要战略, 可

以有效提高公司适应环境动态变化和优化资源配置的

能力, 并增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把握投资机会

的能力, 进而为企业相机实施恰当的成本管理和经营

决策提供及时的资金支持。 但财务柔性带来的较多自

由现金流和较低财务杠杆, 也可能诱发自利管理层的

代理动机 (Jensen, 1986[13] ), 在缺乏负债相机治理

的作用下, 代理冲突会进一步加剧 (曾春华和杨兴

全, 2012[20])。 因此, 财务柔性在施行中将可能通过

如下途径影响公司后续的成本决策行为, 进而影响其

成本粘性程度。
(一)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 调整成本路径

充足的资金是企业调整各种承诺资源的重要前提

(江伟等, 2015[4]), 财务柔性储备的超额现金流和

较高的债务筹资能力, 可弥补外部资本市场缺陷带来

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 有效缓解资源调整的融资约束

问题。 具体来说, 当公司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趋好,
面临的投资机会增多时, 没有实施财务柔性的公司由

于较高的融资约束和外源融资成本, 其向上调整承诺

资源的成本相对较高, 因而公司成本随业务量变化时

的非对称变动幅度会相应降低, 成本粘性相对较低。
而对于大量储备财务柔性的公司而言, 由于充裕的自

由现金流和较低的融资成本 (曾爱民等, 2013[21] ),
其向上调整承诺资源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因而公司会

及时调用财务柔性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积极进行规模

扩张和占优投资, 如新建厂房、 购置机器设备、 增加

研发投入和招聘新员工等, 以抓住有利时机而提升企

业竞争力。 由此可见, 财务柔性会增强公司把握有利

环境下向上调整承诺资源的需要, 进而加大成本随业

务量变化时的非对称变动幅度, 成本粘性随之上升。
相反, 当公司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恶化, 业务量下降

时, 没有储备财务柔性的公司由于内部资金紧缺和外

部融资成本高昂, 其保留冗余资源的成本决策不仅会

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 还会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江
伟等, 2015[4]), 加大被竞争对手掠夺和淘汰的风险。
此时, 公司会加大冗余资源的削减幅度以缓解财务压

力和生存危机, 进而弱化成本粘性。 而对于实施财务

柔性的企业而言, 一方面, 其持有的超额现金流提高

了内源融资能力, 降低了融资成本; 另一方面, 企业

保持的较低财务杠杆由于会向债权人传递公司破产风

险小的积极信号而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供给 (田旻昊

和叶霖, 2015[22] ), 进一步缓解了融资约束问题。 如

果考虑削减资源的显性成本 (如支付巨额员工遣散

费) 和隐性成本 (如员工士气下降造成的生产率下

降), 以及未来业绩回暖时的重置成本, 基于内部稳定

的现金流和外部有利的融资环境, 公司可选择保留一

定的闲置资源, 并伺机收购兼并陷入财务困境或濒临

破产的公司, 化危机为机遇而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曾
爱民等, 2011[10]), 从而强化公司的成本粘性。

(二)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 代理冲突路径

实施财务柔性战略意味着公司储备大量自由现金

流, 根据 Jensen (1986) [13]的自由现金流假说, 公司

大量持有自由现金流更容易发生管理层的自利行为,
进而加剧管理层的在职挥霍和帝国构建等问题, 并且

这一问题在股东权益保护较弱和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

企业更加显著 (Lins, 2007[14] )。 此外, 学者们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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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公司持有较多的现金更易于大股东利用资金占用

和资 产 转 移 以 谋 取 控 制 权 私 有 收 益 ( 刘 星 等,
2014[23]), 从而加剧公司的第二类代理冲突。 同时,
负债的相机治理假说认为负债融资可有效加强对管理

层的监督约束, 从而缓解公司的代理问题 (唐雪松

等, 2007[24])。 但财务柔性要求公司保持较低的财务

杠杆, 在缺乏定期还本付息和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压力

下, 债务融资的相机治理作用难以发挥, 尤其是在我

国公司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代理问题较为突出的现实

背景下, 这种外部监督机制的缺乏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公司的代理问题。 因此, 财务柔性亦可能通过加剧公

司的代理问题而强化成本粘性。
(三)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 管理层乐观预期

路径

财务柔性储备的超额现金流和较高的债务筹资能

力增强了公司应对市场不利冲击的能力, 提高了管理

层决策的信心和安全感, 使其更倾向于投资净现值为

正的风险投资项目 (南晓莉和张敏, 2018[25])。 特别

是在业务量因景气的市场环境而上升时, 财务柔性会

提高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 强化市场乐观预

期。 管理层通常会高估企业的现金流, 低估企业的经

营风险, 导致企业采取更激进的扩张策略, 成本增长

幅度较大 (南晓莉和张敏, 2018[25])。 而在外部经济

受到冲击, 业务量遭受下滑时, 财务柔性储备的超额

现金流和债务弹性具有风险缓冲功能, 会降低管理层

对业务量下降和财务风险的敏感性, 增强其对未来市

场迅速回暖的乐观判断。 预期保留业务规模有利于及

时响应市场形势好转, 迅速占领市场和战胜竞争对手

(梁上坤, 2015[15] ), 以及减少承诺资源会导致更高

的机会成本等 (周兵等, 2016[8] ), 持乐观态度的管

理层立即削减资源的动机较弱, 更倾向于维持现有规

模或追增项目投资以等待市场形势好转 (梁上坤和

张梦婷, 2015[6]), 进而导致成本粘性上升。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财务柔性能

够增强公司的成本粘性, 即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呈正

相关关系。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研究区间为 2008—2017 年。 样本筛选标准包括:
(1) 剔除 ST 和 PT 类上市公司; (2) 剔除金融保险

类上市公司; (3) 剔除财务数据严重缺失和销售收

入小于 0 等异常值的公司; (4) 考虑到融资渠道的

差异, 剔除同时发行 B 股和 H 股的样本公司。 经过

上述筛选, 最终得到 12 091 个样本观测值。 此外,
为控制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变

量进行了 1%和 99%的 Winsorize 处理。 样本公司的财

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 研发投入数据为手工

收集, 使用的统计及数据处理软件为 Stata15。
(二) 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为考察财务柔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本文参考

Anderson 等 (2003) [1]、 梁上坤 (2017) [26] 的方法,
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LnExpensei,t =α0+α1LnSalei,t+α2LnSalei,t×D
+α3LnSalei,t×D×FF i,t+α4FF i,t

+α5LnSalei,t×D×EconVars

+ ∑ EconVars+ ∑ ConVars

+Year+Ind+εi,t (1)

模型 (1) 中包含的变量具体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LnExpense 表示成本变动, 等于

企业当年成本与上年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 这里的成

本我们参考曹晓雪等 (2009) [18]、 周兵等 (2016) [8]

的方法, 选取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以及销售成本作为

企业的成本费用总额。
2. 解释变量。 (1) LnSale 表示收入变动, 等于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
(2) D 表示收入下降的虚拟变量, 若企业当年营业

收入相较上年营业收入下降取 1, 否则取 0。 (3) FF
表示财务柔性。 根据 Byoun (2011) [27]、 曾爱民等

(2011) [10]的观点, 财务柔性是公司通过适当的财务

政策安排而建立起来的获取和调用内外部资金的能

力。 为此, 结合我国制度背景, 本文主要借鉴曾爱民

等 (2011) [10] 的方法来衡量企业财务柔性。 具体而

言, 财务柔性 (FF) = 现金柔性 (Cash) +债务柔性

(Debt)①, 其中, 现金柔性 =企业现金比率-行业平

均现金比率, 负债柔性 =行业平均负债比率-企业负

债比率。 为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 公式中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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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我国企业权益资本融资受到严格管制, 并且审批周期较长, 在微观层面的环境不确定方面不能体现企业应对能力与特有的财务策略, 因

此我们并没有考虑权益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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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和债务比率都要经过企业总资产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不同行业在资本结构、 获利能力、 行业风险等方

面存在显著的不同, 所以本文以行业为基准度量企业

的财务柔性。 此外, 根据组织学习理论和战略管理理

论, 企业通常会预先储备财务柔性来应对融资约束,
所以本文采取滞后一期的数据来表示财务柔性。

3. 控制变量。 借鉴 Anderson 等 (2003) [1] 和梁

上坤 (2017) [26]的研究方法, EconVars 表示影响企业

成本粘性的四大经济变量, 具体包括: (1) 收入连

续下降 (Decre); (2) 宏观经济增长 (Gdp); (3) 员

工资本密度 (Eint); (4) 资本密集度 (Aint)。 参考

梁上坤 (2017) 的研究, 本文在模型中分别控制这

四个变量本身 ( EconVars) 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

(LnSale×D×EconVars)。 ConVars 表示除以上四个经济

变量以外的其他所有控制变量。 分别为: (1) 企业

规模 (Size); (2) 盈利能力 (Roa); (3) 销售收入

增长率 (Ros); (4) 股权集中度 (Shrhfd10); (5) 董

事会规模 (Bsize); (6) 独董比例 (Rinde); (7) 两

职合一 (Dual); (8) 产权性质 (Soe)。 此外, 本文

还加入了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 以控制年度与行业固

定效应。 表 1 是本文的主要变量定义和说明。
在模型 (1) 中, α1 刻画了企业成本相对收入增

加而变动的幅度, 若收入增加 1%, 则成本相对增加

(α0+α1)%; α2 刻画了企业成本相对收入下降而变动

的幅度, 若收入下降 1%, 则成本相对下降 (α0 +α1+

α2)%。 若 α2 显著为负, 则说明成本在业务量下降时

减少的幅度 (α0 +α1+α2)%小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

加的幅度 (α0+α1)%, 即意味着企业存在成本粘性。
本文重点关注系数 α3, 若 α3 小于 0, 则说明财务柔

性增强了公司成本粘性, 假设得到验证。 同时, 为控

制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 本文在回归时对标准误在

企业和年度两个层面进行了双重聚类调整。

表 1 相关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成本变动 LnExpense 本年发生成本与上年发生成本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收入变动 LnSale 本年营业收入与上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收入下降 D 若本年营业收入低于上年营业收入取 1, 否则取 0

财务柔性 FF 现金柔性和债务柔性之和

控制变量

收入连续下降 Decre 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为 1, 否则为 0

宏观经济增长 Gdp 当期 GDP 相对上年的增长率

员工密集度 Eint 员工人数与营业收入 (百万) 之比

资产密集度 Aint 资产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与年末资产总额之比

销售收入增长率 Ros (本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 / 上年销售收入

股权集中度 Shrhfd10 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董比例 Rinde 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人数

两权合一 Dual 虚拟变量, 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取 1, 否则取 0

产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 国企取 1, 否则为 0

年份 / 行业 Year / Ind 年份 / 行业哑变量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显示,

成本变动 (lnExpense)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 114 和

0. 096, 收入变动 ( LnSale) 的均值和中值为 0. 113
和 0. 095, 收入下降 (D) 的均值为 0. 310, 这些统

计值不仅与刘慧龙等 (2017) [28]、 梁上坤 (201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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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现接近, 也初步印证了收入变动与成本变动的不

对称性,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性。 财务

柔性 (FF) 的均值和中值分别为 0. 025 和 0. 002, 最

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 713 和-0. 518, 这说明我国上

市公司普遍储备一定的财务柔性, 但整体水平不高,
并且不同企业之间储备的财务柔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上四分位数 中值 下四分位数 最大值

LnExpense 12 091 0. 114 0. 308 -0. 751 -0. 033 0. 096 0. 229 1. 436

LnSale 12 091 0. 113 0. 334 -0. 841 -0. 042 0. 095 0. 234 1. 594

D 12 091 0. 310 0. 463 0. 000 0. 000 0. 000 1. 000 1. 000

FF 12 091 0. 025 0. 240 -0. 518 -0. 138 0. 002 0. 170 0. 713

Decre 12 091 0. 125 0. 33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000

Gdp 12 091 8. 094 1. 304 6. 700 6. 900 7. 760 9. 540 10. 640

Eint 12 091 1. 532 1. 381 0. 055 0. 597 1. 146 1. 999 7. 466

Aint 12 091 2. 491 2. 291 0. 380 1. 174 1. 785 2. 900 14. 220

Size 12 091 22. 160 1. 206 19. 630 21. 320 22. 060 22. 910 25. 480

Roa 12 091 0. 033 0. 068 -2. 746 0. 010 0. 029 0. 057 0. 590

Ros 12 091 0. 195 0. 560 -0. 569 -0. 041 0. 100 0. 264 3. 924

Shrhfd10 12 091 0. 529 0. 149 0. 211 0. 421 0. 530 0. 634 0. 865

Bsize 12 091 2. 168 0. 196 1. 609 2. 079 2. 197 2. 197 2. 708

Rinde 12 091 0. 369 0. 053 0. 300 0. 333 0. 333 0. 400 0. 571

Dual 12 091 0. 181 0. 385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000

Soe 12 091 0. 556 0. 497 0. 000 0. 000 1. 000 1. 000 1. 000

(二) 财务柔性与公司成本粘性主回归分析

表 3 报告了财务柔性与公司成本粘性的主回归结

果。 列 (1) 中仅包含收入变动 ( LnSale) 和粘性

(LnSale×D) 两项。 结果显示, 收入变动 (LnSale)
的系数为 0. 892, 在 1%水平上显著, 说明成本变动

(LnExpense) 与收入变动 (LnSale) 的方向一致; 粘

性 (LnSale×D) 的系数为-0. 058, 在 1%水平上显

著, 即收入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小于收入上升时成

本增加的幅度,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成本粘

性。 列 (2) 加入了财务柔性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

(LnSale×D×FF)。 结果显示, 交乘项 ( LnSale ×D×
FF) 的系数为-0. 153, 在 1%水平上显著, 说明财务

柔性显著增强了公司成本粘性, 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

设。 列 (3) 进一步引入了各经济变量和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交乘项 ( LnSale × D × FF ) 的 系 数 为

-0. 130, 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 经济意义方面, 平

均而言, 企业财务柔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0. 240),
成本粘性将大约上升 10. 1% 个标准差 ( 0. 130 ×
0. 240 / 0. 308)。 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我们进一步

依据财务柔性 (FF) 是否大于 0 将样本分为财务柔

性较高组和财务柔性较低组, 列 (4) 和列 (5) 报

告了分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在财务柔性较高组,
粘性 (LnSale×D) 的系数为-0. 149, 在 10%水平上

显著; 在财务柔性较低组, 粘性 (LnSale×D) 的系

数为 0. 107, 但不显著。 进一步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

显示, 粘性 (LnSale×D) 的系数在财务柔性高低组

存在显著差异 (Chi-square = 117. 85, p = 0. 0839),
结论保持不变。 上述结果表明, 财务柔性战略可以增

强公司的成本粘性, 即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呈正相关

关系, 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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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主回归分析

变量

(1)
LnExpense

(2)
LnExpense

(3)
LnExpense

(4)
LnExpense

(5)
LnExpense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财务柔性较高组 财务柔性较低组

LnSale
0. 892∗∗∗

(94. 189)
0. 892∗∗∗

(93. 795)
0. 999∗∗∗

(68. 823)
1. 030∗∗∗

(61. 108)
0. 972∗∗∗

(32. 794)

LnSale×D
-0. 058∗∗∗

(-4. 674)
-0. 051∗∗∗

(-4. 058)
-0. 040

(-0. 618)
-0. 149∗

(-1. 908)
0. 107

(0. 926)

LnSale×D×FF
-0. 153∗∗∗

(-2. 719)
-0. 130∗∗∗

(-2. 624)

FF
0. 007

(1. 371)
0. 038∗∗∗

(6. 450)

Cons
0. 012∗

(1. 732)
0. 011

(1. 562)
-0. 347∗∗∗

(-9. 889)
-0. 337∗∗∗

(-7. 268)
-0. 283∗∗∗

(-6. 728)

ConVars No No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 091 12 091 12 091 6 168 5 923

Adjusted R2 0. 905 0. 905 0. 915 0. 904 0. 923

　 　 注: ∗∗∗、 ∗∗、 ∗分别表示在 1%、 5%、 10%水平上显著; 回归系数标准误差经 Cluster 双重聚类调整。 下同。

(三) 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财务柔性与公司成本粘性的关系可能会受

到自选择效应、 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困扰, 本文进

一步利用 Heckman 两阶段检验法、 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以及固定效应模型等进行了内生性检验。 同

时,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三项稳健性检验: (1) 变换财

务柔性度量指标。 借鉴王满等 (2015) [29] 的做法, 若

上期财务柔性大于 0, 则定义财务柔性 (FF) 等于 1;
若上期财务柔性小于 0, 则定义财务柔性 (FF) 等于

0, 以利用虚拟变量对财务柔性进行定性度量。 (2) 考

虑金融危机的影响。 为缓解金融危机可能给本文研究

结论造成的偏差, 本文进一步剔除了 2008 年和 2009
年的样本, 将样本区间缩减至 2010—2017 年。 (3) 考

虑盈余管理的影响。 梁上坤 (2017) [26] 的研究发现,
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成本粘性。 为控制盈余管

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 (1) 中加入

了操纵性应计变量 (Disacc) 及其与粘性的交乘项

(LnSale×D×Disacc) 重新进行回归。 未汇报的研究结

果显示, 财务柔性与公司成本粘性的正相关关系保持

不变, 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 进一步检验

(一) 财务柔性影响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检验

1. 调整成本路径检验。
充足的资金是调整成本路径作用成本粘性的前提

(江伟等, 2015[4])。 但在我国金融发展不完善, 存

在金融抑制和金融错配的背景下, 上市公司普遍存

在较强的融资约束。 这使得公司在业务量上升时向

上调整资源的成本增加, 成本增幅较小; 而在业务

量下降时, 为避免陷入财务困境, 公司会加大闲置

资源的处置力度, 成本下降幅度较大, 进而弱化公

司整体的成本粘性。 如果财务柔性通过降低公司在

业务量上升时向上调整资源的成本和延缓业务量下

降时的资源削减成本而增强成本粘性, 则这一作用

应该在融资约束严重公司中更显著。 为此, 本文构

建衡量融资约束的 SA 指数 (SA 指数 = -0. 737×Size+
0. 043×Size2- 0. 04×Age) 和公司规模 (Size) 两个指

标, 并 在 模 型 (1) 中 引 入 融 资 约 束 的 交 乘 项

(LnSale×D×FF×Size 和 LnSale×D×FF×SA)。 若财务柔

性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增强成本粘性, 则交乘项

(LnSale×D×FF×Size 和 LnSale×D×FF×SA) 的系数应

显著为正。 表 4 列 (1)、 列 (2) 报告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交乘项 LnSale×D×FF×Size 和 LnSale×D×
FF×SA 的系数均在 10%的水平上为正。 这说明财务

柔性增强成本粘性的作用在融资约束严重的公司更显

著, 支持了财务柔性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增强公司成本

粘性的观点。
2. 代理冲突路径检验。
梁上坤 (2018) [30]研究发现, 机构投资者持股可

以显著抑制管理层的代理问题,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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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棪心和伍利娜 (2018[31] ) 则认为, 两权分离度可

较好地反映公司的代理冲突。 为验证财务柔性是否通

过代理冲突路径而增强成本粘性, 本文采用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 ( Ins_share) 和两权分离度 (Seperation)
衡量公司的代理冲突, 并在模型 (1) 中引入了代理

冲突的交乘项 (LnSale×D×FF× Ins_share 和 LnSale×
D×FF×Seperation)。 若财务柔性是通过加剧代理冲突

而增强成本粘性, 则这一关系应该在代理冲突严重的

公司中更显著, 即交乘项 LnSale×D×FF×Ins_share 的

系数应显著为正, 交乘项LnSale×D×FF×Seperation 的

系数应显著为负。 表 4 列 (3)、 列 (4) 报告了回归

结果。 结果显示, 交乘项LnSale×D×FF×Ins_share 和

LnSale×D×FF×Seperation 的系数均不显著, 拒绝了

财务柔性通过代理冲突路径增强公司成本粘性的

观点。

3. 管理层乐观预期路径检验。
为检验财务柔性是否通过提高管理层乐观预期而

增强成本粘性, 本文参考刘慧龙等 (2017[28])、 南晓

莉和张敏 (2018[25] ) 的方法, 在模型 (1) 中引入

了收入连续下降的交乘项 ( LnSale×D×FF×Decre)。
如果财务柔性增强了管理层的乐观预期, 则在收入连

续下降的情况下, 对未来持有乐观预期的管理层会认

为收入下降只是暂时的, 即时削减资源反而会造成更

大的机会成本。 因此,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应

该在收入连续下降时更显著。 表 4 列 (5) 报告了回

归结果。 结果显示, 交乘项 (LnSale×D×FF×Decre)
的系数为 0. 147, 在 10%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在收入

连续下降的情况下, 财务柔性增强成本粘性的关系反

而得到缓解, 从而排除了财务柔性通过管理层乐观预

期路径增强成本粘性的观点。

表 4 财务柔性作用成本粘性的路径检验

变量
(1) (2) (3) (4) (5)

LnExpense LnExpense LnExpense LnExpense LnExpense

LnSale
0. 998∗∗∗

(66. 619)
0. 998∗∗∗

(70. 454)
1. 000∗∗∗

(67. 338)
0. 999∗∗∗

(68. 104)
0. 999∗∗∗

(69. 188)

LnSale×D
-0. 632∗∗∗

(-2. 613)
-0. 072

(-1. 137)
-0. 034

(-0. 583)
-0. 043

(-0. 611)
-0. 036

(-0. 544)

LnSale×D×FF
-0. 140∗∗

(-2. 548)
-0. 141∗∗∗

(-2. 600)
-0. 181∗∗

(-2. 272)
-0. 121∗

(-1. 782)
-0. 176∗∗∗

(-3. 187)

LnSale×D×FF×Size
0. 401∗

(1. 899)

LnSale×D×FF×SA
0. 393∗

(1. 784)

LnSale×D×FF×Ins_share
0. 020

(1. 239)

LnSale×D×FF×Seperation
-0. 004

(-0. 302)

LnSale×D×FF×Decre
0. 147∗

(1. 893)

FF
0. 033∗∗∗

(4. 244)
0. 029∗∗∗

(3. 758)
0. 030∗∗∗

(3. 994)
0. 040∗∗∗

(6. 373)
0. 039∗∗∗

(6. 594)

Cons
-0. 377∗∗∗

(-8. 952)
-0. 121∗∗∗

(-7. 884)
-0. 344∗∗∗

(-9. 977)
-0. 349∗∗∗

(-9. 778)
-0. 348∗∗∗

(-9. 890)

ConVar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N 12 091 12 091 12 091 12 091 12 091

AdjustedR2 0. 914 0. 913 0. 913 0. 913 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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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介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财务柔性主要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增强

成本粘性, 为进一步厘清这一作用过程, 下文选取实

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来检验调整成本的中介效应。
之所以选取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来作为调整成本

的替代变量, 是因为该类投资具有长周期性、 不可逆

性和高调整成本特征 (刘贯春等, 2018[32]), 其对资

金的持续性供给具有较高要求。 财务柔性本质上作为

企业流动性管理的一种手段, 对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

投资具有平滑作用。 在经济疲软或业绩不佳时, 企业

可及时调用财务柔性来缓解融资约束, 在追求规模扩

张和抢占市场先机的驱动下 (曾爱民等, 2011[10] ),
企业向下调整资源的意愿较小, 反而会利用资金成本

较低的财务柔性继续追加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
酌量性和约束性固定成本的增加会增强企业的成本刚

性 (南晓莉和张敏, 2018[25] ), 进而提高成本粘性。
因此, 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可较好地佐证财务柔

性通过调整成本途径增强公司成本粘性的观点。
具体地, 我们借鉴方杰和张敏强 (2012) [33]对中

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结合模型 (1), 并建立如下模

型 (2)、 模型 (3) 用于检验 “财务柔性—实物资本

投资 /创新投资—成本粘性” 这一路径。 具体检验程

序如下: 首先, 检验财务柔性对实物资本投资 (创
新投资) 的影响, 观察模型 (2) 中回归系数 β1; 其

次, 同时检验财务柔性、 实物资本投资 (创新投资)
对成本粘性的影响, 观察模型 (3) 中回归系数 φ3。
在模型 (1) 中 α3 显著的情况下, 如果 β1 显著, 且

φ3 的显著性下降,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如果 β1

显著, 且 φ3 不再显著, 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若

β1 不显著, 则需要通过 Sobel 检验判断中介效应

(β1× φ6) 的显著性。

CapitalInv / RD=β0+β1FF+ ∑βiControls

+Year+Ind+ε (2)
LnExpense=φ0+φ1LnSale+φ2LnSale×D+φ3LnSale

×D×FF+φ4FF+φ5LnSale×D×EconVars
+φ6LnSale×D×CapitalInv / RD

+φ7CapitalInv / RD+ ∑EconVars

+ ∑ ConVars+Year+Ind+ε (3)

在上述模型中, 实物资本投资 (CapitalInv) 用

(固定资产投资+在建工程+工程物资) /总资产来度

量, 创新投资 (RD) 用研发投入 /营业收入来度量,
其余变量定义与上文变量定义相同。

表 5 报告了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 (1)、 列

(3) 报告了模型 ( 2) 的回归结果, 列 ( 2)、 列

(4) 报告了模型 (3) 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当以

实物资本投资 (CapitalInv) 为被解释变量时, 财务

柔性 (FF) 的系数为 0. 009, 在 1%水平上显著; 当

以创新投资 ( RD) 为被解释变量时, 财务柔性

(FF) 的系数为 0. 018, 同样在 1%水平上显著。 上

述结果说明财务柔性的确平滑了企业的实物资本投资

和创新投资。 我们重点关注列 (2)、 列 (4) 中 φ3

的系数, 可以看到, 交乘项 (LnSale×D×FF) 的系数

显著性由表 3 中的 1%水平上显著降至 5%水平上显

著, 说明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是财务柔性影响成

本粘性的部分中介因子, 也验证了财务柔性是通过调

整成本路径增强成本粘性的观点。

表 5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CapitalInv LnExpense RD LnExpense

FF
0. 009∗∗∗

(2. 810)
0. 037∗∗∗

(6. 002)
0. 018∗∗∗

(5. 177)
0. 035∗∗∗

(5. 610)

LnSale×D×FF
-0. 132∗∗

(-2. 484)
-0. 121∗∗

(-2. 503)

LnSale
0. 999∗∗∗

(50. 274)
1. 001∗∗∗

(67. 955)

LnSale×D
-0. 018

(-0. 227)
0. 021

(0. 317)

Cons
-0. 197∗∗∗

(-5. 823)
-0. 319∗∗∗

(-10. 413)
-0. 363∗∗∗

(-1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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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1) (2) (3) (4)

CapitalInv LnExpense RD LnExpense

ConVar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N 12 091 12 091 12 091 12 091

AdjustedR2 0. 184 0. 914 0. 912 0. 914

(二) 财务柔性影响成本粘性的异质性检验

1. 产权性质、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
产权差异作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突出特征, 国有

