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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华尔街将崩盘定义为单日或数日累计跌幅达２０％的现象，联系中国证券交易所对个股股价异常波动情形的
规定，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的企业，应履行出具公告的义务，文章认为该规则在
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证券市场个股崩盘现象的表征。Ｐｉｏｔｒｏｓｋｉ等（２０１５）在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股价崩盘风险时就曾将股
价下跌２０％作为判定个股股价崩盘的一个标准。

②　当股票收益率服从偏态分布时，收益率会出现极端情况，增大股价崩盘的发生概率。

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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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资本套利框架下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效果及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企
业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套利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股

价崩盘风险”是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加剧资本市场不稳定性的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风险主要来自交易类金融

资产的过度投资及投资性房地产、委托贷款等的配置。研究结论为“防止脱实向虚”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对

实体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决策，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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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渐淡去，企业产能过剩以及外部需求不足等

问题滋生，实体企业的经营利润普遍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土地资源的稀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以及金融行业的利率管制，使得房地产行业与金融行业成为高额利润的代表。在资本的逐利驱使下，

实体企业纷纷试水金融投资，致使企业越来越偏离主营业务，加剧了其空心化以及衰落的可能性，这

种现象被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谢家智等，２０１４［１］；王红建等，２０１７［２］）。
随着中国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化日渐成为实体企业投资经营的重要特征。如图１所示，

２０１５年，近８５％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亦达历史最高点。然而，实体企
业热衷金融投资的行为致使企业金融化风险凸显。无论是温州民间信贷风波引致的股市动荡还是华

西股份转型金融后股价的持续下跌，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都吹大了其资产泡沫，致使上市

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徒增。为防止股价暴涨暴跌，防范股价崩盘风险，中国证监会核准了１０％的涨跌幅
限制规则。因此，文章所界定的股价崩盘是指企业在没有任何信息征兆的情况下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２０％①，致使投资者财富缩水的现象（陈国进等，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Ｐｉｏｔｒｏｓｋｉ等，
２０１１）。股价崩盘风险则指股票收益率的偏态分布程度②（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１），揭示了股价偏离企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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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波动带来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上升，股票市值的下降。上述现象提供了一个有

意义的话题：实体企业主动的金融资产投资是否会对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影响？

在实体企业不断涉足金融领域的同时，存在过度负债问题的企业数量连年上升。根据图２，过度
负债①的实体企业数量从２００８年的３０６家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６３０家，增长幅度约为１０６％，结合近几年
华西股份等企业②过度负债带来的股价下跌现象，提出以下思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是否会使企

业面临过度负债的窘境，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又是否能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

纵观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轨迹，炒房、炒股热潮过后，理财产品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资产，同样受到

了中国企业的青睐。据统计，２０１６年购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有７６７家，金额高达７２６８７６亿元。③

鉴于理财产品较高的收益率，购买理财产品成为上市公司盈利的主要方式。但偏离主业经营的投资

行为放大了企业的金融风险④。结合华西股份股权投资的市场反响⑤，实体企业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

配置显然存在不同的市场预期，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实体企业投资的不同金融资产是否会对股价

崩盘风险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的Ａ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基于Ｐｅｎｍａｎ—
Ｎｉｓｓｉｍ分析框架以及资产构成角度⑥，以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衡量指

标，并在资本套利框架下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及路径。主要贡献

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微观层面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相关领域的文献，拓展了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的研究；第

二，揭示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路径。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呈现了“企业金融化—

过度负债—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途径，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金融市场风险关系的相关研究；第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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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负债指企业实际负债率超过目标负债率的部分。

２０１７年３月份陆续爆发的辉山乳业、齐星铁塔（现改名为北讯集团）股价跳水大跌事件亦表明金融投资引致
的高债务水平是企业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辉山乳业董事长投资“沈阳万鼎”等多家房地产业务公司以及

齐星铁塔设立全资子公司健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全资三级子公司青岛键富投资有限公司的行为是企业负债率保持

较高水平（辉山乳业２０１６年的负债率为５７８８％）并大幅上升（齐星铁塔２０１６年的负债率增长幅度为５７８３％）的内
在原因，而债务问题则加大了企业的金融风险。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ｔｏｃｋｈｅｘｕｎ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１－３０／１８７９６７２７８ｈｔｍｌ
以中粮屯河（现改名为中粮糖业）为例，在２０１２年公司业绩巨损的情况下，２０１３年却毅然偏离主业生产，将主