企业与民营企业面临的资源禀赋和代理问题存在显著

差异, 由此导致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在不同所

有制企业可能存在明显区别。 相较民营企业, 国有企

业凭借预算软约束和天然的 “政治关系”, 资源禀赋

更丰富, 融资约束更轻, 企业储备财务柔性应对不利

冲击的动机相对较小 (王满等, 2015[29])。 其次, 国

有企业由于 “所有者缺位” 和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等

问题, 代理问题更为凸显, 财务柔性更可能被用于

在职消费和帝国构建等自利行为, 进而增强由代理

问题引致的成本粘性。 相反, 民营企业由于规模歧

视和金融歧视, 面临的融资约束更严重, 为充分应

对市场环境的动态性变化和未来资金链断裂风险,
企业储备财务柔性的水平相对更高 (刘名旭和向显

湖, 2014[34])。 同时, 民营企业的代理问题相对更

轻, 为追求规模扩张和市场竞争, 企业更可能调用财

务柔性用于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等高调整成本类

投资上, 进而增强由调整成本引致的成本粘性。 因

此, 我们预测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在不同产权

性质企业可能存在异质性表现。
表 6 前两列报告了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结

果。 结果显示, 在国有企业组, 交乘项 (LnSale×D×
FF) 的系数为-0. 024, 未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 而在民营企业组, 交乘项 (LnSale×D×FF) 的系

数为-0. 209, 在 1%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财

务柔性增强成本粘性的关系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 也

进一步佐证了财务柔性主要通过调整成本路径作用成

本粘性的观点。
2. 环境不确定性、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
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企业经营面临的重要外部特

征, 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经营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不

同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不同, 亦可能导致财务柔

性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存在异质性表现。 根据组织理论

的观点, 持有一定的冗余资源可以增强企业应对动态

性外部环境的灵活性, 避免外部环境变动造成不利冲

击 (甄建斌等, 2017[35] )。 Anderson 等 (2003) [1] 也

强调管理层会故意拖延对承诺资源的减少来应对不确

定性。 但在业务量下降时, 对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
保留冗余资源或是维持生产性投资不仅会面临更高的

机会成本, 还会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江伟等,
2015[4])。 如何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冲击且保持

企业的财务健康, 持有财务柔性已成为环境不确定

性较高企业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重要策略。 Byoun
(2011) [27]强调, 获取财务柔性可以帮助企业掌握应

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主动权。 曾爱民等 (2013) [21] 发

现, 储备更多的财务柔性有利于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

时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和更大幅度地增加投资支出。
刘名旭和向显湖 (2014) [34]研究发现, 企业面临的环

境不确定性越高, 其储备财务柔性的水平也越高。 因

此, 相较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企业, 我们预测财务柔性

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更加

明显。
首先, 我们借鉴申慧慧和吴联生 (2012) [36]、 万

良勇和饶静 (2013) [37]的做法, 分别采用行业调整后

企业过去 5 年的销售收入的标准差 (EU1) 以及企业

近三年利润率的标准离差率 (EU2) 来衡量企业面临

的环境不确定性, 然后根据行业年度中值将样本分为

环境不确定性较低企业 (EU1 较小 / EU2 较小) 和环

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 (EU1 较大 / EU2 较大), 并进

行分组检验。 表 6 列 (3) ~ 列 (6) 报告了回归结

果。 结果显示, 无论采用何种指标衡量环境不确定

性, 交乘项 (LnSale×D×FF) 的系数在环境不确定性

较低企业均不显著, 而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 至

少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 上述结果表明, 财务柔性

增强成本粘性的关系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更明

显, 证实了上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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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财务柔性与成本粘性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LnExpense

(2)
LnExpense

(3)
LnExpense

(4)
LnExpense

(5)
LnExpense

(6)
LnExpense

国有企业 民企企业 EU1 较小 EU1 较大 EU2 较小 EU2 较大

LnSale
1. 019∗∗∗

(30. 161)
0. 980∗∗∗

(37. 780)
0. 991∗∗∗

(22. 693)
1. 053∗∗∗

(49. 236)
1. 079∗∗∗

(28. 372)
1. 008∗∗∗

(45. 060)

LnSale×D
-0. 025

(-0. 355)
-0. 024

(-0. 185)
-0. 077

(-0. 915)
-0. 075

(-0. 874)
-0. 123

(-1. 176)
-0. 041

(-0. 461)

LnSale×D×FF
-0. 024

(-0. 382)
-0. 209∗∗∗

(-4. 006)
0. 010

(0. 138)
-0. 188∗∗

(-2. 390)
-0. 012

(-0. 219)
-0. 243∗∗∗

(-3. 284)

FF
0. 041∗∗∗

(6. 119)
0. 043∗∗∗

(7. 980)
0. 047∗∗∗

(5. 861)
0. 034∗∗∗

(3. 302)
0. 049∗∗∗

(6. 635)
0. 027∗∗∗

(3. 852)

Cons
-0. 308∗∗∗

(-8. 134)
-0. 446∗∗∗

(-6. 631)
-0. 496∗∗∗

(-8. 543)
-0. 306∗∗∗

(-5. 404)
-0. 371∗∗∗

(-6. 680)
-0. 280∗∗∗

(-7. 404)

ConVar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 725 5 366 6 045 6 046 5 991 6 100

Adjusted R2 0. 927 0. 901 0. 840 0. 946 0. 885 0. 928

六、 研究结论及启示

财务柔性作为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战略, 对公司

的成本管理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 2008—2017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财务

柔性对公司成本粘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财务柔性显

著增强了公司的成本粘性, 财务柔性每增加一个标准

差, 成本粘性大约上升 10. 1%个标准差。 这一关系

在融资约束较重企业更加明显, 在代理冲突程度不同

的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收入连续下降则弱化了两

者间关系; 中介机制表明, 实物资本投资和创新投资

是财务柔性作用成本粘性的部分中介。 这些结果说

明, 财务柔性主要通过调整成本路径增强了成本粘

性, 没有证据支持财务柔性通过代理冲突和管理层乐

观预期路径作用成本粘性的观点。 进一步考察财务柔

性与成本粘性关系在不同企业间的异质性表现时发

现, 这一关系在民营企业和环境不确定性较高企业更

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 (1) 依据权变理论, 财

务柔性可以增强公司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资源调整能

力, 进而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因此, 在转型经济的

特殊背景下, 面对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的深刻挑战,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 尤其是面临较严重融资困境和较

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公司而言, 应当适时储备一定的财

务柔性, 掌握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主动权, 避免公司

因财务困境而陷入破产威胁风险, 或因资金不足而错

失有利发展机会。 (2) 成本粘性作为企业经营管理

的结果, 对企业发展并不都是消极的, 从调整成本的

角度而言, 成本粘性是公司依据自身实际情况或战略

安排而进行成本管理的结果, 无论是公司因为融资约

束严重或是机会成本过高而即时削减闲置资源, 还是

因为策略性战略安排而有意延缓成本下调, 均是公司

基于价值最大化目标而实施的主动性成本管理行为。
因此, 我们应该合理看待成本粘性, 尤其是在环境不

确定性时, 保持一定的成本粘性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

(韩岚岚, 20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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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债务与消费波动: 一个基于理论模型的探讨
Household Debt and Consumption Fluctu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oretical Model
迟香婷
CHI Xiang-ting

[摘　 要] 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和融资约束的动态随

机一般均衡模型, 探讨家庭债务如何影响家庭消费。 研究发现: 对负债家庭而言, 杠杆率的提高会带

来短暂的财富效应, 随后会更持久地挤出消费; 家庭债务具有规模适度特性, 以住房贷款为主的家庭

债务杠杆对消费波动的放大效应边际递增, 杠杆率水平越高, 其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消费和经

济波动的放大效应越明显; 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会加剧经济波动, 带来经济结构扭曲和家庭

财富损失。 结合我国当前家庭债务现状和经济发展要求, 对居民杠杆的管理应当重视规模适度管理和

增速控制, 同时积极调整居民债务结构, 严控信贷资金流向, 坚持 “房住不炒” 的政策导向, 规范

和鼓励消费金融发展, 从而改善消费低迷的现状、 提高家庭有效消费需求, 实现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

升级。
[关键词] 家庭债务　 消费　 住房信贷　 消费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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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heterogeneous households and borrowing constraint to discuss how household debt
would affect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indebted households, the increase of leverage will bring
a short-term wealth effect; but in long term, it will reduce consumption. Household debt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ate scale, since the magnification effect of household leverage on consumption fluctuation increases
marginally. The higher the leverage ratio is, the more obvious the magnification effect on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through household balance sheet effect will be. The illegal entry of credit funds into the
real estate market will aggravate economic fluctuations, distor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ause the loss of
family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usehold deb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cale management and growth control of household debt and
leverage ratio. We should also adjust the debt structure actively, control the flow of credit funds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 no speculation in housing” and develop consumer finance in order to
increase households effective consumption demand and upgrade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Key words: Household debt　 Consumption　 Housing credit　 Consumer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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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0 年年初, 银保监会发布 《关于推动银行业

和保险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 ( 银 保 监 发

[2019] 52 号), 明确指出要 “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

地产市场, 抑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 短短几年

间, 对于我国居民杠杆的判断表述从 “有上升空间”
到 “控制”, 再到如今 “抑制” 的转变, 说明居民部

门债务积聚的风险已不容忽视。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

展和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繁荣, 各国居民部门债务存

量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积累 (见图 1)。 若按国际通

用做法, 以居民部门债务存量与 GDP 的比值作为宏

观层面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衡量指标, 则我国居民杠杆

率在过去 20 年呈现趋势性的上涨, 与其他国家相比

虽然绝对水平较低, 但增速较快; 尤其是 2008 年金

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居民去杠

杆, 而我国反而进入了又一轮快速上涨周期。 截止到

2019 年年底, 我国居民杠杆率比值已达 52. 08%, 为

历史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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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要国家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 (BIS)。

　 　 与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事实

是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图 2)。 无论是宏观口径

以支出法计算的 GDP 中居民部门消费支出所占比例

(虚线), 还是利用城乡调查数据加权计算的人均消

费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变化 (实线), 都呈

下降趋势①。 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更加注重经济发展

的质量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寻求经济增

长新的驱动力。 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 逐渐进入

“新常态” 的阶段后, 经济增长面临由投资拉动向消

费拉动转变的内在动力变革, 提高消费率 (尤其是

居民部门消费率)、 释放有效消费需求、 促进消费结

构升级将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调整、 带动产业

结构优化、 刺激经济增长创新动能、 发挥市场作用引

导资源高效配置的有效路径。

　 　 那么,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攀升与消费率的下降是

否有关? 家庭债务究竟如何作用于家庭消费? 在早先

的传统研究框架下, 债务通常被看作是消费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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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居民消费的相对变动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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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用于指标计算的人均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在 2013 年前后统计口径有所不同。 2012 年及以前城镇居民收支数据来

源于独立开展的城乡住户抽样调查; 2013 年及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虽然前后数据的统

计范围、 方法、 口径有别, 但由于是比例计算, 不影响我们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消费支出比重变化的整体趋势观察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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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非驱动因素, 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借贷

便利的提高和人们信用观念发生转变, 人们开始更多

讨论债务如何影响消费模式 (Karlsson 等, 2004[1];
Dynan 等, 2012[2])。 后续的文献讨论观点各异 (郭
新 华 和 何 雅 菲, 2011[3]; 宋 玉 华 和 叶 绮 娜,
2012[4]), 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秉承债务

无害论观点, 认为适度负债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

长; 另一类则认为过度负债会抑制消费支出, 甚至引

发危机。
就债务促进消费论而言, 这类文献多基于经典

基础消费理论中的生命周期理论 ( Modigliani 和

Brumberg, 1954[5] ) 与持久收 入 假 说 ( Friedman,
1957[6]), 认为债务可以很好地实现家庭跨期消费的平

滑 ( Hall, 1978[7]; Bacchetta 和 Gerlach, 1997[8] )。
二者将家庭借贷与消费、 收入联系起来, 认为家庭的

消费支出取决于一生中的永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因此当当期收入不足以满足当期消费时, 便可通过外

部借贷来补足缺口, 理性的消费者会在整个生命周期

的各个阶段合理分配收入与消费, 实现一生消费的平

滑与效用最大化。 当家庭预期未来收入增加时, 会更

愿意提高债务的额度, 这种模式也可以有效避免短期

收入波动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化。 尤其当信贷和资产市

场能有效地满足家庭的融资需求时, 所形成的更平

滑的跨期消费模式能够提高家庭的福利水平, 从而

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 Uribe 和 Schmitt-Grohé,
2017[9])。 在这种观点下, 债务影响消费的机制是通

过收入, 因而常被看作是收入的 “替代品” (Johnson
和 Li, 2007[10]; Pardo 和 Santos, 2014[11] )。 对美国

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研究表明, 家庭债务与杠杆率上升

的同时多伴随着消费的同步增长 (Debelle, 2004[12];
宋玉华和叶绮娜, 2012[4] )。 通过对短期和长期效应

的区别考量, Kim (2010) [13] 认为短期内的债务提升

会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积

极影响会逐渐消失甚至转而变得消极; Bahadir 等

(2019) [14]基于收入分配和不平等视角展开研究也支

持了这一结论, 并指出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更高的

国家, 家庭债务冲击带来的短期收益和中长期痛苦

更大。
另一部分研究则聚焦于过高的债务会抑制消费。

Fisher 研究了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发

生, 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债务等 9 个变量存在密

切联系, 其中最主要的是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 正

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加剧了银行危机, 同时使整个经

济陷入 “债务 -通缩螺旋” 的萧条状态 ( Fisher,
1933[15]; 李健, 2006[16] )。 过高的债务水平会加重

债务主体利息支出的负担, 同时由于存在融资约束,
家庭不能无限制地利用债务来实现消费的平滑, 债务

杠杆越高的家庭可获得的用于消费的信贷资金额度越

低, 利息支出的增加和信贷资金来源的减少使得家庭

不得不削减消费支出以对抗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Murphy, 1999[17]; Johnson 和 Li, 2007[10] ), 而此

时如果资产价值下跌会更降低家庭净资产使其不得

不缩减消费支出, 从而带来经济总需求的下降和失

业率的上升 (Palley, 1994[18]; Cynamon 和 Fazzari,
2008[19]; Kim, 2010[13]; Cecchetti 等, 2011[20]; Ar-
cand 等, 2015[21]; Valckx 等, 2017[22] )。 许多危机

研究的文献也表明, 债务的过度膨胀是引发危机的原

因, 并会导致危机后消费水平的下降 ( Miller 和

Stiglitz, 2010[23]; Mian 和 Sufi, 2011[24]; Eggertsson
和 Krugman, 2012[25]; Dynan 和 Kohn, 2007[26] )。
实证研究也表明, 住房抵押贷款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家

庭消费支出 (Ogawa 和 Wan, 2007[27] )。 房价越高,
其对非住房消费的抑制就越严重, 即使控制了住房价

格下跌带来的影响, 高杠杆与消费疲弱的关系依然存

在 (Dynan 等, 2012[2] )。 何南 (2013) [28] 对中国数

据的检验也表明, 房价与债务的上升不利于消费增

长。 李江一 (2018) [29] 从 “房奴效应” 出发解释我

国居民消费低迷现象, 认为购房动机与住房贷款偿还

均不同程度挤出了家庭消费。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看出,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

阶段债务对消费的作用也会不同。 家庭债务通过需求

渠道发挥作用, 是经济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 (Mian
等, 2017[30])。 在经济繁荣时期, 家庭债务的增长一

方面使家庭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和低杠杆人群)
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 ( Brown, 2004[31]; Pardo 和

Santos, 2014[11]), 促进经济活动增加; 另一方面也

体现了信贷市场的完善和发达程度, 而这能够进一步

刺激需求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 (Khan 等, 2016[32] )。
但是, 不断增加的债务以及 “债务过剩” 所带来的

家庭去杠杆化的需求会反过来抑制消费支出, 当经济

面临负面冲击时, 遭受净资产冲击最大的家庭消费

下降幅度最大 (Mian 等, 2013[33] ), 家庭高度依赖

债务的消费模式将威胁经济, 阻碍经济复苏或 引发

危机 (Dynan 等, 2012[2]; Mian 等, 2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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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增长效应之外, 一些研究者基于经济周期的分

析框架, 认为高杠杆可能加剧消费的短期波动。 债务

水平越高, 消费波动越剧烈 (Mian 和 Sufi, 2011[24];
Iacoviello, 2005[34]; Aladangady, 2017[35] ), 因为拥

有较高负债水平的家庭其资产负债表会不断恶化, 以

至对利率、 资产价格和收入的波动变化反应更加敏感

(Debelle, 2004[12]; Girouard 等, 2006[36]; 周广肃和

王雅琦, 2019[37])。 家庭短期财富的变动, 如对房价

的上涨可以通过放松信贷或抵押品约束来促进家庭消

费 (Atalay 等, 2017[38]), 特别是对那些处在抵押贷

款上限附近的家庭, 可以缓解其借贷压力 (Aladan-
gady, 2017[35])。 而当危机来临时, 由于高债务家庭

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 债务大幅度波动会直接影响家

庭消费 (Kim 等, 2014[39])。 而短期内家庭杠杆率的

提高会进一步加剧消费波动。 Lombardi 等 (2017) [40]

通过截面分布滞后模型 (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分析了家庭杠杆率上升所带来刺激作用具

有短 期 效 应, 通 常 在 一 年 内 有 效。 陈 斌 开 等

(2014) [41]发现中国居民不断加杠杆的行为在短期内

增加了消费波动但并没有有效促进消费升级。
部分学者也尝试对家庭负债规模是否存在最优值

进行了探讨。 Cecchetti 等 ( 2011) [20] 通过对 18 个

OECD 国家的政府、 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债务进行研

究, 发现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 84%时, 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达到最大, 但结果并不十分显著。
Lombardi 等 (2017) [40] 则认为这一指标超过 60%时

对长期消费产生的负面影响会加强。 张晓晶等

(2018) [42]认为家庭部门可以在合理区间内加杠杆。
现有文献中对于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的讨论已有

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在

现有研究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关系的文献中, 更多的

是通过实证研究寻找证据,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什么针对不同国家、 时间的样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可能截然相反。 其次, 受数据统计难度和来源的限

制, 现有研究中较少出现对家庭债务的分类讨论, 而

债务对消费的增长及波动的影响很可能会因债务类型、
消费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此外, 在研究对象及研究主

体方面, 针对发展中国家家庭债务与消费支出关系的

研究较为少见 (Khan 等, 2016[32] ), 而国内学者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李江一, 2018[29])。 基

于这些考虑,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新的

尝试, 以期能对现有成果形成边际贡献。 具体而言:
第一, 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RBC) 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

型, 将异质性家庭和信贷约束 (Kiyotaki 和 Moore,
1997[43]) 引入模型进行讨论, 给出了家庭债务增加

在短期内具有财富效应、 但会更长久地挤出消费这一

论断的理论刻画。 第二, 通过动态模拟发现了不同杠

杆率水平下债务增加对消费波动的放大具有边际递增

的非线性关系, 理论上证明了家庭债务应当具有规模

适度性, 并进一步通过对不同类型债务的讨论解释了

产生这种非线性关系的影响机制。 第三, 模型设定中

突出了我国居民债务上升与房地产市场繁荣同步的特

征现实①, 着重讨论了在住房市场影响下家庭债务如

何影响消费与经济动态, 并在拓展讨论中模拟了我国

近年来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经济现象。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模型

构建; 第三部分为模型参数校准和贝叶斯估计; 第四

部分为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第五部分为文章的结论

和建议。

二、 模型构建

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 (RBC) 框架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 产品生产商、 住房开发

商的封闭经济体, 引入信贷约束, 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

衡方法, 模拟家庭债务行为变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②

(一) 家庭

假设个人决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每个家庭具有

无限期生命, 他们通过在消费、 劳动以及住房持有之

间进行跨期选择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水平。 具体而

言, 家庭分为耐心家庭与非耐心家庭两类, 差别在于

他们对未来有不同的贴现率。 其中: 耐心家庭倾向于

当下储蓄以用于未来消费, 通过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

动获得工资收入, 通过向资本市场提供资本获得利息

收入; 非耐心家庭则倾向于借款以满足当下消费需

求, 除了通过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收入

外, 还从资本市场获得债务并支付利息。 耐心家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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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通过简单计算可知, 我国居民杠杆无论从存量还是增量结构来看, 住房贷款均占 60%以上。
由于家庭主要的行为决策均在国内市场进行, 因此封闭的模型设定不会影响模型刻画的主要问题和结论的可信度。 同时, 模型对非必要环节

均进行了简化处理, 重点对家庭部门进行了细致的设定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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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标 P 表示, 他们在全部家庭中所占比重为 a; 非耐

心家庭用下标 U 表示, 他们在全部家庭中所占比重为

1-a。 耐心家庭与非耐心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分别用

βP 和 βU 表示, 则 βP, βU∈ (0, 1) 且 βP >βU。 由于

非耐心家庭对未来贴现更多, 因此在该模型中, 非耐

心家庭是资金需求方 (借款者), 耐心家庭是资金供给

方 (储蓄者)。 家庭的瞬时效用函数 U=U (ct, ht, lt)。
1. 耐心家庭。
一个代表性耐心家庭最大化其预期的终生效用为:

UP =E0∑
∞

t = 0
βt
P

c1-σP,t

1-σ
+
εh
t
χ
Ph1-σ

P,t

1-σ
-
ζl1+ξP,t

1+ξ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其中: E0 是经济主体在 0 时期可获得信息的条件期

望算子。 cP,t为耐心家庭在 t 期的非耐用品消费水平,
lP,t为耐心家庭在 t 期提供的劳动时间, hP,t为耐心家

庭在 t 期期末所拥有的住房存量。 参数 σ 为跨期消费

替代弹性的倒数, σ 取值越大, 说明家庭跨期消费选

择对利率变化的反应越小; 参数 ξ 为家庭的劳动替代

弹性的倒数, 且 σ, ξ>0。 所有变量均按人均实际值

计算。 χ
P、 ζ 分别为反映住房持有及闲暇在耐心家庭

效用中大小份额的参数。
参照 Turdaliev 和 Zhang (2019) [44]做法, 本文的

模型中引入家庭可能面临的住房需求冲击, 用 εh
t 表

示。 住房需求冲击也可以理解为家庭对于住房资产的

偏好冲击, 指的是由于外部因素影响使得家庭对于持

有住房资产的需求或偏好发生了改变, 既包括自有性

住房需求偏好的改变, 也包括投资性 (投机性) 住

房需求偏好的改变。 一个正向的住房需求冲击意味着

家庭对住房需求的突然增加, 它将使家庭增加持有住

房资产的边际效用, 从而改变其在消费、 储蓄 (借
贷) 与劳动之间的行为决策。 同时, 正向的住房需

求冲击也会带来住房价格的上升, 进而影响家庭的借

贷条件。 对我国而言, 这一参数设定具有很强的现实

性。 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进程, 相关的调控

政策也屡屡出台, 而许多外部因素也同样可能使家庭

在短期内面临正向或负向的住房需求冲击, 例如商品

房限购政策、 教育及户籍政策改变、 股票市场异动以

及今年年初的疫情突发等。 模型中引入这一冲击来更

好地刻画住房需求改变将如何影响家庭的行为选择。
假设住房需求冲击 εh

t 服从 AR (1) 过程: logεh
t =

ρh logεh
t-1+ht , 其中系数 ρh 表示冲击的持续性, εh

t 为

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σh 的白噪声过程。 耐心家庭的

住房存量积累过程满足:

hP,t+1 =(1-δ)hP,t+iP,t (2)

其中, iP,t为 t 期新增住房投资, δ 代表房屋折旧率。
不考虑税收等其他因素, 耐心家庭在 t 期满足如下资

金预算约束:

cP,t+εq
t qt iP,t+dP,t =wP,t lP,t+rtdP,t-1 (3)

其中: qt 为住房市场价值与投资成本的比值, 在本模

型中可以理解为住房资产价格; εq
t 为外生的住房价

格冲击; wP,t 和 rt 分别为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利率;
dP,t为耐心家庭在 t 期期末的存款, 并被全部带到下

一期。 耐心家庭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与上一期存款的利

息收入用于当期消费和住房投资, 其余部分继续作为

当期储蓄。 耐心家庭的问题是, 在式 (2) 和 (3)
的约束下, 通过选择消费、 住房投资、 储蓄和劳动供

给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 求解最大化效用的一阶条

件, 得到耐心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欧拉方程、 住房需

求以及劳动供给决策函数:

βP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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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5)
ζlξP,t
c-σP,t

=wP,t (6)

2. 非耐心家庭。
非耐心家庭与耐心家庭所面临的问题相似, 同样

在消费、 劳动与住房持有之间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其一

生效用:

UU =E0∑
∞

t = 0
βt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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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σ
+
εh
t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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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

1-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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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U,t、 lU,t、 hU,t分别为非耐心家庭在 t 期的非耐

用品消费、 劳动供给和持有住房存量。 各期的住房存

量满足:

hU,t+1 =(1-δ)hU,t+iU,t (8)

与耐心家庭通过储蓄提供货币资金不同的是, 非

耐心家庭是资金的需求方, 其在 t 期受到资金预算

约束:

cU,t+εq
t qt iU,t+rtbU,t-1 =wU,t lU,t+b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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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wU,t为非耐心家庭面临的实际工资率, bU,t为其

当期从外部获得的贷款。 非耐心家庭获得劳动收入与

外部借款, 用于当期消费和住房投资, 同时偿还上一

期的借款本息。 非耐心家庭在获得外部融资时面临一

个借贷约束:

bU,t≤εγ
t γE t

εq
t+1qt+1hU,t(1-δ)+wU,t+1 lU,t+1

rt+1
(10)

其中, γ 为贷款价值比 ( loan to value ratio, LTV),
即抵押率, 是家庭所获得的贷款额与房屋抵押品市场

价值及预期收入的一定比例, 该变量反映了家庭面临

的信贷约束的松紧程度; εγ
t 为贷款价值比冲击, 服

从 logεγ
t = ργ logεγ

t-1+γt 。 式 (10) 表明, 非耐心家庭

所能获得的最大贷款额度为其所持有的住房财富与预

期收入总和的一个固定比例。 在约束 ( 8)、 ( 9)、
(10) 下, 非耐心家庭通过选择消费、 住房投资、 债

务以及劳动供给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 求解最大化

效用的一阶条件, 得到非耐心家庭的跨期消费欧拉方

程、 住房需求以及劳动供给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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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式中, μt 为信贷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 正是

由于 μt 的存在, 非耐心家庭与耐心家庭的欧拉方程

与住房需求方程表达式均有所不同 ( Iacoviello,
2005[34])。 同时, 由于模型在信贷约束中加入了预期

收入, 使得非耐心家庭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表达式也与

耐心家庭存在差异。 当经济达到稳态时, 信贷约束条

件取等号。
(二) 产品生产商

厂商是经济中的生产部门, 将生产要素转换成最

终产出, 以提供居民消费或储蓄的产品和服务。 本文

中的产品生产商的生产函数采用简化的规模报酬不变

的 Cobb-Douglas 函数形式, 投入的要素包括技术与劳

动, 其表达式写作:
Yt =AtLt (14)