要融资所得投向理财产品，一年累计投入 ３０７１亿，占当年净资产的５０７２％，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３６５７８％，２０１４年
在遭受市场质疑的同时仍不遗余力地理财，致使股价持续低迷。

２０１４年参股带来的投资收益占营业利润的４０％，资产负债率约为３２％，２０１５年高调涉足金融业后资产负债
率加倍上升，股价持续下跌。

Ｃｒｏｔｔｙ认为可以从资产构成以及权益构成和利润分配两个角度来衡量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因为实体企业的金
融化行为是企业投资决策的体现，资产构成角度更能反映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所以，文章从资产构成角度度量企业

的金融化程度。



于异质性视角分析了不同金融投资类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明确了企业金融化风险的主要来

源，对企业确定金融资产的最佳投资类型与规模，稳定企业股价，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金融化是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的一种现象（Ｄｕｍéｎｉｌ＆Ｌéｖｙ，２００４；Ｃｒｏｔｔｙ，２００５；Ｋｒｉｐｐｎｅｒ，２００５），揭
示了实体企业资产负债表结构的重要变化（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２００８［３］）。实体企业金融化是指企业增加金融
投资，使企业利润更多地来自金融领域的一种现象（Ｋｒｉｐｐｎｅｒ，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具体表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日益增大的金融资产投资规模（王红建等，２０１７）。目前国内外学者有关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
究主要包括金融化的经济后果、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研究了金融化的经济后果。宏观层面的研究大多对金融

化持否定态度，认为金融化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就业等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Ｐａｌｌｅｙ（２００８）认为过
度金融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刘小玄等（２０１１）通过研究信贷资源的配置情况，揭示金
融市场的二元分割现象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负向作用；Ｉｇｎａｃｉｏ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ＨｅｃｔｏｒＳａｌａ（２０１４）［４］提供实证
证据，说明金融化通过挤出生产性投资产生失业效应；Ｂｈａｄｕｒｉ（２０１１）与Ｇｉｒｏｎ等（２０１２）认为金融化是
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与宏观研究近乎一致的观点相比，微观层面的研究结论则存在较大争议。

Ｔｏｂｉｎ（１９６５）认为金融投资与实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２００８）以１９７３～２００３
年美国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化与企业实际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饶华春（２００９）
发现金融投资能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谢家智等（２０１４）认为过度金融化削弱了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刘笃池等（２０１６）［５］从企业经营性业务生产效率角度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结果
表明金融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这种影响可滞后两到三年；王红建等（２０１７）从创新角度
验证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套利动机，发现金融化行为虽然提高了企业下一期的经营业绩，但却挤

出了企业创新，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大量理论研究表明，实体企业不同动机下的金融化行为具有截然相反的经济后果。Ｄｅｍｉｒ
（２００９）［６］和Ｓｅｏ（２０１２）认为资本套利动机下的金融化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刘笃池等
（２０１６）指出企业金融投资的三个动机，阐述了三种动机下金融化的不同经济后果；王红建等（２０１６［７］，
２０１７）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套利动机，一种是资金储备动机，且认为企业的
跨行业套利行为对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资金储备动机下的金融投资行为则促进企业创新。

国内外关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公司层面展开，包括公司内部与外部因素，其中内

部因素主要有公司与管理层行为（江轩宇等，２０１５［８］）、会计信息质量（Ｈｕｔｔｏｎ等，２００９［９］；施先旺等，
２０１４）等，外部因素则主要指机构投资者（Ｃａｌｌｅｎ＆Ｆａｎｇ，２０１１；曹丰等，２０１５［１０］）、分析师（Ｘｕ等，
２０１３）等外部市场主体和宗教信仰（Ｃａｌｌｅｎ＆Ｆａｎｇ，２０１４）等。

总结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第一，微观层面上，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资源配

置及其效率的影响，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研究不足，且缺少对企业金融投资决策与资

本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关注，这样做的缺陷可能是：弱化了实体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属性，切断了虚

拟资本所有权与职能之间的内在联系①，致使研究结论针对性不强。因此，从投资风险角度将企业金

融化行为与股价崩盘这一资本市场极端现象联系起来，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同时为经济金融化背景下实体企业正确做出投资决策，稳定股价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二，已有研究虽