其中, Yt 为经济的总产出, At 为全要素生产率, Lt

为厂商投入的劳动总量。 假定外生的生产率冲击

(技术冲击) at≡log (At) 服从一个 AR (1) 过程:

at = ρAat-1+εt (15)

其中, -1<ρA<1。 产品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ΠC
t =Yt-w tLt (16)

其中, ΠC
t 为产品生产商的利润 (上标 C 代表产品生

产商), w t 为其所雇用劳动的平均工资率。 产品生产

商在式 (15) 的资源约束下寻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 平均工资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

w t =At (17)

又由于假设家庭提供的劳动是无差别的, 于是

w t =wP,t =wU,t (18)

(三) 住房开发商

模型中, 设定两类家庭仅向产品生产商提供无差

别的劳动, 而住房开发商仅通过购买投资品来进行住

房生产。 这种设定参考了黄志刚和许伟 (2017) [45]的

做法并进行了适当简化。 住房开发商在第 t 期将 It 单
位的消费品 (可以理解为各类建筑原材料) 转化为

住房生产投入要素, 其 t 期的利润函数为:

ΠH
t = qtIt-Φ(It) (19)

其中, ΠH
t 代表住房开发商在 t 期所获得的利润。 Φ

( It) 为住房开发商的投资成本函数, 满足:

Φ(It)= It+Ψ
It
Ht

æ

è
ç

ö

ø
÷Ht (20)

其中, Ψ(·) 为住房存量积累的过程中存在的调整

成本①, 其设定参考 Hayashi (1982) [46] 形式, 满足

Ψ(δ)= Ψ′(δ)= ψ(δ)= 0。 令
∂ΠH

t

∂ It
= 0, 于是得到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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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住房开发商的调整成本函数具体形式可写成 Ψ
It
Ht

( ) = ϕ
2

It
Ht

-δ( )
2

。 其中, ϕ 为参数, 平方项为调整率,
It
Ht

可以理解为以住房存量为单位。

当 ϕ= 0 时, 调整成本也为 0; 当 ϕ>0 时, 偏离稳态的投资就会产生调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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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qt = 1+ψ
It
Ht

æ

è
ç

ö

ø
÷ (21)

(四) 竞争性均衡

模型系统中各经济主体分散决策, 商品市场、 信

贷市场、 劳动力市场以及住房市场在竞争中实现均

衡。 不考虑政府部门, 在商品市场上, 产出用于消费

和投资:

Yt =C t+Φ(It)= C t+It+Ψ
It
Ht

æ

è
ç

ö

ø
÷Ht (22)

其中, C t 为经济中的总消费需求, C t 和 It 分别等于

两类家庭消费和投资的总和, 满足:

C t =acP,t+(1-a)cU,t (23)
It =aiP,t+(1-a)iU,t (24)

信贷市场上, 耐心家庭所提供的总存款 DP,t与非

耐心家庭的总借款 BU,t相等, 即 DP,t =BU,t。 由于 Dt =
adP,t, B t =(1-a) bU,t, 信贷市场均衡:

adP,t =(1-a)bU,t (25)

劳动力市场均衡:

Lt =alP,t+(1-a)lU,t (26)

住房市场均衡:

Ht =ahP,t+(1-a)hU,t (27)

三、 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校准和贝叶斯 DSGE 方法进行参数估

计。 采用宏观经济变量包括 GDP、 居民部门非经营

性信贷、 居民消费等, 样本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 样

本区间为 2005 年第一季度到 2019 年第四季度。 数据

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网站。 所有数据均以 2005 年为基

期经 CPI 调整为实际值, 再通过季节调整后取自然对

数, 经 HP 滤波剔除时间趋势, 得到的波动部分作为

变量偏离各自稳态的值。
本文对影响稳态值的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

赋值, 对其他不影响稳态但影响动态的参数采用贝

叶斯 DSGE 方法进行估计。 表 1 给出了采用校准方

法进行赋值的参数取值结果。 参照康立和龚六堂

(2014) [47]的做法, 将耐心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 βP 取

值 0. 99, 对应稳态时约 4. 04%的年化无风险利率①;
对于非耐心家庭, 参照 Iacoviello (2015) [48] 的做法,
为其主观贴现因子 βU 取值 0. 94。 经济中耐心家庭与

非耐心家庭的比例因不同国家而有所差异, Justiniano
等 (2015) [49]建议将非耐心家庭的占比取值为 60%,
耐心家庭占比 40%。 考虑到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 传统观念和习惯使得人们

对于储蓄有着更多偏好, 而借贷消费仅仅是近些年来

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因此本文中 a 的取值为 0. 7, 即

认为我国经济中耐心家庭所占比重为 70%。 劳动供

给的相对效用 ζ 取值 4. 95, 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 ξ 设

定为 0. 18, 使得稳态时 L = 1 / 3, 拟合 8 小时工作时

间。 家庭消费与住房的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 取值

为 1. 2, 住房持有的相对效用 χ 取值为 0. 15, 以上这

些共同拟合了稳态时 I / Y 的值约为 7%, 近似等于我

国 GDP 中房地产行业增加值的占比。 住房的折旧率

δ 取值为 0. 025, 对应 10%的年资本折旧率, 这与

康立和龚六堂 (2014) [47] 的做法一致。 贷款价值比

γ 取值 0. 65, 与我国居民住房按揭贷款首付比政策

相一致。

表 1 参数校准值

参数描述 参数 参数值

耐心家庭主观贴现因子 βP 0. 990

非耐心家庭主观贴现因子 βU 0. 940

耐心家庭的比例 a 0. 700

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 1. 200

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 ξ 0. 180

耐心家庭住房相对效用 χ
P 0. 150

非耐心家庭住房相对效用 χ
U 0. 150

劳动供给的相对效用 ζ 4. 950

住房的折旧率 δ 0. 025

贷款价值比 γ 0. 650

对于不影响稳态值但影响模型动态的参数值, 采

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 需要估计的参数包括 {ρA,
ργ, ρh, ρq, σA, σγ, σh, σq}, 即各冲击变量的相

关参数。 模型中共考虑了四种冲击, 分别为技术冲

97
① 根据耐心家庭的跨期消费欧拉方程, 得知稳态时 r= 1 / βP, 当 βP = 0. 99 时, 季度实际利率 r= 1. 010 1, 对应的年化实际利率约为 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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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家庭信贷约束冲击、 住房需求冲击以及住房价格

冲击。 按照文献标准做法, 四种冲击均设定为服从

AR (1) 的随机过程。 参数先验分布特征及后验分布

结果见表 2。

表 2 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

参数描述 先验分布类型 先验均值 后验均值 90%置信区间

ρA 技术冲击的 AR (1) 系数 贝塔分布 0. 85 0. 987 6 (0. 974 0, 0. 998 8)

ργ 家庭信贷约束冲击的 AR (1) 系数 贝塔分布 0. 85 0. 876 2 (0. 792 4, 0. 976 1)

ρh 住房需求冲击的 AR (1) 系数 贝塔分布 0. 85 0. 809 1 (0. 654 4, 0. 982 0)

ρq 住房价格冲击的 AR (1) 系数 贝塔分布 0. 85 0. 827 7 (0. 638 1, 0. 994 6)

σA 技术冲击的标准差 反伽马分布 0. 02 0. 022 6 (0. 004 7, 0. 050 9)

σγ 家庭信贷约束冲击的标准差 反伽马分布 0. 02 0. 011 9 (0. 007 8, 0. 015 3)

σh 住房需求冲击的标准差 反伽马分布 0. 02 0. 011 8 (0. 005 6, 0. 018 3)

σq 住房价格冲击的标准差 反伽马分布 0. 02 0. 011 8 (0. 005 2, 0. 018 9)

四、 模型动态分析

(一) 家庭信贷约束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动态响应

图 3 给出了经济面临信贷约束冲击时各变量的动

态响应 (以百分数计, 下同)。 从图中可以看出, 给

定一个标准差单位的正向贷款价值比冲击, 即当家庭

杠杆率短暂提升时, 经济总产出和总消费在出现瞬时

下降之后立刻大幅度上升, 总投资上升, 这三个指标

在第 2 期时达到峰值, 随后出现快速回落, 从第 4 期

开始以越来越缓慢的速度逐渐回归至均衡状态; 总住

房存量在冲击发生后逐渐积累, 到第 16 期达到最大

偏离; 住房价格先上升后下降, 同样在第 2 期达到最

大偏离, 随后向零轴调整, 但在第 15 期之后出现负

向偏离, 这一运动趋势与住房资产总量变化相一致,
随着住房价格逐渐上升至最大值, 住房存量的增速也

达到最大。 信贷约束的短时宽松也使得经济中非耐心

家庭的债务量出现较大幅度攀升, 几乎在冲击发生时

即接近最大偏离。 整体来看, 一单位正向的贷款约束

冲击能够促进经济产出和消费的增加, 带来住房资产

存量的积累。
分别来看, 耐心家庭与非耐心家庭面临相同信

贷约束冲击时的反映有所不同。 首先, 正向的信贷

约束冲击直接提高了非耐心家庭的可贷资金额度,
使其可以更加容易获得外部资金, 用于住房购买以

提高自身效用, 因此非耐心家庭的住房需求增加,
从而我们看到其住房存量迅速提高。 市场需求的增

加推高了房价, 也使得家庭原本拥有的住房资产价

值增加, 抵押品价值提升和抵押率提高的双重作用

使得非耐心家庭的债务量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 非

耐心家庭劳动供给在出现短暂下降后迅速上升, 随

后增速放缓, 在第 6 期达到最大偏离, 这是因为正

向的信贷约束冲击相当于非耐心家庭突然增加了一

笔现金流入, 于是家庭可以通过减少劳动增加闲暇

时间来维持原有效用, 但随着债务的增加, 非耐心

家庭一方面更有意愿通过增加劳动收入来提高可以

获得的最大融资额度, 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增加收

入来应对债务增加带来的利息支出负担。 在这种机

制下, 非耐心家庭新增的流动性更多用于增加住房

投资, 因为可以预见的住房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增加

非耐心家庭未来的可贷资金流入。 非耐心家庭现金

流的宽松和财富 (住房资产) 的增加在最初 3 期促

进了消费的增加, 但从第 4 期开始便出现负向偏

离, 说明微观家庭杠杆率的提高在最初会带来一定

的财富效应而增加消费, 但随着债务负担的加重逐

渐出现了消费挤出。 而尽管非耐心家庭更倾向于当

前消费, 但当外部融资约束放松时, 家庭可以更容

易地通过外部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来满足当前消费和

住房投资, 他们更期待将增加的流动性分配至后

者, 以增加家庭的资产。 耐心家庭作为资金提供

方, 不存在负债, 因而不会受到抵押约束。 但当针

对非耐心家庭的信贷约束冲击发生后, 房价的上涨

相对而言降低了耐心家庭的实际购买力, 同时非耐

心家庭对于住房需求的增加也提高了他们对于可贷

资金的需求, 因此, 虽然耐心家庭的住房投资有所

下降, 但他们不仅不会降低消费支出, 反而会因为

实际利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水平。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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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信贷约束冲击下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

融资约束机制的存在使得有负债的非耐心家庭相

比无负债的耐心家庭在消费、 劳动供给以及住房投资

的波动上幅度都更大, 而从整体上来看, 放宽家庭融

资约束会直接带来投资的大幅提高和房价的上升, 进

而提升家庭总财富水平从而促进总消费的增加, 但对

于持有债务的家庭而言在短暂的财富效应过后会更持

续地挤出家庭消费。
(二) 家庭杠杆率与消费波动的非线性关系———

债务规模适度性的探讨

在现有文献中有关家庭债务与家庭消费关系的研

究已有不少, 但更多侧重于讨论家庭负债究竟是促

进、 促退或是无关于家庭消费的增长。 本文从另外一

个角度出发, 探讨家庭债务杠杆与消费波动之间的关

系。 之所以本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消费波动性的探讨

上, 是因为相比于增速的起落, 平稳、 可持续的增长

更加有益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也是各类宏观经济

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
以模型中的参数贷款价值比 γ 代表非耐心家庭的

杠杆率水平来衡量负债家庭债务规模的高低。 模型中

的贷款价值比对应了现实中的购房首付比概念, 二者

之和为 1, 现有文献中也不乏通过这一参数探讨宏观

审慎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例如: 黄志刚和许伟,
2017[45]; Turdaliev 和 Zhang, 2019[44] )。 同样考虑一

个标准差的信贷约束冲击, 图 4 给出了随着 γ 从 0 到

1 逐渐增加, 模型中两类家庭消费支出的方差变化情

况。 观察图 4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 消

费波动与贷款价值比 γ 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γ 越

大, 消费波动越剧烈, 且提高 γ 对消费波动放大的边

际效应递增。 例如, γ 从 0. 5 提高至 0. 6, 非耐心家

庭的消费波动标准差从 0. 02%提高至 0. 03%; 而当 γ
从 0. 7 提高至 0. 8 时, 消费波动的标准差则从 0. 04%
提高至 0. 06%。 (2) 当 γ 较低时, 耐心家庭的消费

波动幅度大于非耐心家庭, 而当 γ 较高时, 情况刚好

相反, 非耐心家庭的消费波动幅度超过耐心家庭并迅

速上升, 耐心家庭的消费波动变化相对更为平缓。
为什么家庭杠杆率与消费波动会出现这种非线性

且差异化的运动轨迹呢? 不考虑生产经营性需要, 一

般情况下家庭的举债动机可以分为消费性需求和投资

性需求。 根据 Friedman (1957) [6] 的持久收入假说,
外部借贷可以帮助实现家庭跨期的消费平滑。 而随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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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贷款价值比与两类家庭消费波动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家庭的支出

结构日益多元, 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开销基础上,
家庭对于各类实物及金融资产的需求也日渐增多。 因

此, 当外部资金使用成本低于可能产生的资本回报

时, 家庭就可能会通过举债来购买实物或金融资产进

行投资, 利用少量的自有资金更深入地参与到市场交

易活动中。 如果将两种需求下的债务简单地区分为消

费性债务和投资性债务, 那么前者对家庭更多起到跨

期消费平滑的作用, 因为这部分债务几乎不形成家庭

资产, 而仅仅是作为周转性需要用于日常消费品的支

出, 因此其作用更多是改善了家庭的现金收支结构,
对家庭财富净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之下, 投

资性债务由于会形成家庭资产, 而随着资产价格的波

动也会带来家庭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和收缩, 家庭

净财富值的波动也会随之上升。 家庭财富净值的不确

定性相当于在各个时点上增加了家庭对持久收入预期

的不确定性, 进而带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增加, 而家庭

的融资约束限制了其在金融市场上通过新增借款来平

滑由于净财富波动带来的消费波动的能力。 所以, 投

资性债务带来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不确定性和市场融资

约束共同作用, 放大了家庭的消费波动。
在家庭资产中, 最重要的是住房资产, 在我国居

民部门贷款中, 60%以上为住房信贷。 住房贷款兼具

了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 家庭通过举债购

买住房, 也是实现生命周期内对住房消费的平滑; 另

一方面, 住房抵押贷款使得家庭可以通过较少的自有

资金支配更大规模的家庭资产, 杠杆率越高, 资产与

自有资金的倍数越大, 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膨胀程度越

高, 其对于住房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程度也越大, 家

庭财富净值的波动会给家庭带来更强烈的财富效应或

财富幻觉。 因此持有住房贷款的家庭, 其债务带来的

消费平滑效应和家庭资产负债表效应同时存在。 当家

庭杠杆率较低时, 家庭资产负债表膨胀程度较低, 债

务对于消费的平滑效应占主导, 随着杠杆率提高, 家

庭资产负债表膨胀程度越来越大, 债务的资产负债表

效应越大, 对消费波动的放大程度也越大。 二者的此

消彼长也就解释了图 2 中家庭消费波动与杠杆率之间

非线性的边际递增效应。 当杠杆率水平较低时, 可以

在金融市场上获得外部融资的非耐心家庭消费波动幅

度小于耐心家庭, 也证明了债务的消费平滑作用的存

在。 若将非耐心家庭的财富净值表示为 naU,t = qthU,t-
bu,t, 那么还可以看到, 随着 γ 不断提高, 非耐心家

庭净财富 na 和产出 Y 的波动幅度同样呈现边际效应

递增的非线性运行轨迹。 由此, 家庭债务和杠杆率规

模存在适度性, 适当负债可以帮助家庭实现消费的跨

期平滑, 当收入波动及其他不确定因素来临时维持原

有效用, 但过高的负债和信贷约束则会通过资产负债

表效应的增强及对消费平滑效应的削弱而加速放大消

费波动, 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 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监控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是近年来

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之一。 就居民债务而言, 信贷资

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个人经营性贷款

和消费信贷。 今年年初, 监管部门再次提出要严防严

查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工作要求。 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

击, 为了缓解其面临的资金难题, 央行先后出台了降

息、 降准、 再贷款、 再贴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然而

与此同时, 深圳等多城疑似出现了又一波房地产热

潮, 资金成本的下降和宽松的流动性吸引了更多信贷

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既不利于疫情当前实体企

业顺利复工复产, 也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

展, 与 “房住不炒” 的政策基调相背离。 除此之外,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家庭获得消费信贷的额度和

渠道也随之增加, 各类 “消费贷” “首付贷” 等产品

层出不穷, 也使得信贷资金以 “短贷长用” 形式违

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信贷资金违规流向房地产市场, 催生了大量投机

性购房需求, 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的实际首付比例,
居民部门杠杆率被低估, 而实际债务负担加重、 债务

风险上升。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经济中各变量的变化,
本文在这一部分刻画了信贷资金不同程度进入房地产

市场的情况下经济系统的动态响应差异。
在前文的模型设定中, 非耐心家庭可以用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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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资产除了其所持有住房资产未来价值外, 还包

括家庭在下一期的劳动收入, 这种设定相当于家庭除

了可以获得住房抵押贷款, 还可以根据其未来收入水

平获得一定的 “额外信用”。 家庭可以对其所获得的

额外融资在消费和住房投资之间进行再次分配。 考虑

家庭可以不同程度获得额外信用的情形, 将模型中的

家庭约束条件改写成如下形式:

bU,t≤γE t

qt+1hU,t(1-δ)+θ×wU,t+1 lU,t+1
rt+1

(28)

θ 衡量了家庭可以获得的 “额外信用” 的程度。
θ>0 近似刻画了一个家庭有渠道能够将消费信贷资金

投入房地产市场、 用于住房投资的情形, 该参数取值

越大, 家庭可获得的 “额外信用” 就越高, 本文用

这样的设定来模拟住房信贷市场中的 “资金违规流

入的现象”。 当 θ= 1 时, 刻画了较为宽松的额外信用

获取环境; 当 θ = 0 时, 抵押约束形式变为目前文献

中的常用做法, 此时家庭不能获得额外债务来增加住

房投资。 考虑经济中家庭对住房需求增加的情况。 图

5 给出了在给定一单位正向标准差住房需求冲击下不

同 θ 取值的经济系统的脉冲响应。 其中, 实线为不能

获得额外信用的情形, 虚线为可以获得的情形。 从图

中可以看到, θ 值越大, 经济在住房需求冲击下的反

应幅度越强烈。 当家庭能够凭借未来的收入获得额外

资金支持时, 住房需求的突然增加将使家庭可能将这

部分额外信用更多地分配至新增住房投资, 相当于家

庭所受到的信贷约束更加宽松。 但与提高贷款价值比

不同的是, “额外信用” 在增加住房投资的同时, 更

大幅度挤出了家庭消费; 经济中债务总量迅速上升,
宏观杠杆率 ( Lev, 债务与产出的比值) 迅速提高;
这种机制使得住房价格上升幅度更大, 且在回调过程

中会出现负向偏离, θ = 0 时, 房价的负向调整可以

忽略, 但当 θ>0 时, 住房价格将会在 15 期之后出现

下跌, “额外信用” 获取越容易, 则房价在未来下跌

的幅度越大, 持续时间更长。 “额外信用” 还会使家

庭总的净财富出现剧烈波动, 造成家庭财富净值的损

失,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消费的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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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程度 “额外信用” 下住房需求冲击的影响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的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模型, 引入信贷约束, 讨论家庭债务如何影响家

庭消费。 分析发现: (1) 在存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
负债家庭的消费、 劳动供给及住房投资波动幅度均高

于无负债家庭。 提高家庭贷款抵押率 (或降低首付

比) 会增加经济产出和消费, 但显然更有利于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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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发展; 对于负债家庭而言, 杠杆率的提高会带

来短暂的消费增加 (即财富效应), 但随后会更持久

地挤出消费。 (2) 家庭杠杆率的提高会加速放大消

费的波动。 负债的消费平滑作用也在模型中得到了体

现, 但是这种作用会随着杠杆率的提高而迅速被削

弱, 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明显的负债的资产负债表效

应。 (3) 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会给经济带

来剧烈波动, 消费被更大程度地挤出, 房地产市场加

速膨胀, 最终会加剧经济结构的扭曲, 也会带来家庭

财富净值的损失。 根据以上结论, 本文对我国居民部

门债务和杠杆率管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家庭债务和杠杆率具有规模适度性, 且会

加速放大消费的波动, 因此对于债务规模和增速应当

同等关注, 杠杆率处于越高水平时, 越应当注意杠杆

率的增速控制, 以应对其对消费和经济波动的加速

放大。
第二, 严格控制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家庭一般消费性债务和住房贷款对家庭消费和宏观经

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都不同, 必须控制信贷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避免住房市场的 “短贷长用”
现象, 以避免可能带来的经济结构扭曲和居民财富损

失, 维持经济稳定。
第三, 积极调整居民债务结构, 规范消费金融市

场, 适当鼓励消费信贷发展。 一方面有利于应对家庭

债务和住房市场相互推高的现状, 另一方面积极发挥

消费性债务的平滑作用, 进而释放家庭潜在的、 有效

的消费需求, 提升消费质量, 促进消费升级, 为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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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零售情境的实证分析

The Influence of Multi-channel Retail Service Quality on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Retail Situation

沈鹏熠 赵文军
SHEN Peng-yi ZHAO Wen-jun

[摘　 要] 尽管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的关系在实践中已引起了重视, 但在多渠道零售情境中关于
两者的影响机制及其调节效应尚需从学术上厘清。 笔者基于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理论分析, 系统构建
了商店形象契合、 社会临场感、 渠道使用模式对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构成维度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产
生调节影响的研究模型; 针对中国零售情境中 926 个多渠道购物者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实体服务质量、 电子服务质量和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均有积极影响; 商店形象契合对实体服务质量、 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
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社会临场感对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关系有正向
调节作用, 但对实体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 渠道使用模式只对电子服务
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而对实体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 本研究及其结论不仅在理论层面扩展了服务质量影响效应的研究领域、
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而且对促进多渠道零售情境中的服务质量和顾客忠诚管理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　 在线顾客忠诚　 商店形象契合　 社会临场感　 渠道使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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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loyal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practic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its moderating effect in multi-
channel retailing from the acade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research model of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store image fit,
social presence and channel usage mod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mensions of multi-channel retail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26 multi-channel shoppers
in Chinas retai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by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hysical service quality,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 and integration service
qual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and store image fit has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between physical service quality,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 integration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and social presence has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between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 integration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but has no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physical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In addition, channel usage mode has
only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but
has not moderating effects between physical service quality, integration service quality and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inten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not only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service qualit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loyalty management in a multi-channel retail context.