然从金融投资动机角度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经济后果，但均忽视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具体作用

路径，这样做隐含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深层逻辑，探究的仅是变量间的直接关系

与相关关系。因此，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实体企业金融投资风险的作用路径既能揭示企业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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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实际是对虚拟资本所有权与现实资本所有权分离

的另一种解释，即股东持有的所有权证书与企业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资本的分离。



现象的复杂性与内隐性，间接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又能为企业实现风险多环节防控提供借鉴；第

三，现有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大多将金融投资视为一项活动，认为企业配置的金融资

产具有同质性。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企业投资的金融资产类型存在差异，且

不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与可逆性不同，因而企业配置不同金融资产所承担的风险不同①。因此，细分

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类型，分别研究不同金融资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具有实践意义，不仅加深了

对企业金融化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的理解，更能有效指导企业确定最佳的金融投资类型及

规模。

三、研究假设

基于公司金融理论，企业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金融化作为企业行为之一

（蔡明荣等，２０１４［１１］），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是文章的研究重点。
金融市场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是企业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缓解融资约束的重要途

径，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金融领域超额利润的显现，资本运作与金融投机日益成为实体企业

参与金融市场的主要方式（谢家智等，２０１４；刘笃池等，２０１６）。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动机也逐渐从资
金管理向跨行业套利转变，以现金流管理为目的的金融化行为在增加企业现金流入的同时降低了企

业的风险，而以逐利为目的的金融化行为则加剧了企业的短期行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企业的

崩盘风险（陈国进等，２００８）。动机不同，企业金融化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同，因此，对实体企
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研究，首先需要考虑企业金融投资的动机。

现金管理动机是指企业通过将闲置资金用于回报较低但易变现的金融资产投资实现平滑企业资

金需求，提高资金管理效率的目的。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理论，企业的现金净流入越多，企业越倾向于

将富余资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增强资金流动性（Ｇｏｒｄｏｎ等，１９９５），改善经营业绩，表现为现金管理行
为（韩燕等，２０１５）。资本套利动机则指企业主要投资流动性较差但回报较高的金融资产，以获取超额
收益。根据马柯威茨投资组合理论，企业预期的金融投资收益越高，为了分享高额利润，提高综合收

益，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越大，表现为资本套利行为（胡奕明等，２０１７）。因此，提出下述假设：
Ｈ１ａ：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现金净流入正相关，则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为现金管理行为；
Ｈ１ｂ：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投资收益正相关，则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为资本套利行为。
由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动机的转变，近几年企业金融套利行为频现，伴随着高杠杆问题的不断显

现以及资产泡沫风险的不断积聚，防范金融套利风险成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任务，因此在资本套利

框架下探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具体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据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企业持有的实物资产、金融资产等资产组合会影响金融市场的运

行，影响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Ｅｐ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７）认为企业金融化是金融泡沫产生并放大的主要原因，泡
沫破裂，股价大幅下跌是股价崩盘的直接体现（Ｊｉｎ＆Ｍｙｅｒｓ，２００６［１２］；Ｈｕｔｔｏｎ等，２００９；Ｋｉｍ＆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具体来说，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具有以下影响：第一，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业
与房地产行业，将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张慕濒等，２０１４［１３］），基于随机泡沫模型假说，泡沫的随机破裂
是企业股价崩盘的主要原因（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８２）；第二，金融资产可能带来的丰厚利益改变了
高管目标，使企业投资决策时更倾向于短期效益（Ｃｒｏｔｔｙ，２００５；Ｏｒｈａｎｇａｚｉ，２００８），而短期行为会增加企
业的股价崩盘风险（Ｋｉｍ等，２０１１）。因此，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短期性、与主营业务不匹配的特点（张
慕濒等，２０１４），加剧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对此，提出下述假设：

Ｈ２：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张宗新（２００５）［１４］指出虽然表面上金融市场运行状况源于投机行为，但本质上是由过度负债导致

的。基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实体企业通过投资金融资产获取超额回报时，也会承担较高的风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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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常情况下，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与其风险性成反比；可逆性越大，资产的转换成本越高，风险越大。



实体企业愿意通过加杠杆的方式进行金融资产投资，因此，资本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更倾向于过度

负债（王红建等，２０１６）。Ｓｔｏｃｋｈａｍｍｅｒ（２０１０）认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是企业负债率日益上涨的主要原
因；陆正飞等（２０１５）［１５］总结已有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是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因素。

杠杆效应假说认为财务杠杆的上升是企业风险加剧的主要原因。费雪在分析金融市场不稳定性

时指出过度负债是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最根本原因；明基斯的金融不稳定假说通过将理财企业进行

分类，揭示了债务敞口致使投机型企业面临财务风险；王合绪（２００１）认为管理者短期行为导致的过度
负债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发生财务危机埋下隐患，从而指出过度负债是企业财务风险加大的直接原

因；Ｄｉｃｈｅｖ（１９９８）、Ｇｒｉｆｆｉｎ＆Ｌｅｍｍｏｍ（２００２）、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２００８）以及 Ｃｈａｖａ＆Ｐｕｒｎａｎａｎｄａｍ（２０１０）研
究发现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程度与未来回报呈负相关关系；ＪｕｄｓｏｎＣａｓｋｅｙ等（２０１２）［１６］通过将负债
率细分为目标负债率和过度负债率，进一步发现过度负债是企业未来回报下降、成长能力弱化的关键

因素，同时指出过度负债的企业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信息因未得到市场投资者

的及时反应而被隐藏，根据坏消息窖藏理论，隐藏信息是股价崩盘风险加剧的主要原因；陈艳利等

（２０１７）［１７］认为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同时指出管理者受高杠杆困境影响所采取
的极端行为加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综合上述论断，实体企业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加杠杆行为，表现为企业的过度负债倾向（王红建

等，２０１６），而企业的过度负债行为又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大企业股价下跌的发生概率，加剧企
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即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增大提高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而增加了企业的股

价崩盘风险。因此，提出下述假设：

Ｈ３：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同时股价崩盘风险越大，过度负债在企业金融
化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即使出于相同的投资动机，实体企业配置不同金融资产的表现也可能不一致（韩燕等，

２０１５）①。实体企业投资的金融资产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交易类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委托贷
款等新兴金融资产以及长期金融股权投资（宋军等，２０１５［１８］）。根据宋军等（２０１５）提出的富余
效应，实体企业适度的交易类金融资产投资在提高资金管理效率的同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水

平，降低企业风险；但实体企业过度依赖金融资产收益时，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越来越高，不仅

损害实体产业的持续发展（Ｓｔｏｃｋｍｍｅｒ，２００４；Ｄｅｍｉｒ，２００９；Ａｋｋｅｍｉｌｋ＆Ａｌｉｓｕｋｒｕ，２０１３），而且加剧
企业的短期行为，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这样，实体企业的交易类金融资产投资比重与股价崩盘

风险之间存在一种 Ｕ型关系。投资性房地产流动性较低，坏消息窖藏理论认为，流动性越低，隐
藏信息越可能一次性全部释放到市场（谢雅路，２０１６［１９］），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委托贷款等新兴
金融资产收益高获利快的特点使其成为企业的重要投资渠道，资金的大量涌入不仅使企业偏离

主营业务，而且放大了资产泡沫，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流动性较差，转换成

本较大，股价崩盘风险较高。故提出下述假设：

Ｈ４：随着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比例的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先减少后增加，二者呈 Ｕ型关系；投资
性房地产、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与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持有比例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的Ａ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２００９年开始作为样本期
间，是因为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负债率大幅上升，存在过度负债趋势（陆正飞等，２０１５），借
鉴已有文献，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至少需要滞后一期的数据，所以选择的研究起点为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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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而言，不同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不同，市场预期不同，且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不同步，在某一时刻

（或时间段内），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类型、规模不同，总体风险可能加剧、减弱或不变。



年。文中数据均来自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与ＲＥＳＳＥＴ数据库。
根据研究需要，文章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１）剔除了每年交易周数小于３０的样本，以确保研

究样本具有较为活跃的市场，准确估计个股周特定收益率，有效测度股价崩盘风险；（２）剔除样本期间
被ＳＴ与ＳＴ的公司样本，因为这些公司本身的股价崩盘风险可能较高；（３）剔除缺失值。同时，为了
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对主要变量进行了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

（二）主要实证模型

借鉴韩燕等（２０１５）、宋军等（２０１５）与邓超等（２０１７）的研究，建立以下模型对假设Ｈ１进行检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α＋β１Ｉｔ－１＋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１）
式（１）中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用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度量；Ｉ分别代表现金