Key words: Multi-channel retail service quality 　 Online customer loyalty 　 Store image fit 　 Social
presence　 Channel usag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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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从起步至今, 发展非常迅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网络零售额为

106 32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6. 5%, 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16. 5%。 在许多线下零售企业将零售业务

向线上延伸的同时, 阿里巴巴、 京东等一批电子商务

企业开始布局线下实体零售, 我国迎来了线上线下多

渠道零售发展浪潮。 多渠道主要涵盖了实体店、 电

话、 呼叫中心、 自助服务设备、 网店等实体渠道和虚

拟渠道。 其中, 实体店和网店的结合是多渠道零售的

主要模式。 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促使企业通过多种零

售渠道提供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变成了多渠道购物

者, 渠道选择行为变得更不可预测 ( Hummel 等,
2016[1])。 线上线下多渠道购物正在改变传统零售业

务模式 (Hübner 等, 2015[2]), 导致零售业态、 消费

场景和消费行为发生深刻变化, 也给多渠道零售服务

质量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适应和促进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发展, 零售商

需要深入了解多渠道零售情境中服务质量的具体构成

维度与顾客忠诚的关系。 已有的研究显示, 多渠道服

务质量由实体服务质量、 虚拟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

量等维度构成 ( Sousa 和 Voss, 2006[3] )。 关于不同

服务质量维度对在线顾客忠诚的影响关系已得到一定

程度探讨。 例如, Montoya-Weiss 等 (2003) [4] 的研究

认为, 线上和线下渠道服务质量对促进消费者采纳线

上渠道行为有竞争效应, 线下渠道高质量服务可能会

减少线上渠道使用意愿; 吴雪和董大海 (2014) [5] 的

研究则认为, 消费者利用多种心理机制避免线上线下

认知失调, 当他们由实体店转向线上购物时, 对实体

店的印象越好, 越有可能认为该零售商有能力在其网

络商店中提供优质服务。 但是, 线上线下服务质量对

在线顾客忠诚究竟是起到促进效应还是稀释效应的问

题还存在争议, 并且对整合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关系也缺乏研究。 此外, 学界也对多渠道情境

中服务质量和在线顾客忠诚的调节机制进行了初步分

析。 其中, Sousa (2012) [6]基于多渠道电子银行的研

究发现, 渠道使用模式对电子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关

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但缺乏对其他服务质量维度与顾

客忠诚之间的调节影响进行全面分析。 汪旭晖和张其

林 (2013) [7]指出, 如果线上线下商店形象有较高的

契合度, 因线下商店形象导致的顾客忠诚也将延伸到

线上商店。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线渠道中引入社会临

场感能够改进顾客使用技术的态度和行为 (Cyr 等,
2007[8]; Wünderlich 等, 2013[9] ), 并刺激高人际互

动需求的人们去积极使用在线渠道 (Aslanzadeh 和

Keating, 2014[10])。
综上所述, 目前关于服务质量对顾客忠诚的影响

机制及其调节效应的研究还没有厘清服务的多渠道本

质以及顾客在渠道使用中的异质性特征问题 (Sousa,
2012[6])。 尽管现有研究涉及商店形象契合、 渠道使

用模式、 社会临场感在多渠道服务中的影响, 但研究

内容尚不完整和没有形成体系, 缺乏将这些因素纳入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不同维度影响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的关系中进行全面、 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因此, 本文

将基于适应水平理论、 一致性理论、 分类理论、 信息

丰富度理论和容忍区域理论等心理学和营销学理论基

础, 构建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的具体维度对在线顾客

忠诚意向的影响机制和调节效应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

收集数据, 实证分析和探讨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不同

维度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机制, 以及不同服务

质量维度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过程中受到哪些

因素的调节作用及其调节机制和边界条件, 揭示在不

同商店形象契合、 社会临场感和渠道使用模式条件下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的具体构成维度对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多渠道服务质量需要从顾客对服务渠道和服务接

触点整体体验的视角进行定义 ( Shaw 和 Ivens,
2002[11]), 它体现了顾客体验到的总体服务质量, 由

实体服务质量、 虚拟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构成

( Sousa 和 Voss, 2006[3]; Banerjee, 2014[12] )。 其

中, 虚拟服务质量载体涵盖了互联网渠道、 自助设备

渠道、 电话渠道等虚拟渠道。 本文所涉及的多渠道零

售服务质量的载体涵盖线上和线下两类服务渠道, 指

的是顾客在多渠道零售商线上线下渠道体验到的总体

服务质量, 其具体构成维度界定为实体服务质量、 电

子服务质量和整合服务质量。 其中, 以电子服务质量

代替了虚拟服务质量, 聚焦于互联网渠道的服务质

量。 现有实体服务质量研究采纳的是单一渠道观点,
主要考虑的是与服务相联系的实体设备特征, 其测量

包括了人和人接触的各个方面 ( Ganguli 和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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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3]), 呈现 “高接触、 低技术” 的特征 (Bitner
等, 2000[14])。 研究表明, 电子服务质量体现了网站

能方便快捷有效地购物、 采购和交货的程度 (Para-
suraman 等, 2005[15] ), 其测量聚焦于顾客和技术的

互动, 采取的也是单一渠道观点。 从长远来看, 从单

一渠道向多渠道零售的扩展会转化为协同效应, 不同

渠道作为同一零售商的客户接触点相互作用和整合

(Fornari 等, 2016[16])。 多渠道零售追求线上渠道和

实体渠道之间的无缝互动 (Hübner 等, 2016[17] )。
多渠道整合是指企业对不同渠道的目标、 设计和调度

的协调程度, 能为企业创造协同效应, 并为消费者带

来特定利益 (Cao 和 Li, 2015[18])。 多渠道整合服务

质量体现了多渠道整合的后果, 是指企业跨渠道提供

无缝体验的能力, 涵盖了渠道服务构造和整合互动两

个方面 (Sousa 和 Voss, 2006[3])。
现有研究主要在单一线上或线下渠道情境中开

展了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的关系研究 ( Sousa 和

Voss, 2012[19]; Priporas 等, 2017[20]; Gong 和 Yi,
2018[21]; 杨一翁等, 2016[22] ), 但在多渠道情境中

同时研究不同渠道服务质量维度影响顾客忠诚的文献

还十分罕见。 在多渠道情境中, 在线服务质量的评价

与备选渠道相关 (Zeithaml 等, 2002[23] ), 服务提供

商的备选渠道构成了顾客评价的参考点 (Montoya-
Weiss 等, 2003[4] )。 基于 Helson (1948) [24] 的适应

水平理论, 人们的预期被过去经历强烈影响。 购买前

对在线渠道使用的预期和态度可能被先前由离线渠道

提供的服务体验影响, 顾客对离线渠道的满意影响其

对 在 线 渠 道 的 态 度 ( Aslanzadeh 和 Keating,
2014[10])。 社会心理学家常使用偏同化机制 ( Lord
等, 1979) [25]去解释态度和信任从一个对象转移到一

个类似的但不相关的对象。 在多渠道情境中, 用户在

线下渠道的体验表现在用户思维中创造了一种预期,
该预期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消费者先前在线下实体店

的体验对线上商店态度起到重要作用, 线下商店态度

向线上商店转移 (Badrinarayanan 等, 2012[26] )。 基

于跨渠道互补与信任转移的观点, 实体渠道服务质量

对电子服务质量的效应有促进作用, 共同推进了线上

顾客忠诚的形成。 此外, 顾客跨渠道一致性体验的设

计、 部署、 协调和评估是零售商相当关心的 (Grewal
等, 2009[27])。 通过渠道整合实现在线与离线运营的

协同丰富了顾客的零售体验, 增强了零售商品牌形

象, 在 两 个 渠 道 中 培 育 了 顾 客 忠 诚 ( Kwon 和

Lennon, 2009[28]), 线上线下渠道整合能提升线上渠

道产出 (Herhausen 等, 2015[29] )。 基于上述理论分

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有积极影响。
H1a: 实体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有积极

影响。
H1b: 电子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有积极

影响。
H1c: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有积极

影响。
(二) 商店形象契合的调节作用

许多研究聚焦消费者对网站特征的评价, 缺乏解

释网站形象和实体店形象一致性如何影响信息处理和

态度形成 (Wang 等, 2009[30] )。 在社会心理学中,
一致性促进和支持个体判断 (Marschark 和 Paivio,
1979[31])。 分销渠道一致性 (相似形象特征) 能巩

固对其他渠道的态度 (Kwon 和 Lennon, 2009[28] )。
根据一致性理论, 消费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由两个

客体形象的一致性程 度 决 定 ( O Cass和 Grace,
2008[32] )。 认知心理学的分类理论认为, 面临新对

象去评价的人尝试着将对象与已存的类别进行匹配。
如果是匹配的, 他们倾向于使用态度转移处理去评价

新对象, 对已存类别的评价转移到新对象上。 如果不

匹配存在, 倾向于使用片段处理去评价新对象。 片段

处理涉及仔细检验和处理新对象自身的特征, 基于它

们的特征做出评价。 离线和在线不一致感知的产生导

致消费者更努力做出片段处理去评价网站并且更少依

赖态度转移处理。 可见, 在线和离线形象一致性越

大, 消费者越使用整体态度转移处理, 越强化先前线

下渠道态度的作用。 随着消费者采纳多渠道购物, 零

售商需要在服务传递渠道中增加一致性的购物体验

(Kwon 和 Lennon, 2009[28] ), 零售商形象一致性对

网站态度有积极影响 (Carlson 和 O Cass, 2011[33] )。
线下实体店和线上商店形象的一致性对线上购买意愿

有积极影响 (Badrinarayanan 等, 2012[26] )。 品牌延

伸理论也表明, 品牌延伸的评价越好, 消费者对延

伸品 牌 的 接 受 度 就 越 大 ( De Ruyter 和 Wetzels,
2000[34] )。 当消费者意识到延伸品牌和原品牌有较

高一致性或相似性, 原品牌的影响力会迁移到延伸品

牌。 在品牌延伸中, 契合度是指延伸产品和原品牌一

致性程度的感知 (Aaker 和 Keller, 1990[35]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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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形象契合度可界定为消费者感知的线上线下商店

形象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程度。 当线下商店形象较好的

零售商向线上延伸时, 如线下线上商店形象的契合度

和一致性较高, 则消费者对线下商店的忠诚也将延伸

至线上商店。 Wang 等 (2009) [30] 的研究也认为, 当

已惠顾零售商实体商店的顾客访问其网店时, 与网

店绩效一致的品牌形象在形成顾客的网店态度上发

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 商店形象契合正向调节了多渠道零售服务

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线下线上商店

形象契合度高时,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

诚意向的影响更积极。
H2a: 商店形象契合正向调节了实体服务质量对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线下线上商店形象的

契合度高时, 实体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

响更积极。
H2b: 商店形象契合正向调节了电子服务质量对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线下线上商店形象的

契合度高时, 电子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

响更积极。
H2c: 商店形象契合正向调节了整合服务质量对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线下线上商店形象的

契合度高时,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

响更积极。
(三) 社会临场感的调节作用

尽管在网络购物中消费者不能看到真实的商店和

商品, 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网络购物能让消费者在虚

拟环境中感受到临场体验 (赵宏霞等, 2015[36])。 社

会临场感是一种 “与他人共在” 的感受 ( Ijsselsteijn
等, 2000[37])。 现有研究支持了社会临场感影响消费

者购买意向 (Nichaya 和 Joseph, 2010[38] ), 但对社

会临场感的调节机制还缺乏深入探讨。 媒介丰富性理

论认为组织沟通渠道拥有一组属性决定了每个渠道支

持密集信息交换和丰富互动的能力, 丰富的信息比贫

乏的信息更能降低信息接受者的不确定性, 多渠道环

境中高媒介丰富性与关系绩效积极相关 (Racherla
等, 2012[39])。 由于缺乏社会线索的虚拟渠道沟通给

顾客带来了大量的不确定和模糊性, 因此创造与用户

心理联结的媒介能力在构建信任和关系中是更有效

的。 作为体现媒介质量的社会临场感影响了人的行

为。 其中, 社会临场感的变化不仅依赖在线用户的心

智因素, 也依赖于企业的服务质量因素 (包括技术

和人的支持等)。 社会临场感通过增加技术的感知

有用性、 使用技术的乐趣、 感知有效性和效率以及

对在线渠道的总体态度来提升对技术使用的感知

(Cyr 等, 2007[8]; Wünderlich 等, 2013[9] )。 基于社

会交换理论, 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在线社会临场感

的回报可以鼓励高人际互动需求的人积极使用在线渠

道。 社会临场感体现了信息丰富程度, 高社会临场感

意味着购物网站信息量更丰富, 从而提高消费者在网

站上的重复购买。 基于信息丰富度理论 ( Daft 和

Lengel, 1986[40]), 在线渠道传达语言和非语言沟通

线索的能力将促进较高水平的人际接触感知以及在

线媒介中的社会临场感。 并且, 社会临场感会加强

渠道之间的作用。 由于晕轮效应, 顾客对离线渠道

的满意感将转移到顾客对在线渠道的心理感知和行

为意图, 并且这种影响被社会临场感增强 (Aslanza-
deh 和 Keating, 2014[10])。 Li 等 (2018) [41]考察了网

络渠道媒体的丰富性如何通过对信息隐私关注和欺骗

的感知影响消费者的网络忠诚度, 并进一步考察了跨

渠道整合是如何调节这种影响的。 结果表明, 网络渠

道媒体的丰富性不仅减轻了消费者信息隐私关注和感

知欺骗, 而且提高了消费者的网络忠诚度。 基于上述

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了多渠道零售服务质

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社会临场感高

时,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更积极。
H3a: 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了实体服务质量对在

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社会临场感高时, 实体

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更积极。
H3b: 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了电子服务质量对在

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社会临场感高时, 电子

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更积极。
H3c: 社会临场感正向调节了整合服务质量对在

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社会临场感高时, 整合

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更积极。
(四) 渠道使用模式的调节作用

渠道使用模式又称为在线渠道聚焦度, 属于顾客

异质性特征因素。 它是指顾客通过在线渠道互动占通

过所有服务传递渠道互动的比重 (Sousa, 2012[6] ),
范围从有限聚焦在线渠道的顾客 (高度依赖传统渠

道) 到在线导向的顾客 (高度依赖在线渠道)。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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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式能区别在线导向的顾客和强烈依赖传统渠道

的顾客。 容忍区域理论 (Zeithaml 等, 1993[42] ) 可

作为一个有用的理论透镜来分析服务质量与顾客忠

诚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 根据容忍区域理论, 不同

顾客细分群体展示不同的容忍区域 ( Nadiri 等,
2009[43])。 容忍区域区分了理想服务水平和适当服务

水平, 顾客可接受区域内的绩效变化, 并且该区域的

绩效增加或减少仅对行为有边际效应, 仅当绩效超出

该范围, 才会有实际影响 ( Johnston, 1995[44] )。 在

多渠道电子服务情境中, 不同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

反应是存在差异的。 尤其是, 质量———忠诚关系被预

期 对 狭 窄 容 忍 区 域 的 顾 客 是 更 强 的 ( Sousa,
2012[6])。 相反, 高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表现出更

宽的容忍区域, 对服务质量感知的变化不那么敏感。
因为相对其他渠道, 高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对在线

渠道有更高的内在偏好。 他们可能考虑其他渠道不是

替代品, 当顾客感知没有替代提供商时, 其容忍区域

更宽 (Boyer 和 Frohlich, 2006[45])。 并且, 高在线渠

道聚焦度顾客由于对在线渠道熟悉的增加会较少卷入

电子服务 (Prud homme 等, 2005[46] )。 容忍区域的

宽度与顾客卷入服务的程度是呈反比例的 (Johnston,
1995[44])。 Prud homme 等 (2005) [46] 发现, 随着个

人对互联网日益熟悉和更加适应, 他们认为技术是理

所当然的并且技术在影响满意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小

的作用。 Iqbal 等 (2003) [47] 认为, 对电子服务越熟

悉越降低顾客对一些与电子服务质量相关的网站属性

的重视。 此外, 在线渠道聚焦度高的顾客拥有更多的

在线体验。 在线体验已被识别为决定在线渠道评价的

调节变量, 拥有高在线体验的顾客将线上线下渠道整

合视为只是现存的在线服务的一个补充 ( Falk 等,
2007[48])。 相反, 拥有较少在线体验的顾客对在线渠

道是不适应的, 线上-线下渠道整合将提供更多价值

(Herhausen 等, 2015[29])。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H4: 渠道使用模式负向调节了多渠道零售服务

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在线渠道聚焦

度高时,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

影响将减弱。
H4a: 渠道使用模式负向调节了实体服务质量对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在线渠道聚焦度高

时, 实体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减弱。
H4b: 渠道使用模式负向调节了电子服务质量

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在线渠道聚焦度

高时, 电子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减弱。
H4c: 渠道使用模式负向调节了整合服务质量

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即当在线渠道聚焦度

高时,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

减弱。
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笔者构建出具体的研

究模型, 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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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变量测量

研究模型中所有潜在变量的测量首先借鉴了

现有文献中的测量研究。 其中, 实体服务质量测

量参考 Parasuraman 等 ( 1988) [49]、 Ganguli 和 Roy
(2013) [50]的研究, 电子服务质量测量参考 Zeithaml
(2002) [23]、 Parasuraman 等 (2005) [15] 的研究, 整合

服务 质 量 测 量 参 考 Seck 和 Philippe ( 2013 ) [51]、
Sousa 和 Voss (2006) [3] 的研究, 商店形象契合测量

参考 Carlson 和 O Cass (2011) [33] 的研究, 社会临场

感测量参考 Hassanein 和 Milena (2007) [52]、 赵宏霞

等 (2015) [36]的研究, 渠道使用模式测量参考 Sousa
(2012) [6]的研究,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测量参考 Badri-
naraynanan 等 (2012) [26] 的研究。 然后, 在专家咨

询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并形成预试问卷, 通过预调查

分析进一步删减和修正题项, 最后编制出的正式调

查量表包括 48 个测量题项。 这些测量均使用李克

特七级量表, 1 代表 “完全同意”, 7 代表 “完全不

同意”。
(二) 数据采集

综合运用拦截式问卷、 留置问卷和 E-mail 问卷

09



　 2020 年第 8 期 ·工商管理·

等多种问卷调查方式, 对具有多渠道购物经验的消费

者开展调查。 首先要求购物者识别具有多渠道零售

模式的传统零售商, 并根据在该零售商的多渠道购

物经历填写问卷。 问卷中的过滤性问题是 “您是否

在某传统零售商的实体店和网店都有购物经历?”
如果有, 要求受调查者提供零售商的具体名称, 并

完成剩余的题项; 若回答 “否”, 则终止调查。 一

共在南昌、 上海、 长沙、 武汉、 济南、 深圳、 重庆、
广州、 杭州、 西安十个全国一线和二线城市发放问卷

2 000 份, 回收问卷 1 868 份。 在 1 868 名受访者中,
有 926 名为多渠道购物者。 有效样本的概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概况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男 420 45. 4%

女 506 54. 6%

18 岁以下 68 7. 3%

18~30 岁 356 38. 5%

31~50 岁 418 45. 1%

51~60 岁 76 8. 2%

60 岁以上 8 0. 9%

大专及以下 327 35. 3%

本科 448 48. 4%

硕士及以上 151 16. 3%

个人

月收入

多渠道

购物年龄

3 000 元以下 86 9. 3%

3 000~5 000 元 246 26. 6%

5 000~8 000 元 243 26. 2%

8 000~15 000 元 238 25. 7%

15 000 元以上 113 12. 2%

1 年以内 324 35. 0%

1~2 年 312 33. 7%

2~3 年 218 23. 5%

3 年以上 72 7. 8%

四、 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

(一) 信度和效度检验

1. 信度分析。
采用 SPSS21. 0 软件进行信度检验。 表 2 显示,

潜变量 Cronbachs α 值位于 0. 716~0. 812 之间, 组合

信度位于 0. 766 ~ 0. 939 之间, 都高于 0. 700。 可见,
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2. 效度分析。
量表题项均是参考现有文献, 并经由专家访谈后

修订完成的, 内容效度较好。 通过 AMOS21. 0 软件所

做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 其中, 每个题项的

标准化载荷大于 0. 6, 且高度显著, 每个潜在变量的

AVE 大于 0. 5。 可见, 量表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4 显示, 各维度 AVE 均方根大于各维度之间

的相关系数。 因此, 量表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表 2 信度分析结果

潜在变量 测项数目 Cronbachs α CR

实体服务质量 10 0. 733 0. 914

电子服务质量 12 0. 764 0. 939

整合服务质量 10 0. 716 0. 916

商店形象契合 4 0. 782 0. 823

社会临场感 5 0. 812 0. 847

渠道使用模式 3 0. 717 0. 766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4 0. 801 0.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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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效度分析结果

潜在变量 测项 标准化载荷 AVE 潜在变量 测项 标准化载荷 AVE

实体服务质量

(PSQ)

电子服务质量

(ESQ)

PSQ1 0. 715∗∗∗

PSQ2 0. 758∗∗∗

PSQ3 0. 695∗∗∗

PSQ4 0. 711∗∗∗

PSQ5 0. 743∗∗∗

PSQ6 0. 791∗∗∗

PSQ7 0. 667∗∗∗

PSQ8 0. 658∗∗∗

PSQ9 0. 697∗∗∗

PSQ10 0. 745∗∗∗

ESQ1 0. 733∗∗∗

ESQ2 0. 777∗∗∗

ESQ3 0. 754∗∗∗

ESQ4 0. 679∗∗∗

ESQ5 0. 762∗∗∗

ESQ6 0. 816∗∗∗

ESQ7 0. 793∗∗∗

ESQ8 0. 748∗∗∗

ESQ9 0. 688∗∗∗

ESQ10 0. 657∗∗∗

ESQ11 0. 796∗∗∗

ESQ12 0. 765∗∗∗

0. 517

0. 561

整合服务质量

(ISQ)

商店形象契合

(SIF)

社会临场感

(SOP)

渠道使用模式

(CUM)

在线顾客

忠诚意向

(OCL)

ISQ1 0. 741∗∗∗

ISQ2 0. 788∗∗∗

ISQ3 0. 737∗∗∗

ISQ4 0. 721∗∗∗

ISQ5 0. 803∗∗∗

ISQ6 0. 815∗∗∗

ISQ7 0. 622∗∗∗

ISQ8 0. 673∗∗∗

ISQ9 0. 719∗∗∗

ISQ10 0. 708∗∗∗

SIF1 0. 655∗∗∗

SIF2 0. 728∗∗∗

SIF3 0. 785∗∗∗

SIF4 0. 763∗∗∗

SOP1 0. 726∗∗∗

SOP2 0. 801∗∗∗

SOP3 0. 653∗∗∗

SOP4 0. 717∗∗∗

SOP5 0. 722∗∗∗

CUM1 0. 653∗∗∗

CUM2 0. 745∗∗∗

CUM3 0. 766∗∗∗

OCL1 0. 815∗∗∗

OCL2 0. 752∗∗∗

OCL3 0. 768∗∗∗

OCL4 0. 723∗∗∗

0. 524

0. 539

0. 526

0. 523

0. 586

　 　 注: ∗∗∗代表 p<0. 001。

表 4 AVE 的均方根与维度间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实体服务质量 0. 719

电子服务质量 0. 348 0. 749

整合服务质量 0. 326 0. 345 0. 724

商店形象契合 0. 297 0. 411 0. 391 0. 734

社会临场感 0. 336 0. 376 0. 386 0. 486 0. 725

渠道使用模式 0. 408 0. 428 0. 437 0. 375 0. 503 0. 723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0. 313 0. 425 0. 372 0. 419 0. 458 0. 558 0. 766

　 　 注: 对角线上的数字是 AVE 的均方根。

(二) 商店形象契合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商店形象契合的调

节效应, 分析结果见表 5。 其中,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在 1. 215~ 2. 012 之间, 表明没有出现多重共

线性问题; DW 值在 2. 013~2. 035 之间, 表明各变量

没有序列相关现象。 模型 2 (M2) 显示, 实体服务

质量、 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 有 显 著 积 极 影 响。 因 此, H1 ( H1a、 H1b、
H1c) 获得验证和支持。 放入控制变量、 自变量、 调

节变 量、 交 互 项 的 层 次 回 归 分 析 显 示, 模 型 4
(M4)、 模型 5 (M5) 和模型 6 (M6) 中的交互项都

显著。 其中, 商店形象契合与实体服务质量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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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显著为正 (β = 0. 112, p<0. 05), 电子服务质量

和商店形象契合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β = 0. 176,
p<0. 01), 整合服务质量和商店形象契合的交互项显

著为正 (β= 0. 223, p<0. 01)。 可见, 商店形象契合

分别对实体服务质量、 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

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得到支持。
因此, H2a、 H2b 和 H2c 得到支持。 可见, H2 得到

完全支持。
为直观反映商店形象契合的调节效应, 本文又进

一步描绘出相应的调节效应图 (见图 2、 图 3、 图 4)。

表 5 商店形象契合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解释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性别 -0. 003 0. 016 0. 015 0. 016 0. 015 0. 014

年龄 0. 021 1. 118∗ 1. 118∗ 1. 118∗ 1. 120∗ 1. 117∗

受教育程度 0. 038 -0. 006 -0. 007 -0. 008 -0. 008 -0. 007

收入 0. 112∗ -0. 025 -0. 026 -0. 026 -0. 025 -0. 024

多渠道购物年龄 -0. 027 1. 346∗ 1. 345∗ 1. 345∗ 1. 346∗ 1. 345∗

自变量

实体服务质量 0. 117∗ 0. 118∗ 0. 119∗ 0. 119∗ 0. 117∗

电子服务质量 0. 434∗∗∗ 0. 433∗∗∗ 0. 433∗∗∗ 0. 431∗∗∗ 0. 434∗∗∗

整合服务质量 0. 272∗∗ 0. 272∗∗ 0. 271∗∗ 0. 269∗∗ 0. 270∗∗

调节变量 商店形象契合 0. 052 0. 051 0. 053 0. 054

交互项

实体服务质量×商店形象契合 0. 112∗

电子服务质量×商店形象契合 0. 176∗∗

整合服务质量×商店形象契合 0. 223∗∗

R2 　 0. 013 0. 586 0. 587 0. 587 0. 588 0. 588

F 3. 177 108. 360 149. 280 132. 740 133. 160 133. 540

VIF 1. 215 1. 581 1. 872 1. 818 1. 902 2. 012

Durbin-Watson — — — 2. 013 2. 035 2. 028

　 　 注: ∗代表 p<0. 05; ∗∗代表 p<0. 01; ∗∗∗代表 p<0. 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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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商店形象契合对实体服务

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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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商店形象契合对电子服务

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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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商店形象契合对整合服务

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

意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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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临场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社会临场感的调节效

应, 分析结果见表 6。 其中, 方差膨胀因子 (VIF)
位于 1. 215 ~ 2. 126 之间, 表明没有出现多重共线性

问题; DW 值在 2. 105~2. 183 之间, 表明各变量没有

序列相关现象。 放入控制变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交互项的层次回归分析显示, 模型 9 (M9) 和模型

10 (M10) 中的交互项显著。 其中, 电子服务质量和

社会临场感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 β = 0. 383, p<

0. 001), 社会临场感和整合服务质量的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 (β= 0. 137, p<0. 05)。 因此, 社会临场感

对实体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调节作用没得

到支持, 但社会临场感对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

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得到支持。
可见, H3b 和 H3c 得到支持, H3a 没得到支持。 因

此, H3 得到部分支持。
为直观反映社会临场感的调节效应, 又进一步描

绘出调节效应图 (见图 5、 图 6)。

表 6 社会临场感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解释变量 M1 M2 M7 M8 M9 M10

控制变量

性别 -0. 003 0. 016 0. 016 0. 013 0. 014 0. 014

年龄 0. 021 1. 118∗ 1. 117∗ 1. 097∗ 1. 099∗ 1. 117∗

受教育程度 0. 038 -0. 006 -0. 006 -0. 005 -0. 006 -0. 007

收入 0. 112∗ -0. 025 -0. 025 -0. 031 -0. 030 -0. 024

多渠道购物年龄 -0. 027 1. 346∗ 1. 347∗ 1. 335∗ 1. 342∗ 1. 345∗

自变量

实体服务质量 0. 117∗ 0. 115∗ 0. 122∗ 0. 118∗ 0. 117∗

电子服务质量 0. 434∗∗∗ 0. 431∗∗∗ 0. 441∗∗∗ 0. 433∗∗∗ 0. 434∗∗∗

整合服务质量 0. 272∗∗ 0. 275∗∗ 0. 282∗∗ 0. 273∗∗ 0. 270∗∗

调节变量 社会临场感 0. 028 0. 036 0. 033 0. 054

交互项

实体服务质量×社会临场感 0. 053

电子服务质量×社会临场感 0. 383∗∗∗

整合服务质量×社会临场感 0. 137∗

R2 0. 013 0. 586 0. 591 0. 591 0. 592 0. 592

F 3. 177 108. 360 145. 380 128. 260 130. 050 130. 360

VIF 1. 215 1. 581 1. 956 1. 882 2. 074 2. 126

Durbin-Watson — — — 2. 105 2. 151 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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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社会临场感对电子服务质量与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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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社会临场感对整合服务质量与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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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渠道使用模式的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渠道使用模式的调节效

应, 分析结果见表 7。 其中, 方差膨胀因子 (VIF)
位于 1. 215 ~ 1. 994 之间, 表明没有出现多重共线性

问题; DW 值在 2. 056~2. 212 之间, 表明各变量没有

序列相关现象。 放入控制变量、 自变量、 调节变量、
交互项的层次回归分析显示, 只有模型 13 (M13)
中的交互项显著, 即电子服务质量和渠道使用模式的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β = -0. 197, p<0. 01)。 可见,
渠道使用模式对电子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

负向调节作用得到支持, 但对实体服务质量、 整合服

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调节作用没得到支持。
因此, H4b 得到支持, H4a、 H4c 没得到支持。 可

见, H4 得到部分支持。
为直观反映渠道使用模式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描

绘出调节效应图 (见图 7)。

表 7 渠道使用模式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因变量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解释变量 M1 M2 M11 M12 M13 M14