净流入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和金融投资收益Ｇａｉｎｓ。现金净流入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的自然对数表
示，由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有正有负，数值为负时无法进行对数处理，所以按 －ｌｎ（－Ｃａｓｈ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处理；金融投资收益①用投资收益的自然对数衡量，这是因为投资收益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高

度相关，且是企业分享金融领域利润的主要途径，该指标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预期收益越多，由于投

资收益也存在取负值的情况，故也按上述方法进行处理；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
表１。因自变量取值均滞后一期，故可以缓解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依据假设Ｈ１，如果式（１）中的 β１显著为正，当 Ｉ代表现金净流入时，则表明企业现金净流入越
多，企业越倾向于进行金融投资，支持现金管理动机，反之则否定企业金融化的现金管理行为；当 Ｉ代
表金融投资收益时，则说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预期的金融投资收益正相关，支持资本套利动机，反之

则无法证实企业金融化的资本套利行为。

参照江轩宇等（２０１５）、王化成等（２０１５）［２０］等的研究设计，使用如下模型对假设Ｈ２进行检验：
Ｃｒａｓｈｔ＝α＋β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２）
上式中的Ｃｒａｓｈ为被解释变量，即股价崩盘风险，采用负收益偏态系数 ＮＣＳＫＥＷ衡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为解释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为一组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表１。该模型同样可以缓解自变量与因变
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假设Ｈ２，若式（２）中的β１显著为正，则说明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二者正相关，反之股价崩盘风险越少。

借助温忠麟等（２０１４）［２１］的中介效应模型，依照陆正飞等（２０１５）、陈艳利等（２０１７）等学者的研
究，采用式（２）与下述模型对假设Ｈ３进行检验：

Ｅｘｌｅｖｂｔ＝ａ＋ｂ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ｃ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ε （３）
Ｃｒａｓｈｔ＝α＋β１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β２Ｅｘｌｅｖｂｔ－１＋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４）
式（３）和式（４）中的 Ｅｘｌｅｖｂ为中介变量，即过度负债水平，具体衡量方法参照 Ｄｅｎｉｓ＆Ｍｃｋｅｏｎ

（２０１２）、陆正飞等（２０１５）、陈艳利等（２０１７）的研究，其他变量定义参见表１。
依照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如果式（２）中的β１显著为正，式（３）中的 ｂ１显著为正，式（４）中的 β２显

著为正，同时式（４）中的β１不显著，则表明过度负债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过程中起到
完全中介作用，反之过度负债的完全中介效应不显著。

根据李军和陆（２０１５）等相关学者的研究，选用下列模型对假设Ｈ４进行检验：
Ｃｒａｓｈｔ＝α＋β１Ｆｔ－１＋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５）
Ｃｒａｓｈｔ＝α＋β１Ｆｔ－１＋β２Ｆ

２
ｔ－１＋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６）

Ｃｒａｓｈｔ＝α＋β１Ｆｔ－１Ｉ（μｔ－１≤λ）＋β２Ｆｔ－１Ｉ（μｔ－１＞λ）＋γＣｏｎｒｔ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１＋ε （７）
式（５）中的Ｆ分别表示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比例 Ｆｉ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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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预期收益受决策者主观判断以及未来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已实现收益的客观性与稳健性使其成

为企业收益预测的关键因素，所以，本文用上期实现的金融投资收益表示预期收益。



ｃｉａｌ＿ｅｓｔａｔｅ、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ｒｕｓｔ以及长期金融股权投资占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具体计算方法参见宋军等（２０１５）与王红建等（２０１７）的相关研究，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１
所示。当式（５）中的β１显著为负时，结合式（６）进一步分析实体企业不同金融资产投资比例与股价
崩盘风险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式（７）为门限模型，其中 μｔ为门限变量，λ为门限值，当 μｔ≤λ
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为β１，当μｔ＞λ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对股价崩盘
风险的影响效应为β２，如果β１≠β２，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存在门限值，门
限值两侧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

联系研究假设Ｈ４，如果式（５）中的β１显著为负，式（６）中的β１显著为负且β２显著为正，则说明
实体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一种Ｕ型关系；如果式（５）中的β１显著为正，
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

（三）变量定义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１。
１．股价崩盘风险
借鉴已有研究（Ｋｉｍ等，２０１１；Ｘｕ等，２０１４［２２］；罗进辉等，２０１４［２３］；江轩宇等，２０１５；王化成等，