控制变量

性别 -0. 003 0. 016 0. 016 0. 017 0. 017 0. 018

年龄 0. 021 1. 118∗ 1. 118∗ 1. 112∗ 1. 115∗ 1. 116∗

受教育程度 0. 038 -0. 006 -0. 007 -0. 006 -0. 008 -0. 006

收入 0. 112∗ -0. 025 -0. 026 -0. 028 -0. 031 -0. 028

多渠道购物年龄 -0. 027 1. 346∗ 1. 346∗ 1. 341∗ 1. 339∗ 1. 344∗

自变量

实体服务质量 0. 117∗ 0. 117∗ 0. 121∗ 0. 122∗ 0. 115∗

电子服务质量 0. 434∗∗∗ 0. 435∗∗∗ 0. 438∗∗∗ 0. 436∗∗∗ 0. 439∗∗∗

整合服务质量 0. 272∗∗ 0. 273∗∗ 0. 277∗∗ 0. 278∗∗ 0. 275∗∗

调节变量 渠道使用模式 0. 028 0. 031 0. 035 0. 033

交互项

实体服务质量×渠道使用模式 -0. 018

电子服务质量×渠道使用模式 -0. 197∗∗

整合服务质量×渠道使用模式 0. 062

R2 0. 013 0. 586 0. 601 0. 601 0. 603 0. 603

F 3. 177 108. 360 152. 250 135. 630 137. 380 137. 710

VIF 1. 215 1. 581 1. 807 1. 836 1. 872 1. 994

Durbin-Watson — — — 2. 056 2. 193 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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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渠道使用模式对电子服务质量与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调节效应

五、 研究结论和展望

(一) 研究结论

随着多渠道零售经营模式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如何科学应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成为零售商日益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 本研究基于心理学和营销学的相关

理论, 从渠道异质性特征和顾客异质性特征角度实

证分析了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的影响机制及其调节效应, 获得以下重要的研究

结论。
第一,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不同维度对在线顾客

忠诚意向均有积极影响作用。 现有研究主要在单渠道

情境中分析服务质量与顾客忠诚的关系, 本文则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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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情境中对不同类型服务质量共同影响在线顾客忠

诚意向的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表明, 不仅电子

服务质量积极影响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而且实体服务

质量和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也有积极影

响。 可见, 线上线下服务质量之间能产生互补效应,
实现了跨渠道信任转移, 顾客对实体服务质量的积极

感知能影响到线上顾客态度和行为, 并且多渠道服务

质量之间的协同和整合是传统零售商线上延伸成功的

关键。
第二, 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

的关系受到商店形象契合和社会临场感的促进作用。
研究发现, 商店形象契合、 社会临场感对电子服务质

量、 整合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有显著正向调

节作用, 并且商店形象契合对实体服务质量与在线顾

客忠诚意向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 商店形象契

合和社会临场感等渠道异质性特征因素对不同类型服

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积极促进作用具有一定

差异性。 当线上线下商店形象一致时, 消费者倾向于

使用整体态度转移处理心理机制来强化实体服务质

量、 电子服务质量、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

向的作用。 因此, 服务质量管理和消费者行为反应还

取决于跨渠道的形象一致性程度。 当感知到跨渠道的

商店形象一致性较高时, 所有服务质量类型对在线顾

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更积极。 然而, 相比线下渠道, 社

会临场感更能促进多渠道零售情境中电子服务质量和

整合服务质量的影响效果。 电子服务质量和整合服务

质量提升了网站的互动性和生动性, 有利于营造温馨

的社会临场感, 使消费者有一种 “身临其境” 的感

觉, 这能缩短消费者和网店的心理距离, 并激发顾客

的线上行为意愿。
第三, 电子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关系

受到渠道使用模式的抑制作用。 渠道使用模式体现为

顾客的在线渠道聚焦度, 属于顾客异质性特征因素。
研究表明, 渠道使用模式对不同类型服务质量与在线

顾客忠诚意向的抑制作用也具有差异性。 实体服务质

量、 整合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关系并

未受到渠道使用模式的调节, 只有电子服务质量与

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关系才受到渠道使用模式的负

向调节和抑制。 相比低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 高

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表现出更宽的容忍区域, 对

服务质量感知的变化不那么敏感, 从而降低了在线

顾客忠诚意向。 该研究结论从负向影响或抑制角度

进一步扩宽了多渠道服务质量影响顾客线上行为意

愿的边界条件和理论机制, 为零售企业在不同条件

下整合和优化多渠道服务质量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向。
(二) 管理启示

第一, 多渠道零售商应促进不同类型服务质量的

均衡发展和整体提升。 首先, 在线上渠道强化电子服

务质量建设, 包括精心设计网站界面, 优化购物导

航, 提高网站信息质量, 禁售假冒伪劣商品, 保障隐

私和交易安全, 坚守诚信经营, 确保货物与网站描述

一致, 快速准确处理退换货需求等, 从而不断优化线

上商店的服务运营和服务质量管理。 其次, 在线下渠

道提升实体服务质量水平, 包括在实体店营造良好的

服务设施和氛围, 丰富商品和服务组合, 保证价格公

平和促销诚信, 提升员工服务态度和技能, 优化服务

补救程序, 营造让消费者放心的购物氛围以及舒适的

零售体验。 再次, 应加强线上线下渠道之间的整合服

务质量管理, 利用和发挥跨渠道协同效应。 多渠道零

售商应该在线上线下渠道之间进行相互宣传以及品牌

推广, 有效整合线上线下商店的产品和价格信息, 支

持线下渠道为线上渠道销售提供取货、 退换货和商品

维修服务; 不断优化消费者线上查询线下购买或线下

体验线上购买的购物方式, 满足消费者的 “展厅”
和 “反展厅” 购物体验。

第二, 多渠道零售商应加强线上线下商店形象

的契合度和一致性, 并以此促进服务质量管理效

果。 线上线下商店形象的一致性支持消费者的个人

判断以及产生积极的服务质量感知。 因此, 多渠道

零售商应对同种商品在线上线下商店制定统一的价

格, 避免线上线下价格差异导致消费者对不同渠道

的认知冲突。 “线上线下价格相同” 的定价策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消费者的渠道切换, 但也可能会

牺牲多渠道零售商的利润。 在保持商品价格一致性

的前提下, 应配合实现价格匹配和产品差异化策

略, 从而提高零售商的整体利润。 并且, 应注重对

线上商店的商品进行合理分类和明确标识, 便于消

费者对不同的商品进行比较, 提供灵活的付款形

式, 营造与实体店相一致的便利形象。 网上商店积

极引入消费者熟知的实体店商品, 维持商品的种

类、 品牌和质量在线上线下的一致性, 以商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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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来推动消费者信任由线下商店转移到线上商

店, 从而增加在线顾客忠诚。
第三, 多渠道零售商应积极提升在线渠道的社会

临场感, 并以此促进多渠道消费者的在线虚拟体验。
这要求零售商在网站设计和营销策略上着力构建在线

购物中的社会临场感产生机制, 从而推动线上服务质

量以及整合服务质量的效果。 在多渠道零售营销中,
零售网站应提升人机沟通与人际沟通的质量, 强化对

多渠道消费者的在线引导和反馈。 将在线临场感的激

活作为网站管理的重要目标, 加强线上客服培训, 完

善客服人员和消费者的沟通机制, 引导消费者积极参

与网站虚拟社区的互动。 网站客户人员应及时详细地

解答消费者的各种购买建议和售后服务问题, 让消费

者获得更好的在线服务以及交流体验, 更轻松地浏览

网店和在线购物。 同时, 网站设计应力求简单易用,
追求个性化和趣味性, 建设精美的购物网站主页和简

单便捷的网站导航, 在网上运用 3D 产品展示技术、
交互式多媒体工具, 提升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商品触摸

感, 创造美好的虚拟购物体验, 让消费者轻松愉快地

沉浸于网购之中。
第四, 多渠道零售商应基于渠道使用模式设计零

售战略和推进全渠道营销, 并以此促进顾客的全渠道

购物行为。 为了规避渠道使用模式对电子服务质量与

在线顾客忠诚的负向调节作用, 多渠道零售商应重视

细分市场选择, 提升全渠道购物体验的吸引力。 通过

多渠道零售后台 IT 系统低成本自动描述顾客的在线

渠道聚焦度, 使得在线渠道聚焦度作为多渠道零售服

务中一个有用的顾客细分变量, 将消费群体分为高、

低在线渠道聚焦度的细分市场, 对不同在线渠道聚焦

度的顾客细分市场采取全渠道营销策略。 其中, 对高

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应重视线下零售营销, 对低在

线渠道聚焦度的顾客应采取额外的保留机制补充电子

服务质量投资, 例如建立电子社区或创造转换障碍

等。 通过实施全渠道营销, 将高在线渠道聚焦度的顾

客注意力由线上转移到线下, 适当降低顾客在线渠道

聚焦度和敏感性, 促进顾客全渠道购物行为, 从而推

动在线顾客忠诚。
(三) 研究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中国零售情境中实证分析了多渠道

零售服务质量对在线顾客忠诚意向的影响机制, 但仍

存在一些局限, 需要在未来继续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

研究: 一是本研究将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分为实体服

务质量、 电子服务质量和整合服务质量三个维度, 随

着全渠道零售的发展, 未来研究有必要对该维度体系

进一步探索和细分, 并分析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对在线顾客忠诚的影响。 二是本研究主要以线下向线

上延伸的传统零售商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纯电子商务

公司向线下延伸的多渠道零售业态发展趋势, 未来有

必要以线上向线下延伸的零售商为研究对象分析多渠

道零售服务质量对线下顾客忠诚的影响机制。 三是本

研究主要分析了商店形象契合、 社会临场感和渠道使

用模式等渠道特征和顾客特征因素的调节效应, 未来

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和扩展调节变量的类型, 从技术不

确定性、 环境动态性、 制度压力、 全渠道强度等环境

特征因素层面分析多渠道零售服务质量与在线顾客忠

诚之间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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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 “做大” 城市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吗?
吸血、 扶贫还是共赢

Is Administrative Expansion of Cities Conducive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lood Suc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or Win-win Cooperation

肖　 挺
XIAO Ting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诸多省份出现了倾一省之力做大城市的现象, 这种行为带有强烈的政策导
向。 本文以 2011 年安徽省巢湖市行政拆分的案例作为自然实验的对象, 通过合成控制法分析行政性
做大合肥、 芜湖以及马鞍山后区域经济增长的状况。 研究指出, “三分巢湖” 使得合肥与芜湖的经济
发展取得了更好的进步, 其中合肥市获得了高于预期 2. 43 个百分点的增速红利, 城市规模的扩张也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的竞争力, 但马鞍山整体上没有获得如预期的增速。 合成控制法还指出周边如
安庆等城市并未因合芜马城市圈的扩张而丧失竞争力, 同样获得了更快的增速。 被瓜分的巢湖大部分
区域在拆分后增速甚至高于其新的依附城市。 行政区划的优化有助于实现大小城市之间帕累托改进式
的共赢, 吸血论以及扶贫论均没有得到支持。 本文从地缘以及政治角度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解析, 但
研究仍指出行政区划的调整需谨慎考虑中小城市可能出现的被 “虹吸” 现象。

[关键词] 合成控制法　 “三分巢湖” 　 行政区划调整　 帕累托改进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549 (2020) 08-0100-1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our country made all efforts of the
whole province to form a big city, which is strongly policy orientate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Chaohu, Anhui Province in 2011 as the object of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nalyzes
the stat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administrative expansion of Hefei, Wuhu, and Maanshan
through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 three divisions of Chaohu” has made
better progres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fei and Wuhu. Among them, Hefei has achieved a growth in
dividends of 2. 43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expected,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itys scale has also
increased the citys competitiveness, while Maanshan did not achieve the expected growth rate as a
whole.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we also pointed out that surrounding cities like Anqing did not lose
its competitiveness due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metroplitan region of Hefei, Wuhu, and Maanshan, and even
achieved faster growth. After being divided, most of the Chaohu area even grew faster than Chaohus new
dependent cities. The optimiz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good for achieving a Pareto-based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cities, and neither the theory of vampires nor the the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From the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We still point out that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the phenomenon of “siphoning” that may occur
in small and medium cities.

Key words: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ree division of Chaohu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Pareto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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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来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强省会”
的举措动向显得异常明显。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

入, 省会及中心城市凭借着行政优势扩大自身的影响

力, 打造大省会以形成更强的集聚效应, 这种倾一省

之力打造中心城市的现象屡见不鲜, 省份资源大量向

中心城市集中。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 中心

城市所拥有的各种优势逐步凸显, 其发展也较其他城

市更为快速, 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也日益扩大, 比

较典型的是国内几个倾力打造的省会城市。 如 2017
年武汉市的 GDP 在湖北省占比几乎达到了 2 / 5, 但

武汉市人口只占湖北省的 17%, 原本分布在湖北省

地级市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也在近年来逐步向武汉转

移①, 使得省城在省内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得

到提升。 同样时段内, 成都的 GDP 占比也从 32. 8%
提升至 37. 5%, 贵阳从 24. 4%提升至 29. 3%, 合肥

由 22%提升至 25. 9%, 这些中心城市在近年明显跑

赢了其他城市。
城市的规模正在越来越大,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规律。 产业转移改变了城市竞争的格局, 各省份为了

进行资源的争夺, 致力于做强中心城市, 譬如近年来

有 20 多座城市明确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 城

市壮大的原因有两种: 其一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走经济主导的道路, 资源整合先于行政整合, 依靠地

理优势优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对周边其他地区存在资源

吸附的现象。 而通过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 依靠城

市固有的吸引力形成资源在经济高地堆积的现象, 这

种方式的过程相对比较漫长。 地理上相近的城市间逐

步在管理体制、 交通体制以及公共管理上实现同城

化, 直至完全融合。 譬如我国珠三角城市群 (最典

型的是广佛一体化) 以及美国东海岸城市群等案例。
其二是通过外在干预手段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 行政

整合先于资源整合, 表现为通过城市行政区划的调

整, 蚕食周边城市的土地资源, 这种方式简单粗暴,
立竿见影。 这也同样为省会及中心城市的先行提供了

机会, 而且这种政策干预屡屡发生, 如合肥参与拆分

巢湖, 成都代管简阳, 西安代管西咸新区, 济南吞并

莱芜等。 此种通过行政方式扩张中心城市辖区的方式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种资源整合的难度相对于前一

种更大。 中国的中心城市可以仰仗政治和政策主导来

“抢地盘” 以获得更多的人口与产业腹地, 但如果不

能实现超越产业合作和一体化, 这种城市发展模式的

上限存在不足。
人们常说一切政治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两者通常

具有强烈的内在联系, 合理的政治区划是地区经济健

康发展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也

在不断地进行着行政区划的调整优化, 这种调整目标

逐渐从初期国家安全保障以及地方利益的权衡转向以

促进民生幸福感以及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

(张德江, 1991[1]; 王贤彬和聂海峰, 2010[2])②。 既

然行政区划的变革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那么对

此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为重要的课题。 纵观近几十年,
国内外诸多自然实验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 东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及行政体制上存在差

异, 国外有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研究并不多, 且早

期的研究多偏向于理论上的探索。 行政区划调整带

来的经济影响巨大, 美欧等国一般只会出于对生态

环境或疫病的控制等原因才考虑进行区划的变革

(Wagenaar, 2004[3] )。 Spolaore 等 (2000) [4] 的研究

认为国家的面积与规模决定一国市场深度, 但也会因

此增加内部民族观念的冲突与矛盾, 所以行政区划的

改变势必带来双面的影响。 近年来的研究较多地关注

近 20 年来欧洲民族国家独立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
如 Abadie 和 Gardeazabal (2003) [5]分析了西班牙巴斯

克地区恐怖活动对该地区经济的影响。 Redding 和

Sturm (2008) [6]则以东西德的分裂与重新统一为例

阐述了市场准入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笔者浏

览文献时发现在领域内 “两德统一” 问题确是最受

国外研究追捧的关注热点,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统一

对西德的经济发展不利, 且东德也并未从中获益良

多, 总体上未出现帕累托的改进 (Canova 和 Ravn,
2000[7]; Meinhardt 等, 1995[8])③。

承前所述, 在我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对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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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譬如原本位于湖北十堰市的中国二汽集团于 2003 年将总部迁至武汉。
比较典型的几个案例是 1955 年江苏与安徽两省进行的盱眙、 泗洪、 萧县以及砀山四县管辖权的交换, 当时主要出于水力与矿产资源保障的

考虑。 同一时期江苏与浙江进行的太湖以及嵊泗列岛的行政管辖权整合, 这种整合有经济上的原因, 但实质上在当时更多是为了明确开发权

限以消除省区间的人文冲突。 还有早在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将有着 “四川门户” 之称的汉中划归了与该地隔着秦岭的陕西, 这也更多是为了加

强对四川的控制而非经济发展的目的, 故元朝之后四川脱离中原政权独立的频度大大降低。
当然, 在笔者看来, 尽管有部分实证结果的论证, 但事实上西方研究可能有迎合政客主张之嫌。 出于政治的需要, 欧美国家普遍对于国家民

族分化抱有热情, 但对于双方或多方国家民族的统一或合并则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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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效应要更为强烈的情况下, 政府成为主导城市化

及经济发展的推手, 刘君德和王德忠 (1996) [9] 将这

一现象称为 “行政区” 效应。 国内学者试图从实证

的角度就行政区划调整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针对

性的探索。 学者们关注的视角主要可以归结在以下几

个主要领域内: 其一是通过案例研究论证区划调整对

于经济发展态势的作用影响。 陈钊 (2006) [10]以四川

为案例分析了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于经济发展的影

响。 渠涛等 (2009) [11] 则论证了在 1990-2005 年期

间行政区划变革对于城市发展变化造成的影响。 王贤

彬和聂海峰 (2010) [2] 以 1997 年重庆直辖事件为例

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于相关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

究指出这次重要的行政直辖带来的经济红利主要体现

在重庆地区, 但并没有对四川的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 高玲玲和孙海鸣 (2015) [12]则利用倍差法对

1992—2012 期间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指出行政区域调整对

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复杂的, 会因时因地而异。
其二是将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作用的归宿落位在一些具

体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中。 陈忠祥和李莉 (2005) [13]论

证了宁夏 2003 年时期发生的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当地

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作用的变化。
白小虎 (2008) [14] 通过分析杭州近 30 年来行政区划

带来的产业空间整合问题, 指出行政区划调整可能会

对产业的空间调整以及产业升级造成影响。 张尔升

(2012) [15]通过差分法和准实验法从纵横两个维度估

计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缩小区域差距的影响。 金中坤

和徐伟 (2015) [16] 论证了苏州与常州 21 世纪初行政

区划调整对于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陈刚和李潇

(2017) [17]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于重庆劳动生产率

的影响。 王丰龙和张传勇 (2017) [18]则将研究视角投

向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城市房价的影响, 研究指出行政

区划对于特大城市以及一般地级市房价的影响存在差

异。 陈妤凡和王开泳 (2018) [19]通过杭州市的案例论

证了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机理。 其三则是

探索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模式与改革方向。 王健等

(2004) [20]强调要从传统的行政区划思路中跳出来,
强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模式的转化。 周伟林等

(2007) [21]以 “长三角” 地区直辖及地级市的行政区

划为案例, 论证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动因及

主导力量。 陈田等 (2018) [22]则测算了设立重庆直辖

市前后的政区位势, 探析行政区划变革影响政区位势

变化的相关机制。
上述国内外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

归属为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 (Tarrow, 2010[23] )。 在

该领域的研究之中, 强调在定量与定性之间建立桥梁

的必要性已形成了共识。 尤其在发展定量研究的过程

中, 诸多学者强调补充和促进比较研究的定性分析,
仔细选择样本进行精细化的比较, 以减少观察性研究

中的偏差 (Gerring, 2007[24]; Lieberman, 2005[25] )。
在比较研究中, 定量推断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数据的小

样本特征, 而是缺乏明确的机制来决定如何选择比较

单元, 而 Abadie 与 Gardeazabal (2003) [5]提出的合成

控制法 (SCM) 则为在比较案例研究中精确提供定

量推断开启了大门。 相比基于回归的比较案例研究,
合成控制法具有突出的优势, 使用对照组个体群加权

平均作为比较分析的手段解决了传统线性估计中依赖

模型外推的问题。 合成控制法明确了各比较单元对反

事实合成单元的贡献值, 允许研究人员使用定性与定

量结合的技术模拟对照组和被合成单元之间的相似性

和差异性。 据此,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对 2011 年安

徽省 “三分巢湖” 的案例进行研究, 分析该事件过

程中合芜马等城市规模做大对城市社会经济层面造成

的影响, 研究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将政策所涉及的

单元与其他单元进行比较论证, 通过拟合的手段构造

出假设被政策干预的单元在未受到干预情况下出现的

虚拟状态, 这种 “反事实” 状态与真实状态下的

“缺口” 即为由政策干预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存在大

量对于 “大城市吸血” 问题的讨论, 点赞与抹黑者

俱有之①, 但的确存在一些省会等大城市借助行政力

量将省内其他城市的重头企业或上市公司搬到省会,
人为做大 GDP。 因此, 即使在巢湖的行政区划调整

过去多年后, 这种争议与讨论仍在继续。 实际上,
“三分巢湖” 新增四分之一的新合肥人口却仅仅为合

肥的 GDP 贡献了几个百分点而已②, 新增区域的人

均 GDP 更是不到合肥一些市区的十分之一, 而且根

据数据统计, “三分巢湖” 之后 2010—2017 年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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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团队浏览了大量网络论坛贴吧的当地版块, 也看到了诸多网友对于此事前因后果的观点和看法。 这次行政区域由于调整

力度过大, 调整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由此受益的程度存在差异, 的确引发了长时期内大量的争议和讨论。 在对这些观点有所取舍和筛选的基

础上, 也获得了对论文写作有助的大量信息资源。
根据本文统计, 2017 年居巢区与庐江县在新合肥 GDP 中的总占比为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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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地区内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县就是划归合肥的庐江

县①, 而原巢湖地区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无为县在这

次调整中划给了芜湖市, 所以从上述信号来看, 难以

得出这次 “三分巢湖” 之举有 “省会吸血” 之嫌,
但做大地级市完成更大的经济战略则是题中应有之

意。 本文试图通过对比行政干预前后利益相关城市的

经济发展状况来对中心城市吸血问题进行探析。 前文

所提及的合成控制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倍差法

(DID) 的一些技术缺陷, 可以将实验组的特殊性予

以考虑, 利用其他城市来合成合肥市, 构造 “反事

实” 的参照组, 真实的合肥经济社会指标与合成合

肥对应指标之间的差额就是行政区划调整所产生的影

响。 基于 2003 年至 2017 年样本城市的年度平衡面板

数据, 在控制诸多自然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 分

析 “三分巢湖” 对于城市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并

通过稳健性检验进行验证。

二、 机理分析

巢湖在 1999 年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动区、 县改市

的背景下仓促完成了地级市 “挂牌”。 自 2002 年安

徽两会代表首次上交撤销巢湖市的提案, 之后每年都

有类似提议。 直至 2011 年 7 月, 国务院向安徽省下

发名为 《国务院关于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

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 文件, 同年 8 月 22 日,
安徽省宣布正式撤销巢湖地级市的建制, 降级为县级

市, 在很多人看来, 该举措是一次 “纠错” 的行为。
从图 1 可以看到, 巢湖的辖区面积比合芜马三座城市

中任何一个都大, 但其经济发展在分拆前的安徽省内

只停留在二线水平, 该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居巢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四个县相差无几, 并没有什么优

势, 这就产生了 “小牛拉大车” 的问题。 区域中心

对周边几个县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辐射与带动作用,
彼此也缺乏沟通互动, 几个县 (甚至是居巢区) 居

民的消费、 教育、 医疗等活动却都依托于周边相邻的

大城市而不是巢湖主城区②, 这也是其被瓜分的内在

原因。 该市原有 1 万平方公里的辖区一分为三, 其中

原巢湖市的居巢区以及庐江县划归合肥市, 无为县以

及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市, 含山县与和县 (除沈

巷镇外) 大部分划归马鞍山市。 这次大规模的行政

区划调整是国内罕见的撤销省辖市事件, 也是自

1997 年重庆直辖后我国较具影响力及代表性的一次

大调整, 巢湖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被

撤销的地级市, 其力度之大令人瞩目。 如果从复杂程

度而言, 甚至可能超过了四川与重庆那一次的调整。
根据图 1 可以看到合肥由此获得了更大的经济纵深,
有人戏称合肥这下真的 “肥” 了, 其辖区面积由 0. 7
万平方公里增至超过 1. 1 万平方公里, 一跃成为国内

最大的城市之一。 此举主要目的莫衷一是。 从合肥的

角度出发, 其主旨可以理解为为了重振省会城市, 承

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发展战略, 做大合肥经济圈。 我

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流域也由此划归了合肥, 有利于

改造合肥的生态环境, 使得其成为区域性特大城市。
在地理上, 由于三分巢湖前安徽省直接对接长三角的

城市只有芜湖和马鞍山, 合肥无法通过繁荣的长三角

带动自身的发展, 而且芜湖与马鞍山都在长江南岸,
经济上无法辐射到江北的合肥, 而行政区划调整后,
马鞍山与芜湖都获得了江北的土地, 因此可以有效实

现对江北合肥的产业辐射。 安徽省政府期望这种三城

之间的无缝对接实现马鞍山与芜湖将长三角的产业转

移传递给江北的省会合肥。 这种寄望于行政区划调整

实现产业辐射的一个明显的依据是对于原和县沈巷镇

的处理: 沈巷镇被特意摘出来划给了芜湖。 沈巷镇位

于芜湖长江大桥的北岸, 是安徽省江北集中区的起步

区, 也是芜湖去往合肥的必经之地 (见图 1)。 安徽

省将沈巷镇划给芜湖市的鸠江区, 有助于芜湖港口的

大规模建设, 释放的明显信号就是芜湖下一步的路线

就是向北发展与省城合肥形成安徽省新的经济 “轴
线”。 启动 “合芜马” 战略, 做大三市来抵御南京、
杭州与上海等市对安徽的虹吸作用。

图 1　 2011 年 “三分巢湖” 时行政区划变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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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而言, 这七年中, 庐江县的 GDP 增幅为 242. 4%, 划归马鞍山的和县与含山县分别为 138. 7%与 191%, 划归芜湖的无为县为 133%。
除了后文提及的含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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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受到经济、 政治、 社会以及人文发展状

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当前各省市区的行政区划设

定与调整, 其主要目的是以经济发展为主旨, 而区划

的调整自然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突出的影响。 我国目前

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包括对原有行政区域的拆分、 合

并原有不同行政区域、 升级原有行政区域的行政级别

(县改市) 以及原有县改区等操作。 一般认为, 行政

规划调整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壮大中心城市的经济核心功能。 中心城

市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在于经济体系中的

“领头羊” 作用, 发展及吸附周边资源的同时又产

生溢出效应, 并成为周边区域内创新的示范。 通过

行政性的区划整合, 扩大城区纵深, 可以培育出新

的中心城市, 极化集聚的力量使得中心城市的扩散

辐射作用得到加强, 带动新设城市内区域经济的飞

速发展。
第二, 优化生产效率的配置。 地方政府之间存在

资源的竞争, 行政区域林立会影响到区域内资源的流

动, 而合并行政区划实质上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打破现

有的区域壁垒, 有利于经济要素的流动, 优化资源的

配置。 事实上, 除了人才、 资金与技术等要素之外,
土地也同样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 发展空间