２０１５），采用下述方法衡量负收益偏态系数ＮＣＳＫＥＷ，以反映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大小。
首先，对式（８）进行回归，模型中的 ｒｉ，ｔ表示 ｉ股票第 ｔ周的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收益率，ｒＭ，ｔ

表示市场第ｔ周经流通市值加权的收益率，εｉ，ｔ表示个股收益率未被市场收益率解释的部分，如果εｉ，
ｔ为负，且绝对值越大，则说明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ｒｉ，ｔ＝αｉ＋β１ｒＭ，ｔ－２＋β２ｒＭ，ｔ－１＋β３ｒＭ，ｔ＋β４ｒＭ，ｔ＋１＋β５ｒＭ，ｔ＋２＋εｉ，ｔ （８）
其次，对残差εｉ，ｔ进行对数变换，以使其基本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并将Ｗｉ，ｔ定义为ｉ股票第ｔ周的

特定收益率。

Ｗｉ，ｔ＝ｌｎ（１＋εｉ，ｔ） （９）
最后，根据Ｗｉ，ｔ，计算负收益偏态系数ＮＣＳＫＥＷ。
ＮＣＳＫＥＷｉ，ｔ＝－［ｎ（ｎ－１）

３／２∑Ｗ３ｉ，ｔ］／［（ｎ－１）（ｎ－２）（∑Ｗ
２
ｉ，ｔ）

３／２］ （１０）
式（１０）中的ｎ表示ｉ股票当年的交易周数，ＮＣＳＫＥＷ越大，说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大。
２．企业金融化程度
金融资产包括货币金融资产与非货币金融资产。因为货币金融资产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是企业主营业务开展过程中的重要构成；而非货币金融资产来源于企业的主动投资，反映

了企业的投资决策，更能体现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因此，文章将金融资产界定为非货币金融资产。基

于Ｐｅｎｍａｎ—Ｎｉｓｓｉｍ分析框架，根据相关研究（Ｄｅｍｉｒ，２００９；宋军等，２０１５；王红建等，２０１７），用交易类金
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以及长期金融股权投资四类金融资产之和与总资产

的比值表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比值越大，金融化程度越高。其中，交易类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净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与长期债权投资

净额等；投资性房地产涉及的科目为“投资性房地产净额”，投资性房地产的虚拟化及独立性使其越来

越具备金融资产的特性，所以将其定义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周建军等，２００８）；委托贷款等新兴金
融资产主要包括委托贷款、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投资，具体数据可从“其他流动资产”明细中获得；长

期金融股权投资具体指实体企业所持有的金融机构的股权，具体数据可从“长期股权投资”明细中

获取。

３．过度负债
与先前研究一致，依据式（１１），对样本进行分年度回归，预测目标负债率，然后用实际负债率与目

标负债率的差额表示企业过度负债水平，且差额越大，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

ＬＥＶＢｔ＝α０＋α１ＳＯＥｔ－１＋α２ＲＯＡｔ－１＋α３ＩＮＤ＿ＬＥＶＢｔ－１＋α４ＧＲＯＷＴＨｔ－１＋α５ＦＡＴＡｔ－１＋α６ＳＩＺＥｔ－１＋
α７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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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１）中的ＬＥＶＢ为企业资产负债率；ＳＯＥ表示产权属性，国有企业为１，非国有企业为０；ＲＯＡ
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ＩＮＤ＿ＬＥＶＢ为行业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ＧＲＯＷＴＨ为总资产增长率；ＦＡＴＡ用
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重表示；ＳＩＺＥ反映企业规模；ＳＣＨＲＣＲ１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及度量方法

因变量 ＮＣＳＫＥＷｔ 负收益偏态系数，算法参见正文与式（１０）

解释变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 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以企业ｔ－１年的金融资产与总资产比重表示
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１ 现金净流入，ｔ－１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的自然对数
Ｇａｉｎｓｔ－１ 金融投资收益，ｔ－１年投资收益的自然对数