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

度, 土地供给不足会成为掣肘。 因此通过合并行政区

划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分巢湖” 事实上为

合芜马三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要求, 譬如面

积最小的马鞍山所得的巢湖土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原有

的辖区空间。
第三, 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地级政府之

间一直存在财政领域的 “政绩锦标赛” 现象 (谭之

博等, 2015[26]), 行政性区划调整也意味着税权结构

的变革, 地方政府籍此做大财权。 从规模收益的角度

讲, 更大的行政区域, 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地方政府

可以更有效地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创造地

方政府之间的比较优势, 实现地方与政府间的竞争。
区划的调整可以更好做大地方政府财权, 调动其积极

性, 更好地发展地方的经济。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三分巢湖” 事件发生于 2011 年 8 月, 本文将

这次调整视作一项自然实验, 纳入合肥、 芜湖以及马

鞍山三座城市的数据样本作为研究中的处理组。 根据

三市在 2011 年后经济发展的变化, 分析出行政区划

调整对于几个相关利益方的影响。 安徽位于华东, 但

同时也可以算作中部地区省份, 考虑到经济发展、 社

会民生等指标上的接近程度, 选择我国东中部地区部

分地级市作为控制组 (control group), 对于处理组与

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比较, 传统的思路是通过倍差法来

加以处理, 但倍差法的使用有一个技术上的前提, 即

要求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划分标准与研究的落脚点

(即估计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 无关。 但近年来进行

过试图或有意愿扩大行政辖区的大部分城市都是区域

内的中心城市, 难以与经济发展水平割裂关联性,
地区间的系统性差别无法被完全排除掉, 因此 DID
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估计偏误的问题。 而合成控

制法可以较为理想地解决上述问题, 该方法由

Abadie 和 Gardeazabal (2003) [5]提出, 是一种非参数

的方法, 近年来广泛运用于经济增长 (王贤彬和聂

海峰, 2010[2] )、 房 产 调 控 ( 刘 甲 炎 和 范 子 英,
2013[27])、 通货膨胀 (苏治等, 2015[28] )、 商贸活动

(黄先明和肖挺, 2018[29] ), 甚至是政策控烟效果

(Abadie 等, 2010[30] ) 等诸多领域。 合成控制法技

术的基本思想已经较为成熟, 此处仅简要叙述其基本

分析过程: 以未发生干预的地区为参照, 根据这些地

区与被干预地区在干预发生前指标数据结构特点的相

似度赋予相应的权重, 从而构造出反事实状态。 其优

点在于扩充了倍差法的适用面, 回避了主观判断所导

致的内生性。 反事实状态要求控制组各自贡献独立的

权重, 从而进行加权平均。 为避免出现过分外推, 所

有对比地区的权重均为正数且诸权重之和为 1 (Tem-
ple, 1999[31])。 由于合成控制法近年来已运用得较

为广泛, 考虑到篇幅问题, 具体的方法推导可参考前

文中所提及的主要文献。
三分巢湖是我国近年来较为重要且影响力较大的

一次行政区划调整事件, 在 2011 年区划调整的当年,
合肥的人均 GDP 约为巢湖的三倍。 这种收入上的差

距有来自于省级政府多年来对省城建设在资源与政策

倾斜方面的原因, 在省城吸引力作用下形成的虹吸效

应导致周边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的 “洼地” 现象。
事实上, 临近合肥的巢湖、 六安的人均 GDP 水平在

2011 年之前始终在安徽省的 17 个地级市中排名倒数

五位之内, 这种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使得这次区划调整

在经济与社会人文层面的复杂性远超早先的预计, 时

至今日仍是争议不断, 但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

常理想的案例。 选择这个案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合成

控制法的适用性问题, 该方法需要干预前后阶段内一

定数量的数据, 其可信度取决于它在政策干预前以及

干预后一段较长时段内被关注单位的指标特征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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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当预处理配合不良或是预处理周期较短时, 则并

不适合采用合成控制法, 尤其是干预效果在干预之后

随时间推移逐渐得以显现时, 也需要有相对较长的干

预后的时段进行比较。 而 “三分巢湖” 事件发生多

年, 这也为我们选择此方法提供了可行性。
(一) 对合肥市进行的检验

此处以合肥为处理组城市, 利用控制组城市来拟

合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 通过对合肥与控制组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的数据结构进行赋权, 从而加权构建出合

成的样本与处理组进行对比。 合成控制法对于控制组

城市的选择较为苛刻, 并不是多多益善, 这需要结合

合肥所处环境在我国地级市名录中加以遴选。 本文选

择了我国 18 个省份①共计 35 个地级城市, 这些城市

入选我们研究是源自于在 “三分巢湖” 事件之前在

经济发展预测指标上与处理组城市的接近, 研究时间

段设定在 2003—2016 年之间, 我们希望根据选择的

地级城市与合肥市在各指标数据结构的相似度来赋权

拟合, 从而加权出 2011 年后假设没有发生行政区划

调整事件情况下合肥的经济发展状况, 合成出政策干

预后 2012—2016 年期间经济发展的水平, 通过这些

反事实的指标值与真实数据的对照可以估计出行政区

划调整对城市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本文主要数据来

自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但其中涉及的原巢

湖各区县经济数据则来自于 《安徽省统计年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合成控制法对于政策干预前

后的指标值要求口径保持一致, 但笔者认为目前国内

一些文献在这方面的处理存在改进的空间, 以王贤彬

和聂海峰 (2010) [2]的文献为例, 作者核算的是重庆

直辖之后对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如果在 1997 年

之前采用含重庆的四川, 而 1997 之后采用不含重庆

的四川实际辖区, 由于重庆直辖前就是原四川省内经

济重镇, 本例中在合成控制法适用的前后两时段对应

的区域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所以在重庆直辖的时点上

势必导致四川在 1997—1998 年时段内经济增长水平

出现 “断崖式” 的变化②, 那么这样使用合成控制法

可能是无效的。 因此在本文的计量中, 合肥的指标体

系口径需要保持前后一致, 简单地说, 既然在 “三
分巢湖” 的过程中, 合肥分得了原巢湖市的居巢区

以及庐江县, 那么在计算 2011 年之前的合肥时也应

该将两个县区置入合肥市中计算我们实证部分所需要

的总体指标或是平均指标。 换言之, 我们在推算

2011 年之前合肥各指标时, 需要计算包含了那一县

一区的合肥的各个数据指标, 以便于后续时期进行比

较, 而这是有效使用合成控制法的前提。 本文以城市

的人均收入水平表征经济增长③, 该指标排除了 “虹
吸效应” 导致的中心城市人口激增的问题, 可以客

观真实地反映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而进行预测的指标

则包括了城市人口、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比)、
财政支出总规模以及固定资产总额等, 并控制人均

GDP 在政策干预之前 2003、 2006 以及 2010 年的数据

值④。 当然, 为求结论的稳健, 我们置入了一系列其

他的预测指标, 这些指标的加入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

本文的结论。
此处以合肥为处理组, 以样本中城市为控制组进

行对合肥的拟合⑤, 构造出反事实状态, 考察行政性

区划调整人为做大城市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此处以 2003 年为基准进行了价格调整后的人均 GDP
水平作为预测指标, 表 1 展示根据 2003—2010 年时

期内用合成控制法合成合肥过程中存在权重的 6 个城

市在构成合成合肥时所赋予的权重, 并计算了所有处

理组城市根据人均 GDP 以 OLS 方法计算出的权重系

数⑥。 通过构造, SCM 与 OLS 方法下所有城市权重

之和都应当为 1。 这两组权重有一些相似之处。 例

如, 长沙在这两种方法中的权重最高, 换言之, 长沙

是样本中最 “像” 合肥的城市。 然而, 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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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 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状态, 纳入了广西与四川两个西部省份。 在选择样本城市时, 我们首先选择这些省份的省会

(或首府) 城市, 此外在每个省份内随机遴选 1~ 2 个地级市。 我们将样本控制在 30~ 40 个之间, 其主要原因也是考虑到 SCM 方法计算能力

的限制, 事实上现有合成控制法的文献研究中大多采用省级层面也是出于此考虑。
当然在那篇文献中并未出现笔者假设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可能也说明至少在重庆直辖之前的时间段, 其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显著地在四川省

内领跑, 但从技术方法而言, 这依然是一个需要注意到的瑕疵。
需要说明的是, 人均 GDP 对于计算中的口径非常敏感, 采用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 这对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而言差别很大。 统计年鉴

中的人均 GDP 采用的多是常住人口。 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城市中,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区别, 外来人口较多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变大, 但外

来人口较多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收入也相对更高, 这也是外来人口多的原因, 所以口径可能变化, 但人均收入指标还是能够反映出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在诸多研究中, 学者们 (如 Abadie 等 (2010) [5] ) 在 SCM 方法中置入干预期之前若干个被拟合指标值, 从而尽可能高度地实现对干预期前

指标值的拟合。
芜湖和马鞍山两市由于参与 “三分巢湖” 同样发生了行政区划的变化, 因此三市不能彼此作为控制组城市群。
需要指出的是, OLS 方法中几乎所有城市都有权重, 但为节约篇幅只展示了在 SCM 方法下有权重的 6 个城市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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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权重的差别是极大的。 例如, 南京和马鞍山的回

归权重值比它们的合成对照值更接近。 此外, 在样本

城市中, 有 6 个单元的权重为负 (表 1 中未展示),
而负权数表明 OLS 回归依赖于外推。 当然, 并非所

有的案例城市能在既定的样本中找到适当的城市

“群” 进行有效拟合, 拟合效果有主观判断的成分,
我们希望所赋权重能够使得在拟合期内将均方差预测

误差 (RMSPE) 降低至尽可能低, 本例中该值为

915. 572, 该值在本文对于所有样本城市进行的合成

控制法检验的结果中是比较低的。①

表 1 合成合肥的城市权重

安庆 长沙 九江 马鞍山 南宁 阳泉

合成权重 0. 227 0. 313 0. 004 0. 145 0. 183 0. 128

回归权重 0. 110 0. 265 0. 009 0. 111 0. 098 0. 055

　 　 继而在表 2 中本文又给出了 2011 年行政区划调

整之前的真实合肥与合成合肥的诸指标值, 并与样本

中 35 个城市的加权平均值进行比较②。 表 2 的结果

表明, 利用表 1 中 6 个城市合成的合肥比样本 35 个

城市加权计算的指标平均值更接近于真实合肥的指标

值, 合成合肥在 2011 年之前的城市人口规模、 产业

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比)、 财政支出总规模、 固定资

产总额以及 2003、 2006 和 2010 年人均 GDP 与实际

合肥较总体样本加权平均值更为相似。 图 2、 图 3 展

示了样本期内包括行政区划调整前后合肥与合成合肥

人均 GDP 的走势表现, 在图 2 中 2011 年之前合成合

肥与真实合肥在人均 GDP 的走势上高度重合, 尤其

是在 2003—2011 年之间, 合成合肥几乎完全复制了

“三分巢湖” 之前的人均 GDP 水平。 这种对行政区

划调整前人均 GDP 的近似拟合, 以及我们对表 2 中

GDP 预测因子的近似拟合, 表明存在一种其他城市

的组合, 它们再现了 “三分巢湖” 前合肥 (包括原

巢湖的一区一县) 的经济属性。 也就是说, 可以较

好地再现 2011 年之前合肥的经济特点。 而图 3 利用

样本 35 个城市计算的加权人均 GDP 值与真实合肥的

该项指标走势差异巨大, 这证明了合成控制法的有效

性, 但在 2011 年后图 2 两条线的走势则出现了较大

的差异。 “三分巢湖” 事件发生后合成合肥人均 GDP
值都低于真实合肥的指标值, 这表明行政区划的调整

有效拉动了经济发展水平, 整合后的新合肥其经济增

长快于 “反事实” 状态下的合肥, 使得合肥市的人

均 GDP 水平在 2011 年后大于假设没有干预状态下应

达到的水平, 拆分巢湖做大合肥经济规模的初衷有所

体现。 而且在 2011 年之后这种实虚线缺口有不断扩

大的趋势: 本文根据表 1 所赋予的权重加权计算出合

成合肥指标值, 在 2011 年真实合肥人均 GDP 值为

48 540元, 合成合肥人均 GDP 为 48 384 元, 真实值

高出合成值 0. 32%, 而到了 2016 年, 真实值为 80
138 元, 合成值为 71 466 元, 这一缺口则达到了

10. 82%, 缺口扩大了近 34 倍; 而在增长率上, 真

实 的 合 肥 在 2011—2016 年 期 间 年 均 增 速 为

10. 54%, 但合成合肥人均 GDP 增长速度为年均

8. 11%, 即真实速度比原本应达到的速度年均高出

2. 43%, 这也突出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给城市带来

的经济增长 “红利”。

表 2 2011 年之前人均 GDP 预测指标预测变量均值对照表

变量 合肥 合成合肥 样本 35 城市

城市人口规模 (万人) 677. 358 7 643. 575 2 511. 753 3

二产占比 (%) 48. 256 2 47. 735 4 42. 288 1

三产占比 (%) 42. 256 3 41. 256 6 45. 281 1

财政支出总规模 (万元) 1 495 490 15 173 646 11 785 741

固定资产总额 (万元) 14 802 584 14 722 409 7 445 712

601

①

②

RMSPE 核算的是某一城市与对其进行拟合的其他城市群在被干预之前彼此间的不匹配程度, 一般越小越好, 干预事件发生之前的 RMSPE 的

计算公式为: RMSPE = 1
T0
∑
T0

t = 1
Y1t - ∑

J = 1

j = 2
w∗

j Y jt( )
2( )

0. 5
。

不同指标的具体权重为各城市的人口规模或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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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合肥 合成合肥 样本 35 城市

2003 年人均 GDP (元) 9 920. 88 10 069. 93 8 271. 38

2006 年人均 GDP (元) 18 939. 61 18 623. 39 15 892. 33

2010 年人均 GDP (元) 39 451. 18 39 531. 38 36 28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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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肥与合成合肥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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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合肥与其他城市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以更直观的方式观察行政区

划调整对于合肥经济增长的影响, 计算 “三分巢湖”
前后真实与合成合肥人均 GDP 的差距 (即换一种视

角来观察图 2 所反映的信息)。 从图 4 可以很明显地

发现, 在 2011 年之前, 合成合肥与真实合肥的人均

GDP 水平差额变化走势线与 0 点水平线交织在一起,
波动变化区间极小, 上限为 4. 6% (2003 年), 但在

2011 年之后, 合成值开始明显低于真实值, 两者间

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尤其在调整结束后的两年即

2013 年, 这种缺口呈几何级数的速度扩大, 直至

2016 年达到样本峰值的 10. 82%。 这也表明, 行政区

划调整对合肥市带来的经济影响在一段时期之后得到

了突出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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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真实和合成合肥的人均 GDP 差额走势变化图

(二) 稳健性检验

虽然研究结论表明 2011 年后合肥人均收入的真

实水平高于合成合肥的水平, 但这种差异能否确定是

由行政区划调整所致, 图 2 的实证结果会不会是巧

合? 毕竟, 在样本期内宏观经济领域里发生了诸多事

件, 如 2008 年之后四万亿投资热潮, 大量的投资使

得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完成了基础设施在基建大潮中的

升级, 省城与直辖市一样获得了天然的优势, 省会及

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获得了额外的助力, 这有可

能对经济发展的地区指向产生作用, 因此需要通过几

组检验来排除其他系统性因素可能造成的干扰。
检验一: 安慰剂检验。
此处借鉴 Abadie 和 Gardeazabal (2003) [5]使用的

安慰剂检验方法, 选择一个未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

城市进行相同的检验, 这个城市应该在诸多特征上与

合肥最为接近, 如果检验出的结果与针对合肥检验的

结果一致, 即合成指标值在 2011 年后一直低于真实

值, 那就说明合成控制法没能够为前文检验的结果提

供有力的证据。
首先我们选择的是长沙, 这是因为根据表 1, 在

合成的样本城市中, 长沙的权重是最高的, 说明长沙

与合肥最为相似, 表 3 汇报了合肥与长沙预测指标值

的比较, 从中可以看出长沙的确在几项指标上与合肥

较为接近, 这表明用长沙来进行安慰剂检验是适合

的。 从图 5 所绘的长沙市的真实与合成长沙人均

GDP 变化对照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长沙市的两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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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曲线在 2011 年后初始两年内合成值高于真实值,
之后真实值则完成了反超, 但总体上合成样本城市的

人均 GDP 围绕着真实人均 GDP 上下波动, 合成指标

并没有一直低于真实值, 这说明合成控制法非常好地

完成了拟合工作, 在 2011 年前后长沙的人均 GDP 走

势并没有发生突变, 这也变相证明了行政区划改革是

影响合肥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 而不是由其他共

同影响因素造成。

表 3 合肥与长沙预测变量均值对照表

变量 合肥 长沙

城市人口规模 677. 358 7 631. 318 8

二产占比 (%) 48. 256 2 46. 803 8

三产占比 (%) 42. 256 3 46. 466 3

财政支出总规模 1 495 490 1 530 464

固定资产总额 14 802 584 1 518 924

2000 2005 2010 2015
��

	�J!J!

50 000

100 000

150 000

200 000
�

�
�

G
D

P

图 5　 长沙与合成长沙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检验二: 与倍差法 (DID) 的比较。
合成控制法与倍差法技术的实质都是减少内生性

对实证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 但通常认为合成控制法

比倍差法更为有效。 首先, 合成控制法对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作了推广。 具体来说, 双重差分法仅允许个体

固定效应与个体时间效应以相加的形式存在, 隐含

假设所有个体的时间趋势都相同; 而合成控制法的

因子模型则允许 “互动固定效应” (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即可以存在多维的共同冲击, 且每个个体

对于共同冲击的反应可以不同, 故允许不同个体有不

同的时间趋势。 其次, 合成控制法可以为处理组选择

更适合的城市作为参照组, 而倍差法划分处理组与控

制组时无法完全消除其标准的内生性问题, 即划分的

标准与划分的结果之间往往有内生性。 比如本例中,
近年来被行政 “做大” 的城市大多是直辖、 省会或

副省级中心城市, 要为他们寻找到适合的参照对象并

不容易, 那么接下来本文放松对内生性的束缚, 按照

倍差法的方法进行估计, 并将估计结果与合成控制法

进行对比, 以验证合成控制法的科学性, 倍差法的计

量模型如下:

ln(gdppcit)= α+β×T+χ×P+λ×T×P+X+δi+ηt+ε
(5)

上式中的 ln (gdppcit) 是 i 市在 t 年时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值; T 为 i 市是否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的

虚拟变量, 合芜马三市该指标为 1, 参照组其他城市

为 0; P 是行政区划调整前后时段的虚拟变量。 “三
分巢湖” 事件发生在 2011 年 8 月, 通常而言, 行政

区划调整涉及面很大, 尤其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的

重组和人员的整合, 行政区划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才

能产生经济效应, 因此我们将 2011 年之前 (含 2011
年) 赋值 P= 0, 2012—2016 年期间赋值 P = 1, 构建

交互项用以捕捉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每

年相较于其他城市的 “溢价” 部分。 X 为控制变量,
为前文用于预测的几个变量, 包括人口数 (自然对

数值)、 产业结构 (第二三产业占比)、 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 (自然对数值)、 财政支出规模 (自然对数

值) 等; α 为常数项; β 与 χ 为是否干预以及干预前

后阶段虚拟变量的系数; λ 为本文所关心的交互项的

系数, 也就是合肥以及合芜马城市受到行政区划调整

所产生经济效应的指标系数; δi 与 ηt 分别为城市与

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扰动项。
表 4 为采用倍差法进行估计的结果。 针对合肥进

行的估计结果中的交互项表明, 2011 年后合肥较之

于其他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2 377 元, 而合芜马三

市年均增幅为 1 300 元, 但根据合成控制法计算出的

合成合肥比真实合肥人均 GDP 在 2011—2016 年期间

年均低 1 703 元, 而合芜马三市则总体上高出 913 元。
从中可以看出, 倍差法会高估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

效应, 这表明盲目地选择参照城市无法有效反映真实

的状态, 证明了合成控制法相对于倍差法在处理特定

问题时更为有效, 而选择适当的处理组是极为重要的。
检验三: 排序检验。
尽管前文中通过对合肥的检验已证明了在 “三

分巢湖” 后, 其真实人均 GDP 增速出现了超过合成

对象的经济增速, 但是否其他城市也会出现类似的情

况, 或者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有多大? 对于上述

问题, 我们采用排序检验方法加以验证。 其核心思想

是防止出现处理组城市的结论不唯一的现象。 此处假

设控制组的诸城市在 2011 年都经历了行政区划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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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DID 方法下的检验结果

变量
人均 GDP

合肥 合芜马三市

T×P 2 377. 898∗∗∗ (238. 647) 1 300. 095∗∗∗ (491. 807)

T 2 538. 378∗∗∗ (493. 663) 2 355. 792∗∗∗ (425. 193)

P 3 977. 152∗∗∗ (144. 776) 3 997. 152∗∗∗ (1 428. 571)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效应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With-R2 0. 938 6 0. 938 5

城市数量 33 35

观测值 462 490

整, 使用合成控制法计算出这些城市合成样本的人均

GDP 水平, 并籍此估算出行政区划调整产生的经济

效果。 继而, 比较合肥与其他控制组城市的结果。 如

果两者差异较大, 就表明行政区划对合肥的影响是显

著的, 且并非偶然现象。
合成控制法的实质是对 “三分巢湖” 之前的合

肥进行模拟, 从而预测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经济运营情

况, 需要对 2003—2016 年期间进行精准拟合, 如果

在对 2011 年以前的情况拟合程度不理想 (即平均预

测标准差 MSPE 值较大), 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接下

来真实与合成的比较。 根据前文计算, 合成控制法所

计算 出 合 肥 的 RMSPE 值 为 915. 572 ( 芜 湖 为

733. 586, 马鞍山为 1 346. 685), 在控制组中我们删

除那些 RMSPE 为合肥两倍以上的城市。 图 6 展示了

去掉这些城市后 17 个城市在样本时段人均 GDP 误差

百分比分布情况。 由于各城市人均 GDP 规模不一,
因此单纯比较合成城市与真实城市之间人均 GDP 的

差额绝对值大小没有意义, 而采用该差额与真实人均

GDP 的比值更有实际的比较价值。 从图 6 可以看出,
在 2011 年之前合芜马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并不大, 但

“三分巢湖” 事件发生后合肥与芜湖与其他城市走势

的差异开始变大, 走势曲线在 2011 年之后逐步走到

了其他城市曲线的上方, 表明在 2011 年之后真实人

均 GDP 与合成指标值的差异变得明显, 而其他城市

在样本周期内的走势一直是在 0 点横线上下穿梭。 这

说明这些城市没有因为安徽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导致其

经济发展走势出现明显的变化, 而合肥与芜湖的经济

发展则明显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冲击, 马鞍山没有特

别明显地反映这种特征, 这与前文的研究结论是吻合

的。 图 6 的结果表明除了合肥与芜湖两市以外其他

15 座城市只有 6. 67%的概率出现如两市人均 GDP 水

平这么明显的变化, 这属于小概率事件, 有理由相信

合肥等城市在 2011 年之后人均 GDP 的快速增长部分

是由行政区划的调整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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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合芜马” 三市与其他城市人均 GDP
误差百分比分布的排序检验图

检验四: 干预前后期的均方差预测误差 (RMSPE)
变化程度的检验。

还有一种进行安慰剂研究的方法是将数据中的干

预重新分配到一个比较单元。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

以为没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获得综合控制估计

数。 将这一想法应用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城市, 使我们

能够将 “三分巢湖” 对处理组城市的估计影响与其

他城市获得的安慰剂效应的分布进行比较。 如果处理

组城市在干预前后的 RMSPE 值之比相对于其他城市

更大, 我们将认为三分巢湖对处理组城市的影响是显

著的。 这是因为, 如果 2011 年之前的人均 GDP 变化

程度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 而 2011 年之后的变动

程度越大则表示受到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越大,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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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三分巢湖” 对处理组城市经济发展有重

要影响, 而且这一影响是显著的, 那么干预前后两个

时段的 RMSPE 比值应该是比较大的。
图 7 报告了所有 35 个城市在 2011 年前后两段时

期内的 RMSPE 比值的分布散点图, 纵轴表示比值,
比值高于 5 的只有合肥与沈阳两座城市, 前文检验的

安徽和另外两座城市安庆与芜湖分布在 4 到 5 之间,
马鞍山停在 2 的位置。 合芜马以及安庆的检验结果与

之前的研究结论是接近的, 合肥与芜湖由于行政区划

的调整使得经济发展走势发力上攻, 但马鞍山则表现

得不明显, 安庆并没有因为巢湖被瓜分以及省内周边

城市的做大而受到消极的影响, 安徽的沿长江经济发

展轴线的确定推动了周边城市在近年来的加速增长。
唯一让我们有些困惑的是沈阳。 事实上, 我们在图 8
中通过合成控制法对沈阳进行的拟合对比发现, 沈阳

真实的经济发展路径在近年来持续走低, 事实上东北

的部分地区在最近几年由于宏观环境的原因以及产业

转型上出现的问题而呈现出经济的负增长, 沈阳在

2011 年前后 RMSPE 比值较大可能是由其在近十年来

经济处于下行的趋势所造成, 而其选择的赋权对象城

市在 2011 年前后经济走势大体保持了一致, 这就使

得合成沈阳的人均 GDP 在 2011 年之后仍然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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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样本城市 2011 年前后期 RMSPE 值之比分布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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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沈阳与合成沈阳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因此合成与真实城市人均 GDP 两条趋势线之间的 “剪
刀口” 越张越大, 后期的 RMSPE 值不断扩张, 造成

前后期比值较大, 总体而言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走势的

不同, 而与行政区划的变革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检验五: 是否由其他政策推动的假说检验。
基于之前的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认为行政区划的

调整可以部分地解释一地区的经济增长, 但仍需要排

除另一种可能: 合肥的额外增长源泉是 “三分巢湖”
还是其他做大做强省会的措施? 比如如果安徽比其他

省份在研究期间更加重视省会增长, 那么即使没有行

政区划调整的冲击, 合肥也可能增长更快。 因此, 为

了检验本文提出的观点, 我们将 “三分巢湖” 之前

的两年视作为政策出台的准备期。 事实上政策在落地

之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前期的布局, 势必为此加

大投入, 而在政策落实之后, 政府往往会加大力度建

设新纳入的行政区域, 换言之, 政策落实前后几年必

然是政府为政策实施而努力的几年。 我们剔除行政区

调整之前之后各两年即 2009、 2010、 2012、 2013 年

的数据, 再使用 SCM 方法进行检验 (此时自然也不

再纳入 2010 年 GDP 进行拟合)。 如果这种政府加大

建设力度的假说是成立的, 那么这种 SCM 检验图线

可能不再具有前面检验中那么明显的前后效应对照。
根据图 9 的显示, 合肥在 2009 年之前与 2013 年之后

两段线的走势还是有明显的差异①, 因此这种因为政

府其他政策使得对中心城市建设力度加大造成的经济

增长可能性可以部分排除。

①　 芜湖与马鞍山的情况类似。

2000 2005 2010 2015
��

	�	5	5

0

20 000

40 000

60 000

80 000

�
�

G
D

P

�

图 9　 政府加大建设力度假说

检验六: 其他城市控制组进行拟合的检验。
本文在选取控制组城市时做的以东中部地区城市

为主的处理结果可能带有一定的先验性, 结果的可靠

程度也会受到质疑。 需要通过选择其他的控制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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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并输出其他不同控制组下的合成结果, 以证明本

文结论的稳健性。 此处我们做两组检验, 其一是以西

部城市为主 (省会首府与省区其他重要城市) 来合

成合肥, 另一种方式是纯随机地选择样本, 样本量仍

然控制在 40 个左右, 结果参见图 10 与图 11。 实证

结果同样证实了前文图 2 的结果, 这表明图 2 的结果

并非样本选择所造成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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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西部城市样本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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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纯随机样本选择结果

(三) 进一步的讨论: 更为广义的城市样本检验

从前面的检验中可以看到, 除了合肥, 其周边的

几个城市也都在 “三分巢湖” 之后出现了经济的跳

跃式发展, 彼此间的这种发展似乎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 特别是另外两座参与 “三分巢湖” 的城市芜湖、
马鞍山, 是否也如合肥一样获益明显, 在 “分家”
过程中, 芜湖拿走了原巢湖地区事实上的经济强县无

为县①, 而马鞍山则通过此次 “分家” 使得其行政辖

区面积扩大了一倍有余, 扩张幅度为合芜马三市之

最。 通过图 12 与图 13, 我们同样描绘了芜湖、 马鞍

山两市与通过合成控制法合成的城市人均 GDP 走势

的对比图。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在合成控制法拟合

下合成芜湖与真实芜湖人均 GDP 的走势对比与合肥

情况非常类似, 在 2011 年之前的拟合效果非常理想,
而在获得无为县以及原和县的沈巷镇之后, 新芜湖真

实的经济增速高于反事实状态下的速度, 这意味着芜

湖也在分家中受益匪浅。 但马鞍山的图形结果则表

明, 马市在 2011 年之后的短期内真实人均 GDP 增速

曾高于合成对象, 但在 2012 年之后则被合成对象的

经济增速反超并抛离, 并未在分家过程中获得经济发

展明显的提升与助力。 行政干预也并没有使得城市的

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与反事实状态下明显的不同, 甚至

在近年来经济增速还低于理论上不进行行政区域调整

状态下应达到的经济增速水平。 身处皖江以及南京两

个经济圈之中的马鞍山可能还存在资源流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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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芜湖与合成芜湖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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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马鞍山与合成马鞍山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继而, 我们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三分巢湖” 是

否对合芜马以外的周边其他城市产生了影响。 我们选

111

① 无为县虽号称国家级贫困县, 但事实上早已是安徽县域的领军县, 其实力与肥东、 肥西不相上下, 其境内的二坝有上海华谊超级石化项目,
高沟是著名电缆之乡, 产值超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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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安庆市作为研究对象。① 安庆离合芜马经济圈非

常近, 众所周知, 安徽得名于安庆与徽州 (主体为

今黄山市), 历史上一直是皖南地区的经济、 文化以

及行政中心, 也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 那么做大其周

边三座城市对安庆经济发展是否造成了影响呢? 图

14 的结果表明在 2011 年之后, 安庆的经济增速围绕

着反事实状态下应有水平上下波动, 并没有表现出明

显趋势, 换言之, 安庆和马鞍山一样, 这次行政调整

并没有对其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在样本后期, 其经济

真实增速还跑赢了合成安庆。 从马鞍山与安庆的案例

中, 我们不认同发展中心城市的举措抢夺了周边资源

的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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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安庆与合成安庆期内人均 GDP 走势对比图

最后, 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即被瓜分的巢

湖本身在 2011 年之后的经济走势情况, 对于已经不

复存在的巢湖进行合成控制拟合的意义不大, 因为原

巢湖的各个区县已划归不同的地级市, 其经济发展的

脉络也势必与新的地级市保持相同的节奏, 再强行放

在一起做合成控制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而且如果简单

地对每个县区进行合成控制, 在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中的县级市层面并没有提供详尽的数据支持。

事实上,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态势

的影响存在较多的争议,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增强了县

域财政收支能力, 并强化了公共服务事务上的支出,
而另一方面, 政府推动型城市化, 在大多数地区发挥

了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和援助作用, 但是短期内

干预过多的城市化模式也可能会损害县域经济的健康

发展 (卢盛峰等, 2017[32]), 我们通过表 5 展示了原

巢湖地区一区四县与其所划归地级市乃至整个安徽省

在 2011 年前后两个时段内的年均增速对比。 从中可

以看到, 由于 2011 年之后大环境经济增速的下滑,
合芜马以及原巢湖四个 “城市” 的人均 GDP 增速也

在减缓, 但比较而言, 前一时段内除了巢湖市内经济

较为发达的无为县显著高于省均水平, 和县与省均水

平基本持平, 其他区县增速则明显低于省均水平, 合

芜马三市在前一时段内的经济增速均明显高于省均水

平。 而在 “三分巢湖” 后的若干年内, 原巢湖四县

一区的经济增速都实现了对省均水平的反超, 从皖中

南地区的 “经济洼地” 中逆势崛起, 合肥与芜湖领

先省均水平的幅度则大大降低, 马鞍山经济增速出现

了大的滑坡, 低于省均水平近 4 个百分点, 这也印证

了前面对合芜马三市的合成控制法的检验结果。 总的

来说, 在排除省际宏观层面经济下滑的总体趋势条件

下, 原巢湖一区四县的经济发展速度得到实际上的提

升, 只有无为县的增速有所降低, 而芜湖的经济发展

速度并未表现得比前期更好。 因此, 表 5 给我们的结

论是, 三个中心城市并没有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使经

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 “拖累”, 相反这些并入他

市的区域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更为良好的促进, 至少在

安徽省中南部的这个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中, 并不支

持行政区划调整后会出现中心城市 “吸血” 周边地

区现象的观点, 仅就安徽而言, “三分巢湖” 还是基

本实现了帕累托的改进。

表 5 2011 年前后两时段内相关地区人均 GDP 年平均增速表

变量
人均 GDP 年平均增速

2003—2010 与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2011—2016 与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居巢区 16. 827% -1. 437% 11. 063% 2. 278%

庐江县 17. 652% -0. 613% 12. 904% 4. 119%

合肥 23. 996% 5. 731% 10. 547% 1. 762%

无为县 22. 231% 3. 966% 10. 227% 1. 442%

芜湖 21. 162% 2. 897% 9. 594% 0. 809%

211

① 事实上, 本文还考察过其他几个临近城市, 包括池州、 宣城和铜陵, 但三座城市在 SCM 方法下使用本文的城市样本进行拟合的效果不理想,
故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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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人均 GDP 年平均增速

2003—2010 与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2011—2016 与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和县 18. 504% 0. 239% 10. 279% 1. 494%

含山县 15. 771% -2. 494% 11. 153% 2. 368%

马鞍山 21. 383% 3. 118% 4. 787% -3. 998%

安徽省 18. 265% — 8. 785% —

四、 实证结果的现实性分析

在前文的合成控制法实施下得到了诸多结论, 我

们发现巢湖的拆分对于各个利益方所造成的影响是有

差异的, 简而言之, 合肥与芜湖在拆分之后其经济增

长有所提高, 但马鞍山的经济增长并不太明显, 周边

的安庆市并未在这轮行政调整过程中掉队, 而巢湖原

有的一区四县大部分在分拆后保持了比新依附地级市

更为理想的发展势头, 行政区划的调整并不会出现以

损害某一方利益为代价的 “以邻为壑” 现象。
(一) 对合芜马的影响

无论从理论预期还是现实中的表现来看, “三分

巢湖” 中最直接的受益者无疑是省会合肥, 通过行

政区划的调整, 城市规模的集聚膨胀缓解了周边地市

在资源环境以及发展空间上的矛盾。 无论是人口还是

辖区面积, 合肥在扩张后具备了成为国内一线城市的

基础。 巢湖成为合肥的内湖, 通过加强对巢湖流域的

综合治理, 改善合肥的水路交通环境, 合肥在近年来

围绕着内湖大力做房产、 旅游等项目的文章, 并形成

了巢湖滨湖东北区域的高新产业集群。 通过特色发展

巢湖城区, 综合拓展庐江城区使之成为合肥市辐射皖

南地区的桥头堡, 高端发展空港科技产业新城, 培育

发展合巢产业新城和庐南循环经济产业新城。 整体经

济的做大触发了合肥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据预

计, 到 2020 年原先的合肥三县肥东、 肥西以及长丰

有望实现 “撤县划区”, 转向以城市为主的市域发展

模式。 在拆分巢湖后的几年里, 合肥的经济总量迅速

增加, 在与中部省会城市的竞争中, 一举甩开了中部

其他几个原本与合肥规模相差不大的省会城市, 具备

了与郑州、 长沙等中部地区大城市分庭抗礼的能力。
实证结果证实, 尽管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 芜

湖同样还是在拆分巢湖中获益, 其从一个 200 多万人

口, 1 000 亿 GDP 的标准的四五线城市, 在分得巢湖

一部分后一跃成为三线城市, 经济实力远超安徽其他

地级市, 迅速拉开与安庆的差距, 逐步成长为安徽经

济的第二极。 划入芜湖的无为县是安徽县域经济的领

军县, 产值超百亿元, 其所坐拥的石化、 电缆等项目

对芜湖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益的补充。 尤为重要的

是, 与芜湖隔长江相望的原和县的沈巷镇划归芜湖

鸠江区使得芜湖拥有了长江大桥北岸的经济发展战

略据点, 芜湖也就此实现了成为 “一江两岸” 城市

的梦想, 打通了与合肥进行经济互通的轴线, 成为

长江沿岸、 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的一线经济强市。
根据检验, 马鞍山并没有如预期一样通过拆分巢

湖而获得经济发展额外的提升动力, 虽然含山县与和

县划给了马鞍山, 使得一个人口少且面积小的城市获

得了更大的发展纵深。 但从地理角度上看, 马鞍山市

一直不在合肥经济的辐射区域之内, 传统上其位列于

南京都市圈内, “宁马一体化” 的步伐一直在加速。
两地之间的语言、 风俗以及文化相近, 马鞍山市民的

工作、 生活、 教育、 医疗等活动大多依赖于南京。 马

鞍山地铁 1 号线将在未来几年与南京地铁 8 号线实现

对接, 过 “双城生活” 的人群势必越来越多。 当初

安徽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主旨是增强三市的实力,
打造集群效应,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通过形成皖江

城市带以期在与南京经济圈等资源的争夺中获得主动

地位, 但从结果上看, 马鞍山市没有因为区划的调整

而改变旧有的经济发展倾向。 但 “三分巢湖” 会在

一定程度上强化马鞍山在安徽省域经济版图中的作

用, 马鞍山西部辖区的拓展拉近了其与合肥的地理距

离, 该市不再像之前全方位地融入南京的经济圈, 这

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邻省对其投资产生踌躇。
事实上, 南京近年来的产业转移主要流向其在江苏境

内东向以及北向的卫星城市如镇江、 仪征、 句容等,
而马鞍山从南京招商来的企业大多是在 2005 年之前

完成的。 “三分巢湖” 多年之后, 或许马鞍山仍然需

要审视与周边城市的关系, 避免虹吸效应导致其人

才、 消费以及资本的流失, 作为苏皖两省的桥梁城

市, 也亟待强化其在安徽省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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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原巢湖地区的影响

表 5 的研究也证实了拆分巢湖对原巢湖地区经济

发展带来的帮助, 承前所述, 原巢湖自身是一个带动

能力不足的城市, 核心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力辐射

辖区的四县, 分拆后各区县获得了经济实力更为强大

的新依附城市, 合芜马三市的资源通过向原巢湖市属

地区域的流动, 一区四县获得了较原来更多的资源和

资金支持, 自身优势产业也得到了更加有力的发展。
譬如居巢区, 在近年来已逐步成长为合肥新的商业中

心, 商圈优势愈发明显, 该区域打造的合巢经济开发

区, 对于一个日渐式微的工业城市来说是一次成功的

转型, 其主要的定位是旅游城市, 这势必改善巢湖流

域的环境质量水平。 而其他几个县在拆分巢湖后也获

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空间。
(三) 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研究指出以安庆为代表的合芜马周边城市并没有

出现由于中心城市的打造而导致经济发展减速的现

象, 根据我们对六安、 宣城、 铜陵、 黄山以及池州等

皖中南地区的检验发现, 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样没

有在 2011 年后出现 “踩刹车” 的现象。 对此我们的

理解是行政区划的整合使得安徽省加速了省区空间结

构的优化与重组, 可以集聚更多的产业和人口, 提高

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

境相协调。 促进皖北、 皖南以及大别山地区的发展,
推动形成全省各地区经济板块协调发展的局面, 形成

江淮城镇群, 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各市城乡一体化,
将表现在对空间集聚力、 中心-外围结构、 城市化、
城镇体系、 区域产业结构等区域空间结构因素的有利

影响。 皖江地区的中心城市能级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其

综合承载能力将会显著提升, 依据点轴开发模式理

论, 因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空间结构优化因素将推动

安徽省全新的区域空间结构的产生, 有利于沿江发展

轴和江淮发展轴这两条经济发展轴线的形成与融合,
共同促进省域经济的腾飞崛起。

五、 结果与政策建议

对于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并非是一

个新颖的主题, 但在我国近年来各地区做大省会及中

心城市的热度之下, 本文的研究仍具有时代价值。 本

文选择较具代表性的 2011 年拆分巢湖事件作为一项

自然实验, 分析参与 “三分巢湖” 的合肥、 芜湖以

及马鞍山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经济发展态势变

化。 判断与分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在共同发展过程

中的特征, 通过构建 2003—2016 年期间部分地级城

市的数据面板, 采用合成控制法对合芜马城市拟合出

合成样本, 从而模拟出假设未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状态

下的 “反事实” 状况下各城市的人均 GDP 水平, 评

估拆分巢湖对皖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

响。 研究发现, 通过拆分巢湖, 合肥与芜湖的经济发

展取得了较预期更好的表现, 其中合肥市的人均

GDP 增速比反事实状态下高出 2. 43 个百分点, 城市

规模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市的竞争力; 但

马鞍山则整体上没有获得比预期更快的增速; 合成控

制法还指出周边的安庆等城市并未因合芜马城市的扩

张而丧失竞争力; 被瓜分的巢湖大部分区域在拆分后

经济的增速甚至高于其新的依附城市。 因此, 牺牲周

边而成就城市高速经济发展的 “吸血论” 在本文的

检验中没有得到支持, 行政区划的优化有助于实现帕

累托的改进。 针对合肥进行的几项安慰剂检验, 也都

证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而倍差法的结果也证明了

合成控制法在处理问题上更为可靠。
本文的核心目标是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地区经

济发展产生的调节性影响, 蕴藏的政策建议具有以下

鲜明指导意义:
其一, 行政区划的整合也应遵循市场的基本规

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可能为城市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但其中所隐含的方方面面利益以及行政、 财政及人事

体制问题也势必凸显, 整合过程中带来更多的摩擦成

本, 事实上就本例而言, 并非所有城市都能通过扩大

辖区而获得如预期一般更快的经济增速。 行政区划的

调整只是土地的整合, 但更深层次文化、 习俗、 消

费、 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融合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其二, 行政手段虽然可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元

素与活力, 但行政拆分带有强制性, 属于非市场操

作, 如果缺乏有效的规划以及足够吸纳能力反倒有可

能限制经济的发展。 譬如, 在本例中巢湖下属的含山

县县城的地理位置原本非常靠近巢湖的居巢区 (两
地间最近处距离仅 20 公里), 但在行政调整后被划

归地理距离相对遥远的马鞍山市 (70 公里), 这使得

该市的行政成本大大增加, 当地居民的生活消费就医

等活动仍然更多地依赖于新合肥的巢湖区而非马鞍山

市, 对于城市规划调整的优化, 未来还需要更多时间

摸索和研究。
其三, 我们的研究虽然指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

单从人均 GDP 角度观察, 大城市与周边小城镇之间

的经济发展走的是帕累托改进的共赢模式路径, 但小

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行政距离被人为拉近, 有可能导致

的 “虹吸效应” 则仍然应当成为行政区划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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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点防范的问题。 此外, 人均 GDP 的增长是在行

政区划调整后本地内生经济动力被激发所导致, 还是

由于新城区纳入后土地开发等原因所带动, 这也是值

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总体上, 在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热度不退的当下,

需要更为谨慎地对待行政区划调整对于中小城镇所带

来的负面效应。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尝试针对更多案

例城市进行比较分析, 探索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规模的

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经济演变特征, 进一步探讨

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如环境治

理、 产业结构升级、 民生幸福感等方面的作用影响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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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度量与防控研究
Chinas Financial Market Risk Measurement and

Controlling under COVID-19 Shock
方　 意 于　 渤 王　 炜
FANG Yi YU Bo WANG Wei

[摘　 要] 2019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前沿的带有动态

窗口期的事件分析法, 本文量化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对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自

身风险及风险溢出的影响。 实证结果发现: 第一, 作为负向冲击, 新冠疫情会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带来

显著的影响。 冲击发生 1~2 天后各市场风险显著上升, 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受到的影响最显著。 在

疫情事件发生之后 5~8 天, 各市场受疫情影响逐渐缓解。 第二, 不同市场之间的溢出在新冠疫情的

作用下有较大差异。 在新冠疫情冲击初期, 该冲击倾向于增强各市场间原有的替代效应或风险共振效

应。 在新冠疫情发生 3~5 天后, 各市场风险溢出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 即风险共振上升。 这主要是

由于共同风险敞口、 投资者资产配置和投资者情绪等机制的共同影响。 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结合系统

性风险的理论框架针对突发性政策事件提出政策建议, 以维持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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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that broke out in 2019 makes a larg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finance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VID-19 on the self-risk and risk spillover of the money
market, stock market, bond market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quantitatively based on the event analysis
method with a dynamic windo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rst, as a
negative shock, the COVID-19 mak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nancial markets. The stock market and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re the most affected 1~2 days after the shock, and after about 5 ~ 8 days, the pressure of
each market gradually relieves. Second, the spillovers between different markets shows marked differences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COVID-19. After 3~5 days of the shock, the risk spillover of each market increases to
varying degrees, that is, risk co-movement ris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mergency event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stemic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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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20 年以来,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严重威胁着

世界各国的社会稳定。 2020 年 1 月 20 日, 习近平总

书记针对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做出重要指示, 国家卫健

委开始每日统计各省新发病例数量, 打响了对疫情严

防严控的阻击战。 进入 3 月份之后, 我国国内疫情状

况逐渐好转, 而国外疫情却开始日趋严重。 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 国外疫情仍然在不断蔓延。
在疫情的冲击下, 各金融市场震荡剧烈。 我国上

证综指在 2020 年 2 月 3 日 (春节过后的首个交易日)
跌幅达到 7. 72%, 创下股灾后近 5 年以来单日最大跌

幅; 中证全债指数上升 0. 62%, 为近 10 年来单日第

二大涨幅; 外汇和货币市场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波

动。 新冠疫情使我国的金融稳定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为此, 梳理新冠疫情事件风险在各金融市场的传导机

制, 并针对其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对未来我国防范

化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目前, 学术界关于新冠疫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 首先, 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来

看。 Bofinger 等 (2020) [1] 认为疫情会影响全球价值

链, 导致生产停滞, 运输中断, 对供给端造成巨大冲

击。 从需求端来看, 疫情引起的失业会导致人们购买

力下 降, 消 费 降 低, 银 行 信 贷 大 幅 收 缩。 Mann
(2020) [2]则提到疫情会对投资者的情绪造成负面冲

击, 增大市场的不确定性。 其次, 从疫情引发的风险

传染来看。 Baldwin (2020) [3] 主要从实体经济角度,
分析了制造业面临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Cec-
chetti 和 Schoenholtz (2020) [4]则分析了金融系统尤其

是银行体系内的风险传染。 最后, 许多研究针对疫情

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Arezki 和 Nguyer (2020) [5] 认

为在短期内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手段, 增加卫生方面的

支出, 向脆弱的家庭提供现金支持。 同时, 该文也提

出应该出台配套的货币政策, 降低利率, 保证市场流

动性的合理充裕。 Bofinger 等 (2020) [1] 表示应该优

先完善医疗体系和防疫措施, 避免在长期内产生更高

的经济成本。
然而, 关于新冠疫情对金融风险的冲击研究罕见

出现。 理论而言, 新型冠状病毒事件的爆发作为一种

负向外部冲击, 也会对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

方意等 (2019) [6]提出的系统性风险框架, 系统性风

险包括风险源头 (冲击) 以及放大机制。 作为外部

冲击, 新冠疫情冲击不仅可能增大某一金融市场的风

险, 还会增大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 金融市

场的风险上升, 是实际客观情况与投资者主观行为叠

加的结果。 即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各市场资产出现对

应波动一定程度是供需收缩, 实体经济下滑造成的,
而亦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参与者理性或非理性的投资

行为造成的, 各市场均出现了过度反应和调整的情

况。 新冠疫情冲击对金融市场风险和跨市场金融风险

传染主要基于 3 个机制:
第一, 投资者情绪机制。 该机制贯穿风险发生和

放大的各个环节, 旨在考察投资者面对突发事件时的

非理性反应对市场造成的影响。 面对新冠疫情, 投资

者可能会产生恐慌情绪, 进而对未来产生过度悲观的

预期, 各个市场也会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而产生相

应波动。
第二, 共同风险敞口机制 (Fleming 等, 1998[7];

方意等, 2019[8] )。 该机制主要从宏观视角出发, 考

察各市场面临共同的外部冲击而带来市场之间的联动

关系。 当风险事件发生时, 尤其是像新冠疫情事件这

种大的外部冲击, 会使得整个金融体系都暴露于风险

之下, 产生同步共振。 这实际上也是系统性风险承担

(Benoit 等, 2015[9])。
第三, 资产配置调整机制 (Goyenko 和 Ukhov,

2009[10])。 该机制主要从微观视角出发, 考察投资者

在风险事件下, 对不同市场的资产进行理性配置而引

发市场之间的联动现象。 当冲击使某个市场波动加剧

时, 投资者通常会调整资产配置, 将该市场的投资转

移至低风险市场。 面对不确定性因素, 单个投资者调

整资产是理性的, 但若市场上众多投资者都做出相同

的判断及操作, 则会引起市场波动率的增大, 增加整

个金融体系的风险。
在这 3 个机制的相互影响下, 外部冲击使得单个

市场的风险增大, 并导致风险在金融市场之间相互传

染。 我国金融体系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对突发性

事件的抵御能力还亟待提升。 研究新型疫情冲击对中

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 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

险, 提高市场在面对各种突发性事件时的抵御能力,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是我

国四个主要金融市场, 也是在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化解

上受到关注最多的市场。 因此, 本文以中国的货币市

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为核心, 将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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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对四个主要金融市场以及跨市场风险传染的

溢出效应进行量化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将每一次标志

疫情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消息或新闻作为事件。
新冠疫情冲击引发金融市场风险的传导机制如图

1 所示。 新冠疫情爆发时, 实体经济的供给和需求都

受到冲击, 实业的疲软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为金融市

场带来负面冲击; 同时疫情也会直接通过投资者情绪

机制, 影响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 提高市场风险。
当金融市场面临这一外部冲击时, 各个金融市场都会

由于共同风险敞口而产生显著的波动; 同时面对市场

的不确定性, 一些投资者会调整资产结构, 将资金由

高风险市场移至低风险市场; 也有投资者会因恐慌情

绪, 大量抛售资产。 在各机制的叠加影响下, 整个金

融体系的波动加剧, 风险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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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冠疫情冲击引发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机制

学术界已有文献考察重大自然灾难、 意外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和一些政策事件等外部冲击对金融市场

造成的影响。 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文献基于特

定的冲击事件分析其对经济各方面产生的影响, 并以

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方意等, 2019[8]; 佟家

栋等, 2020[11])。 方意等将中美贸易摩擦作为冲击,
运用事件分析法分析其对各金融市场的不同影响, 并

证明了在贸易摩擦的冲击下, 市场间存在典型的

“轮动效应”。 佟家栋等则基于新冠疫情冲击对经济

各方面的冲击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另一类

文献则通过比较不同的外部冲击之间的差异, 寻求各

外部 冲 击 事 件 发 生 的 特 性 和 共 性。 杨 子 晖 等

(2020) [12]分别就 “非典” 与 “新冠” 疫情对我国宏

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 并结合美股

“熔断” 研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提出对我国系统性风

险防控的应对机制。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 文章的主要

贡献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 就作者已有知识范围, 本文是较早采用事

件分析法量化研究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金融市场风险

及风险溢出效应的文章。 事件分析法综合定性和定量

分析优点, 能够分析事件发生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

度及其动态演进路径。
第二, 本文从时间维度量化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对

单个市场风险以及跨市场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 时间

维度体现为新冠疫情冲击对单个市场风险、 跨市场风

险传染的动态溢出路径。 对于动态溢出路径的研究可

以为金融风险防控政策切入时点提供参考。
第三, 对不同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差异进行分

析, 明确新冠疫情冲击如何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市场间

的风险溢出, 为研究突发重大负向冲击下的金融稳定

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模型设定, 主要

介绍事件分析法及运用不同的模型构建被解释变量的

方法; 第三部分为数据描述, 介绍本文使用数据的来

源及其基本描述性统计, 并介绍了本文选取的疫情发

展事件; 第四、 五部分分别研究疫情事件对单个金融

市场的溢出及对跨市场风险传染的溢出; 第六部分为

公共事件下的风险防控, 主要结合系统性风险的生成

原理和实证结果分析在重大公共事件下如何对风险进

行管理; 第七部分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采取的分析方法借鉴 Gourinchas 和 Ob-
stfeld ( 2012 ) [13]、 Schularick 和 Taylor ( 2012 ) [14]、
方意等 (2019) [8]提出的事件分析法, 将新冠疫情每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作外部冲击事件, 分析其对四个

主要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其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的作用

效应。 模型设定将介绍两部分内容: (1) 事件分析

法; (2) 单个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市场间的风险传染

变量的确定。
(一) 事件分析法

事件分析法可以用于分析某一类事件发生对被解

释变量的影响。 具体做法是: 以事件发生时点为中心,
考察事件发生前后目标变量的变化趋势及显著性程度。
此外, 可以用事件发生后目标变量的变化来解释事件

发生对目标变量的影响。 回归模型如式 (1) 所示:

yt = α + ∑
m

s = -m
βsδs + εt (1)