中介变量 Ｅｘｌｅｖｂｔ－１ 过度负债水平，具体算法参见正文与式（１１）

控制变量

Ｄｔｕｒｎｔ－１ 月均超额换手率，用ｔ－１年月均换手率与ｔ－２年月均换手率的差额表示
Ｓｉｇｍａｔ－１ 收益波动，ｔ－１年股票周特定收益的标准差
Ｓｉｚｅｔ－１ 规模，ｔ－１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信息不对称程度，修正Ｊｏｎｅｓ模型残差的绝对值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Ｒｏａｔ－１ 资产净利润率，ｔ－１年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Ｌｎａｇｅｔ－１ 企业年龄，ｔ－１年减公司注册年份加１后取自然对数
ＣＦＯｔ－１ 经营净现金流，ｔ－１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与总资产之比
Ｉｎｖｅｓｔｔ－１ 投资规模，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出的现金与总资产之比

Ｇｒｏｗｔｈｔ－１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ＳＯＥｔ－１ 国有性质，国有企业为１，非国有企业为０
ＢＭｔ－１ 账市比

ＭＨＯＬＤｔ－１ 管理层持股比例

ｄｔ－１ 有息资产负债率，有息债务（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应付债券）与总资产之比

ｇｔ－１ 营业收入增长率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２呈现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均值为００３，最大值为４０％，即实体企业配
置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高达４０％，说明金融资产投资在实体企业资产配置中越来越重要，已成
为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内容；ＮＣＳＫＥＷ的均值为－０１９，标准差为０５８，表明不同样本间的股价崩盘
风险相差较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同时说明企业特质信

息越来越受到投资者重视，对企业股价的影响越来越重要；Ｅｘｌｅｖｂｄｕｍ①的均值为０４４，说明样本中有
４４％的企业显露出过度负债问题，潜在风险较大；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的均值为 －０５６，Ｇａｉｎｓ的均值为
１００１，表明企业现金净流入较少，预期的金融投资收益较高，支持了金融投资行为的资本套利动机；
Ｓｉｚｅ的均值为２１．７５，Ｓｈｒｃｒ１的均值为３５％，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大，且股权较为集中，揭示
了企业的金融投资倾向与资本套利行为②；ＡｂｓＡＣＣ的均值为０．０８，标准差为０．０７，表明制造业企业普
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据坏消息窖藏理论，该现象解释了企业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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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更好地揭示企业过度负债的整体状况，文章对企业是否过度负债（若 Ｅｘｌｅｖｂ＞０，取值为１，否则为０）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

企业规模越大，财务限制越小，越有能力分享金融领域的超额回报；大股东利益最大化致使企业更加重视短

期利益，增加金融资产的配置。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Ｑ１ 中位数 Ｑ３ 最小值 最大值

ＮＣＳＫＥＷｔ ５３００ －０１９ ０５８ －０５７ －０１９ ０１６ －１７０ １３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４０
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１ ７５９５ －０５６ １８３１ －１８３５ －１４８９ １８３４ －２３２７ ２４０４
Ｇａｉｎｓｔ－１ ６２３６ １００１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５ １５２７ １７０１ －２０７１ ２４０５

Ｅｘｌｅｖｂｄｕｍｔ－１ ４２７１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ＮＣＳＫＥＷ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１７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１６ ０１７ －１３１ １２２
Ｄｔｕｒｎ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１１ ０４８ －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６ －１９３ ０９３
Ｓｉｇｍａ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１０
Ｓｉｚｅｔ－１ ５３００ ２１７５ １０５ ２０９９ ２１６１ ２２３ １９０５ ２６１６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３５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０９ ０７３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５３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３６

（二）回归分析

表３是假设Ｈ１的实证检验结果。回归（１）验证的是现金净流入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由表
３可知，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企业现金持有量对其金融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否定了实
体企业金融化的现金管理行为；回归（２）检验了企业预期的金融投资收益对其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
结果显示，Ｇａｉｎｓ的系数为０．００１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预期的金融投资收益越高，越倾向
于配置金融资产，支持了资本套利动机。回归（３）和回归（４）为同时控制年度与行业效应①的检验结

果，结果同样支持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资本套利动机。

表３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Ｃａｓ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７１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５９６）

Ｇａｉｎｓｔ－１
０００１１

（１２６８５６）
０００１１

（１２５３５）

Ｌｎａｇｅｔ－１
００２１６

（８３０８６）
００１６３

（５３０７）
００１９５

（７４６１９）
００１４７

（４７６５４）

ＳＯＥｔ－１
－００１２３

（－５８８２８）
－００１４４

（－６２５５３）
－００１１８

（－５６７５２）
－００１４４

（－６２６８８）

Ｓｉｚｅｔ－１
－０００３１

（－３５４７０）
－０００６４

（－６７７６４）
－０００２７

（－３１４３２）
－０００６２

（－６５１４７）

ｄｔ－１
－０００７４

（－２８０４１）
－０００７８

（－２８６４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９１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０５０）