其中: yt 是所关注的被解释变量, 本文所关注的目标

变量包括主要金融市场自身的风险和每两个市场之间

的风险传染。 s 表示距离新冠疫情冲击事件发生的时

间距 离 ( 用 交 易 日 数 计 量 ), 其 取 值 范 围 为

[-m, m], 表示新冠疫情冲击事件发生之前 m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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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日至新冠疫情冲击事件发生之后 m 个交易日的窗

口期。 δs 是构成事件分析法最重要的变量, 即事件虚

拟变量。 它本质上是 N 个虚拟变量的加和, 即 δs =

∑
N

n = 1
δns。 其中, N 表示样本期内发生疫情事件的总件

数, δns表示距离第 n 次新冠疫情冲击发生日期 s 个交

易日的虚拟变量, 具体如式 (2) 所示。

δns =
1 t= ttf,n+s

0 其他{ (2)

其中, δns是事件变量, 是新冠疫情冲击事件发生的

日期。 当新冠疫情冲击发生在非交易日时, 则将事件

变量延迟至离真实新冠疫情冲击事件最近的一个交

易日。
事件分析法实际上与政策评估双重差分法

(DID) 类似, 二者都是应用于仅分析一类事件发生

前后对目标变量的影响。 本文之所以选用事件分析法

进行分析, 是因为相比于 DID 方法, 事件分析法的

好处在于其可以通过对选定窗口期进行连续观察分析

以明确新冠疫情冲击对各主要金融市场影响的动态演

进路径。
(二) 金融风险变量的构建

本文的目标变量为各主要金融市场的风险变量及

跨市场风险传染变量。 其中: 单个金融市场的自身风

险用各金融市场自身的日间动态波动率表示; 跨市场

风险传染则采用不同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来表示。
1. 单个金融市场自身风险。
单个金融市场自身风险变量用动态波动率来刻

画。 其获取方法采用 TGARCH 模型计算得到的日间

动态波动率 ( Glosten 等, 1993[15] ), 其形式如式

(3) 所示:

ht = c0+a1u2
t-1+b1ht-1+d1u2

t-1I
-
i,t-1 (3)

其中, I-i,t-1 =
1　 R i,t-1<0

0　 R i,t-1≥0{ , ut 为各个市场收益率去

除均值之后的残差项序列, ht 为 ut 的动态条件波动

率。 式中 d1>0, 则负向残差对波动率的影响比正残

差更大, 体现了波动率的非对称性。
2. 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
金融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采用不同市场之间的动

态相关性表示。 本文基于 Engle (2002) [16] 提出的动

态 相 关 系 数 自 回 归 条 件 异 波 动 率 ( 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 GARCH, 简称 DCC-GARCH)

模型计算不同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 运用 DCC-
GARCH 模型获取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在风险溢出方

面被广泛应用。 运用 DCC-GARCH 模型的设置如式

(4) 至式 (6) 所示。 假设 K 个变量的时变协波动率

矩阵由 Ht 表示, 其表达式如式 (4) 所示:

Ht =DtP tDt (4)

其中, Dt 为单变量 GARCH 模型计算出的条件标准差

所形成的 K× K 对角矩阵。 P t 为时变相关矩阵, 对其

做如下变换:

P t =diag(Qt)
-1 / 2Qtdiag(Qt)

-1 / 2 (5)

其中, diag Qt( ) 是对角线元素与Qt 中对角线元素一

致的对角矩阵。 对Qt 建立如下所示的回归模型:

Qt =(1-αC-βC)S+αCε∗
t-1ε∗'

t-1+βCQt-1 (6)

其中, ε∗
t-1 = diag (Qt )

-1 / 2 εt-1。 εt-1 为建立单变量

GARCH 模型得到的标准化残差。 Qt 为正定的充要条

件为 αC>0、 βC>0、 αC +βC <1 及矩阵 S 正定。 在 αC +
βC<1 条件下, S 为 ε∗

t 的无条件协波动率矩阵, 即

S=E (ε∗
t ε∗ 't)。

本文关注了四个金融市场两两之间的风险传染大

小, 故模型中的 K( = 4) 个变量应为货币市场收益

率、 股票市场收益率、 债券市场收益率、 外汇市场收

益率中去除均值的残差项。
另外, 为对本文基本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用不同方法以测算单个金融市场风险。 在进

行新冠疫情冲击对单个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的稳健性检

验时, 单个金融市场风险采用计算滚动窗口波动率的

方法。

三、 数据描述

数据描述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 被解释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 即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外汇

市场的收益率、 波动率以及跨市场的动态相关系数。
第二, 主要解释变量的事件虚拟变量构建基础, 即新

冠疫情冲击事件。
(一) 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银存间 7 日质押式回购收益率、 沪深 300
指数、 中证全债价格指数、 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

的日频数据分别作为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和外汇市场的基准变量。 样本区间为 2017 年 1 月 4
日—2020 年 4 月 10 日。 需要指出的是, 在样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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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中国新冠疫情确诊人数达到 81 953 人, 新增确

诊人数几乎控制在 100 人以内,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从而样本区间覆盖中国疫情爆发区间, 具有代表性。
本文的基本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收益率 (%)

货币市场 2. 637 0. 287 1. 138 2. 676 3. 182

股票市场 0. 024 1. 206 -7. 881 5. 948 0. 035

债券市场 0. 004 0. 071 -0. 270 0. 004 0. 670

外汇市场 -0. 001 0. 266 -1. 362 -0. 005 0. 971

波动率 (%)

货币市场 0. 240 0. 202 0. 045 0. 199 1. 492

股票市场 1. 171 0. 509 0. 489 1. 055 3. 467

债券市场 0. 068 0. 045 0. 008 0. 056 0. 706

外汇市场 0. 264 0. 092 0. 147 0. 242 0. 709

动态相关系数

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 -0. 018 0. 036 -0. 343 -0. 018 0. 413

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 -0. 174 0. 341 -0. 926 -0. 190 0. 801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 -0. 205 0. 060 -0. 841 -0. 206 0. 300

外汇市场与货币市场 0. 004 0. 034 -0. 160 0. 004 0. 300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 0. 323 0. 145 -0. 239 0. 311 0. 874

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 -0. 129 0. 102 -0. 874 -0. 128 0. 508

　 　 其中, 货币市场收益率为银存间 7 天质押式回购

收益率,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为算术收益率, 外汇市

场为对数收益率①。 表 1 中标粗的数字为各指标中均

值最小的市场相应指标值。 从均值来看, 债券市场的

收益率和波动率都最低, 而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

的风险传染最低。 此外, 从动态相关系数看, 除外汇

市场与货币市场、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呈现正相

关性, 其他两个市场之间均呈现负相关性。 事实上,
市场之间呈现正相关性, 则表明这两个市场之间是互

补共振的关系, 两个市场同涨同跌; 市场之间呈现负

相关性, 则表明两个市场之间是替代的关系, 俗称

“跷跷板” 效应。 本文的结果表明, 这四个市场之间

主要呈现为替代关系, 以 “跷跷板” 效应为主。
图 2 展示了国内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波动率变化,

其中阴影部分为疫情发生期间。 由图 2 可得到以下结

论: (1) 从波动大小来看, 股票市场面临的风险最

高, 货币市场其次, 外汇市场风险再次, 债券市场风

险最小。 这与表 1 得到的结论相一致。 (2) 从时间

维度来看,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及汇率市场在疫情发

生之后, 其波动率显著提升, 货币市场则是在一段时

间后逐步攀升。 (3) 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在长期存

在显著波动, 疫情期间波动率更高; 债券市场除疫情

期间出现几个极端值之外, 风险始终保持在较低水

平; 而外汇市场的波动率虽然在疫情期间大幅上升,
但其峰值与其余冲击期间均较为接近。 这主要是因为

汇率作为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 其同时受国内和国外

双层因素影响。
上述描述性结果只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风险和各

市场间的风险溢出的走势进行分析, 并没有精确地计

量出新冠疫情冲击对风险的具体影响。 为了准确地度

量这一影响, 运用本文所采用的事件分析法非常有

必要。
图 3 展示了各金融市场之间用动态相关系数表示

的风险传染。 图中纵坐标为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

系数, 阴影部分为疫情发生期间。 通过图 3 可以得到

以下结论: (1) 与未发生疫情相比, 在疫情期间各

主要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均有所增强。 其中,
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 货币市

场与外汇市场、 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这四组关系相较

正常情况传染性增强显著, 而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

021

① 为了表示收益率越高, 该市场的资产价值越高, 这里对外汇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rt = lnpt-1 -lnpt。 Pt 为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 因此, rt 越高, 人民币价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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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与外汇市场在极端情形下传染性增幅较小。
(2) 不同时间各市场之间的传染关系存在差异。 疫

情冲击初期, 股票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呈现负相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演变为正相关; 债券市场与外

汇市场、 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之间大都呈现正相关关

系; 债券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特征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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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市场之间风险传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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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冠疫情冲击事件说明

在选取新冠疫情冲击事件时, 本文充分考虑了

疫情的动态演进过程, 并将每一次新冠疫情的重要

发展变化作为一次新冠疫情冲击事件。 鉴于此, 本

文选取了如下新冠疫情节点作为新冠疫情冲击

事件。

表 2 新冠疫情冲击事件

事件发生时间 事件详情

2020 年 1 月 20 日 钟南山表明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

2020 年 2 月 3 日
疫情达到高峰, 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 “非

典” 在大陆的死亡人数

2020 年 3 月 16 日
我国疫情情况缓和, 境外疫情逐渐发展, 境外

确诊人数超过 10 万。

2020 年 3 月 20 日
多国新冠疫情发展迅速发展并采取紧急措施,
全球确诊人数超过 25 万。

2020 年 4 月 1 日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欧洲确诊超过 40 万, 全球

超过 85 万, 死亡人数超过 4 万, 形式愈发严

峻。 钟南山认为我国不会再出现第二波疫情。

四、 新冠疫情冲击对单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

本部分采用事件分析法, 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发生

对单个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
(一) 基本结果分析

图 4 展示了运用事件分析法得到的新冠疫情冲击

对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风险

的溢出效应。 其中事件分析法采用的参数为前后各

8 期。
首先, 新冠疫情冲击的发生对各个金融市场都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 由图 4 中各市场与风险事件的回归

系数大小可知, 股票市场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最大, 而

债券市场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影响最小。 具体而言, 货

币市场、 外汇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在受到冲击

1~2 天后, 其风险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大, 并在

之后的 3~5 个交易日持续上升。
其次, 新冠疫情冲击对各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具有

短期效应。 如图所示, 各市场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

5~6 天后受到的影响达到峰值。 在这之后, 新冠疫

情冲击对其产生的影响逐渐降低。 由此可以推断, 新

冠疫情冲击影响更多的是投资者情绪的因素。 当新冠

疫情冲击发生一段时间后, 投资者情绪逐渐平息, 各

金融市场受到的影响逐渐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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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注: (1) 横坐标轴为事件发生前后期数, 单位为天。 纵坐标轴对应使用事件分析法的回归系数; (2) 图中实线为单个市场金融风险与事件

变量的回归系数, 上下两条虚线分别为回归系数加减两个标准差, 两条虚线间为 95%置信区间。 下同。

221



　 2020 年第 8 期 ·专栏: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与防控·

　 　 最后, 债券市场受到影响的波动性与其他市场

存在一定的差异。 与其他市场不同的是, 债券市场

风险所受的影响并非持续上升, 而是间歇性地上

升, 这说明债券市场受到的影响更小。 本文认为,
债券市场受到的这种影响结果由于以下 2 个原因造

成: 第一, 债券市场的稳定性相较其他市场更好。
这是由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所造成。 理论而言, 某

项资产的价格是由该项资产一系列未来现金流的贴

现值决定。 由于债券未来的现金流相对于股票等其

他金融资产更加稳定, 因此债券价格的变动幅度较

小。 这会导致债券市场相比其他市场的稳定性更

强。 在疫情期间, 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投资者

更倾向于持有债券这类风险较低的资产。 这实际上

是一种追逐安全资产 ( Flight-to-quality) 效应。 第

二, 债券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与其他市场上的投资者

不同。 债券市场的投资结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而

机构投资者的存在对市场起着稳定作用。 因此, 在

受到冲击后, 债券市场能够更快地恢复到正常的水

平。 因此, 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存在以及投资者规避

风险的需要, 债券市场在受到影响后能够更快地恢

复到低风险的水平。

(二) 稳健性分析

稳健性检验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延长样本区间

为 2010 年 1 月 5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检验在延

长的样本期间与其他事件相比, 新冠疫情冲击的发生

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否显著。 第二, 更换单个

金融市场风险的计算方法。 本部分波动率计算方法是

采用滚动窗口法计算单个市场的波动率。 具体做法是

设置窗口长度为 20 个交易日, 每次计算向前滚动一

个交易日, 计算这段时间的样本标准差作为波动率。
其结果如图 5 所示。

与基本结果类似, 新冠疫情冲击造成了各金融市

场的风险发生显著上升。 同时, 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存

在和债券市场自身低风险的性质, 债券市场风险快速

上升的阶段晚于其他市场, 并在上升到峰值后快速下

降。 值得注意的是, 在稳健性分析中, 货币市场在疫

情发生后其风险的上升与基本结果略有区别, 即货币

市场受到疫情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

窗口期较短的情况下, 货币市场确实受到较大的影

响。 在延长窗口期后, 由于货币当局及时采取了宽松

的货币政策, 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因此疫情冲击事件

导致的货币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并未高过其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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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滚动窗口测算波动率)

五、 新冠疫情冲击对跨市场风险溢出的影响

本部分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新冠疫情冲击发生对

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产生的影响。
(一) 基本结果分析

图 7 展示了运用事件分析法得到的新冠疫情冲

击对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两

两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 其中, 事件分析法采

用的参数与上一部分相同, 均为前后 8 期。
由图 7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 与新冠疫情冲

击对单个市场的影响不同, 大多数市场之间的风险溢

出显著变化出现在疫情事件发生后 2 ~ 4 个交易日。
本文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 新冠疫情冲击会立即作用

于各个金融市场, 在各个金融市场对新冠疫情冲击做

出反应之后, 才会逐渐产生市场之间的溢出。 与单个

市场在疫情发生当期就做出反应不同, 市场之间的溢

出会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其次, 与疫情发生前相比, 各市场之间的风险溢

出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市场间

风险溢出变化方向不同。 具体而言, 债券市场和货币

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在疫情发展的前期不显著, 在疫

情发生 5~6 天后出现了显著的降低。 与此同时, 新冠

疫情冲击也并未导致所有市场之间风险传染的趋势发

生变化。 例如, 事件发生前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

风险传染趋势与事件发生之后并未有较大的变化。 二者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在上升到峰值后再显著下降。 然

而, 新冠疫情冲击的发生导致出现了更大的溢出峰值。
此外, 由表 1 可知, 除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 外

汇市场与货币市场外, 其余各市场间的传染主要呈现

出 “跷跷板” 的效应, 即二者风险波动呈现相反的

状态。 当新冠疫情冲击降低了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

时, 实际上是增加了这种 “跷跷板” 效应。 如股票

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风险传染在新冠疫情冲击刚刚

发生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二者间的跷跷板效应增

强。 事实上, 在新冠疫情冲击发生时, 风险传染呈现

“跷跷板” 效应的市场这种效应都倾向于增加, 即各

市场间的替代效应上升。
然而,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与货币市

场在未遭遇冲击时呈现出正相关性, 而新冠疫情冲击

的发生则增大了这种正相关性, 即两个市场间的同步

风险共振上升。 接下来, 本部分将详细分析这种情况

出现的原因及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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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新冠疫情冲击下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

　 　 注: 实线为金融市场间风险传染与事件变量的回归系数。

　 　 首先, 基于市场之间的关系, 使用共同风险敞口

机制进行解释。 即各金融市场处于同一宏观经济环

境, 受到相似的新冠疫情冲击, 从而导致各市场之间

发生联动。
其次, 基于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进行解释。 当

冲击发生时, 出于避险的需求投资者通常会选择改变

其资产配置, 选择风险较低的资产。 需要指出的是,
共同风险敞口机制导致两个市场动态相关性上升, 即

风险溢出增大, 两个市场间的风险共振上升; 投资者

的资产配置机制则会导致两个市场的动态相关性降

低, 即风险溢出降低, 两个市场的替代效应增强。 以

债券市场为例, 当新冠疫情冲击刚刚发生时, 基于对

疫情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冲击程度的担忧, 投资者情绪

产生较大的波动, 因此更倾向于选择债券这类风险较

低的资产, 投资者资产配置机制起主要作用。 因此在

疫情初期 1~ 3 天, 各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均

呈现下降的趋势或未发生显著变化, 即市场间的替代

效应上升。 在疫情发生 2 ~ 4 天后, 投资者对疫情及

市场形势有了一定了解, 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逐渐平

息。 从而, 在此时, 共同风险敞口的影响开始在市场

上起到主要的作用。 因此, 在新冠疫情冲击后 2 ~ 5
天, 各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开始呈现出上

升的趋势。
最后, 值得注意的是, 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以及

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风险溢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均

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这可由投资者情绪机制予以解

释。 根据表 1 可知, 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

与货币市场之间以正向溢出为主, 而新冠疫情的冲击

更是加剧了这种正向溢出。 同时, 由图 7 中的回归系

数可知, 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间的风险传染受新冠疫

情冲击影响最大。 这主要是因为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

都是波动率较高的市场。 股票市场更容易受到投资者

情绪的影响, 而外汇市场则受到更多除了情绪外的其

他因素影响。 由于在疫情发生后期, 国外疫情形势逐

渐发展, 外汇市场相较于其他市场更容易受到来自国

外的影响, 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倾向

于持续增加。
此外, 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则在

2~3天内收敛到零。 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冠疫情冲击发

生后导致货币市场风险上升, 但由于我国实施了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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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政策, 降低了货币市场风险。 与此同时外汇市

场风险持续上升, 货币市场则仅在疫情发生时其风险

出现短期的增长, 因此两个市场的风险溢出只受新冠

疫情冲击影响短暂地上升。
综上, 各市场之间的风险因素受到共同风险敞

口、 投资者资产配置、 投资者情绪及政策环境多种因

素的影响, 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总体而言, 新冠

疫情冲击倾向于增大市场间原有的关系。 即, 当市场

间原本呈现替代关系时, 新冠疫情冲击会增强两个市

场间的替代关系; 而当市场间原本呈现风险共振关系

时, 新冠疫情冲击则会增强两个市场间的互补关系。
与此同时, 在冲击发生 2 ~ 4 天后, 各个市场之间的

风险溢出均有所增加, 这说明疫情的发生确实造成了

各个市场风险的上升。

六、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金融风险防控

上文表明, 在重大风险事件的作用下, 金融市场

及其溢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波动。 为了防范和化解重

要风险, 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是有必要的。 通常而

言, 金融系统性风险在冲击的作用下, 由于关联性的

存在而导致风险放大。 因此, 应在每个环节采取相应

的措施。
(一) 外部冲击———在源头上遏制风险的产生与

发展

当外部冲击发生时, 相关部门首先应采取措施,
预防外部冲击传导至金融市场造成内部冲击。 根据方

意等 (2019) [6]的研究, 追根溯源来看, 内部冲击实

质上源于外部冲击, 金融部门联结着实体经济中的储

蓄、 投资等部门, 为资金配置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为

风险传导提供了天然通道。 新冠疫情冲击造成市场波

动率提高, 风险上升, 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 从供

给端看, 新冠疫情引起生产者供应链出现断裂, 导致

实体部门产能下降, 许多公司长期停业, 一季度业绩

大幅下降, 进而影响到其持有的资产及相关金融部

门; 从需求端看, 新冠疫情使得消费者长期居家隔

离, 产品消费能力大幅削减, 引起市场信心低迷, 金

融部门风险大幅升高。
在外部冲击发生时, 相关部门首先应采取有效政

策, 预防外部冲击向内部冲击的转化。 本次疫情未对

金融市场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也是因为在冲击发生的

初期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社交隔离政策以及货币财政

政策等。 社交隔离政策降低了疫情冲击幅度, 宽松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实体经

济和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的抵抗力。
(二) 关联性———降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染

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在外部冲击发生时进行, 相关

机构应当对各市场、 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有效的日

常监测。 关联性是金融市场之间风险传染的基础, 冲

击大小不同, 关联性带来的影响不同。 Acemoglu 等

(2015) [17]认为, 在冲击较小的时候, 关联机制以风

险分担效应为主; 在冲击较大的时候, 关联机制以风

险传染效应为主。 因此在冲击未发生时, 将关联性维

持在一个较为健康的范围内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

导致: (1) 金融机构面临相似的监管环境所形成的

关联性。 各行业由于经营实践不同, 所面临的具体监

管措施也有不同; 然而行业内机构由于监管环境的相

似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 投资者面临相似

的经济环境所形成的关联性。 当冲击发生时, 金融市

场上的大多数投资者处在相似的冲击之下, 对冲击可

能带来的经济结果也倾向于有相似的预期。 这导致

了投资相似的经济行为, 也容易造成个体理性而集

体非理性的结果。 (3) 金融市场机构持有资本的相

似性和业务的关联性。 金融机构通常会采取同业拆

借的方式降低流动性风险。 与此同时, Acharya 和

Yorulmazer (2008) [18]、 Benoit 等 (2016) [9] 指出金融

机构存在通过持有更加相似的金融资产以 “抱团取

暖”。 而竞争机制的存在也导致了金融机构间业务关

联性的形成。
事实上, 学界已有诸多模型用以监管和测算金融

机构及行业间的关联性。 关于这些模型的综述可以参

照方意等 (2019) [6]、 方意和黄丽灵 (2019) [19]。 在

日常监管中通过对这些模型的测算, 可以及时监控金

融机构及行业间的关联性, 从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三) 重点关注———外汇市场的影响因素

外汇市场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 尤其是类似于本

次疫情这样的全球范围内的冲击。 由实证分析可知,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外汇市场风险有较大的上升。 同

时, 由外汇市场风险走势图可以看出, 外汇市场的波

动率相比于其他市场更容易发生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

以下几个因素导致:
一是投资者情绪因素。 当冲击发生在本国时,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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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投资者倾向于持有国外资产, 由此造成资本外流,
进而外汇市场风险上升; 当冲击发生在外国, 国外投

资者倾向于持有本国资产, 本国投资者倾向于将资本

撤回本国, 这同样也会造成外汇市场风险上升。 因

此, 与其他市场相比, 外汇市场不仅受到国内投资者

的影响, 还会受到国外投资者的影响

二是经济基本面因素。 这次疫情对贸易造成的不

利影响也是汇率市场发生波动的原因。 与投资者情绪

因素类似, 不仅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因素会影响到外汇

市场, 国外基本面因素也会影响到外汇市场。 中美贸

易战期间, 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 外汇市场风险出现

了较大的上升 (方意等, 2019[8])。
由于外汇市场更容易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 因此

外汇市场风险更容易因受到多种冲击的影响而增大。
相关政策机构应对外汇市场多加重视, 及时识别来自

国内国外的冲击, 避免由于外汇市场风险上升给整个

金融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七、 结　 论

本文基于事件分析法, 量化分析了新冠疫情冲击

事件的发生及发展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风险及各金融

市场之间风险溢出的影响, 为采取措施应对突发重大

公共事件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经过分析, 本文

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 从单个金融市场来看, 新冠疫情冲击在

短期内会造成金融市场风险上升。 其中, 股票市场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最大, 债券市场受到新冠

疫情冲击的影响最小。 在时间维度上 , 货币市场、
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风险均在疫情发生当期或疫

情发生 1 ~ 2 期产生显著增加, 且疫情对其影响持续

上升, 在 3 ~ 5 天后达到峰值后逐渐降低。 债券市场

所受影响与其他市场类似, 但债券市场受到疫情事

件的影响与其他市场相比演进路径更为复杂。 这体

现了投资者结构及投资者情绪机制在市场风险中的

重要作用。
第二, 从跨市场风险角度来看, 股票市场和外汇

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影响最大, 而

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受到新冠疫情冲

击的影响最小。 在时间维度上, 跨市场风险传染受到

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单个金融市场有所滞后。 在风

险传染受事件影响的方向上, 在新冠疫情冲击发生初

期倾向于增大市场间原有的关系。 如债券市场作为风

险较低的市场, 与其他市场之间主要呈替代效应, 新

冠疫情冲击增大了这种替代效应; 而股票市场与外汇

市场之间主要呈现风险共振的关系, 在新冠疫情冲击

下, 二者风险共振关系增强。 而在新冠疫情发生后

5~7 天, 各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有增大的趋势,
即新冠疫情冲击造成了各市场风险共振上升。 在新冠

疫情冲击发生 6 ~ 8 天后, 各市场受新冠疫情冲击影

响逐渐开始收敛。
第三, 风险传染受到三种机制的影响, 即投资者

情绪机制、 共同风险敞口机制和投资者资产配置机

制。 在疫情发生后的不同时期, 三种机制中起主导作

用的机制不同, 会导致不同市场风险传染的演进路径

不同。 在新冠疫情冲击的初期, 受投资者情绪机制的

影响, 各市场风险上升; 在各市场刚刚受到冲击后,
投资者资产配置机制起主导作用, 这导致了风险较低

的市场与风险较高市场间的替代效应增强; 在新冠疫

情冲击后期, 共同风险敞口机制起主导作用, 各市场

间的风险传染均有所上升。 同时, 政策措施在阻断风

险溢出上起了有效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在重大风险事件发生时, 短时间内应该对

投资者情绪加以稳定, 在平时则应加强投资者教育。
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初期, 投资者资产配置机制和投资

者情绪机制占主导地位。 而在此时如果不对投资者过

度反应的情绪加以稳定, 很容易造成对风险资产的大

量抛售和对安全资产的过度需求, 进而导致 “跷跷

板” 效应的增强, 造成金融系统性风险。
第二, 在四个主要金融市场中, 外汇市场和股票

市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而导致波动性上升, 且二者

之间的风险溢出也更大。 因此, 在出现风险事件时,
相关政策机构对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应多加关注并及

时采取相关措施, 例如, 可以重启逆周期因子来应对

重大风险事件对外汇市场造成的冲击, 对冲非理性因

素; 当预计风险事件在市场上会形成恐慌时, 可以提

前进行窗口指导, 引导投资者行为。
第三, 单个金融市场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先于金融

市场间的传染。 因此当冲击发生时, 应及时对单个金

融市场采取相应的政策, 降低由于关联机制存在而导

致的风险传染。 在冲击较小的时候, 关联机制以风

险分担效应为主; 在冲击较大的时候, 关联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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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传染效应为主。 本文对货币市场的分析发现,
在冲击发生时, 针对单个金融市场制定的政策可以

有效降低单个市场风险, 进而减轻市场间的风险

传染。
第四, 监管当局应在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各个环节

进行有效监管。 在未发生冲击时, 相关政策机构应时

刻关注各市场的关联性, 将不同市场更多的参与者纳

入统一监管框架之下, 增强金融系统对风险的抵抗

力; 在冲击发生后应及时采取措施以降低各金融市场

在面对冲击时的异常波动和风险传染。 同时, 应更加

关注容易受到影响的市场, 以减轻由于某个市场风险

增加给金融系统整体带来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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