ｇｔ－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６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７２２）

－０００７２

（－２７３１３）
－０００７９

（－２８７５７）

＿ｃｏｎｓ ００５１３

（２６６２２）
０１３０１

（６０４４６）
００６７９

（３３５５７）
０１４５７

（６４５４）
年度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６６５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７０１
ＦＶａｌｕｅ ２３６５３６ ３５１６５１ ２２５３９６ ２８６３２７
Ｎ ７５９５ ６２３６ ７５９５ ６２３６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为ｔ值，下同

·９４·

　刘丽娜，马亚民：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①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文章对制造业大类进行了控制。



表４是式（２）的回归结果。根据表 ３，回归（１）为控制年度效应后的结果，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系数为
０１８７，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回归（２）为控制年度与行业效应后的结果，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系数为０１８７，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
高，企业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实体企业主动的金融资产投资是否会对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

生影响？”这一问题得以解答。

表４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

（１） （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
０１８７

（１６５３）
０１８７

（１６４８）

ＮＣＳＫＥＷｔ－１
００４８

（３２３８）
００４７

（３１７２）

Ｓｉｇｍａｔ－１
３４４６

（５８９８）
３３７３

（５７６３）

Ｄｔｕｒｎｔ－１
－００２９
（－１４７４）

－００２９
（－１４３２）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００２５
（－０４４２）

－００２２
（－０３７６）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０１６３
（１３６７）

０１８３
（１５２４）

＿ｃｏｎｓ
－０６１９

（－１２５５６）
－０５５６

（－７１９０）

年度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０

ＦＶａｌｕｅ ２２０６１ １７２６１

Ｎ ５３００ ５３００

表５为中介模型的检验结果。回归（１）对年度效应进行了控制，结果显示，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系数为
０１８７，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回归
（２）中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系数为０．６４７，显著性水平为１％，说明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过度负债情
况越严重，验证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本质是一种加杠杆行为；回归（３）中 Ｅｘｌｅｖｂ的系数为０．０４９，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揭示了过度负债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的系数不显著，
即式（２）中的β１显著为正，式（３）中的ｂ１显著为正，式（４）中的β２显著为正，同时式（４）中的β１不显
著，证实了过度负债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增加股价崩盘风险过程中的完全中介作用，假设 Ｈ３得证。同
时控制年度与行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表５后三列）与上述分析一致，结论相同，解决了“实体企业金
融投资行为是否会使企业面临过度负债的窘境，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又是否能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股

价崩盘风险？”问题。

表６前４列呈现了实体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的回归结果。回归（１）和回归（２）控制了年度效
应；回归（３）与回归（４）同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效应。由检验结果可知，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的系数显著为
负，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实体企业的交易类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与股价崩盘风
险之间存在一种Ｕ型关系，企业持有适度的交易类金融资产，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降低股价
崩盘风险。但交易类金融资产的过度投资将改变企业的长期投资决策，使其更加注重短期利益，加剧

股价崩盘风险。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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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与股价崩盘风险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ＮＣＳＫＥＷｔ Ｅｘｌｅｖｂｔ－１ ＮＣＳＫＥＷｔ ＮＣＳＫＥＷｔ Ｅｘｌｅｖｂｔ－１ ＮＣＳＫＥＷ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１
０１８７

（１６５３）
０６４７

（４１９６）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５）

０１８７

（１６４８）
０６７４

（４３４９）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１）

Ｅｘｌｅｖｂｔ－１
００４９

（１７０１）
００４７

（１６５６）

ＮＣＳＫＥＷｔ－１
００４８

（３２３８）
００３１

（２０５９）
００４７

（３１７２）
００３０

（１９９４）

Ｄｔｕｒｎｔ－１
－００２９
（－１４７４）

００４２
（１４９９）

－００２９
（－１４３２）

００４１
（１４７３）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００２５
（－０４４２）

－００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２２
（－０３７６）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４）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０１６３
（１３６７）

０３２８

（２７０７）
０１８３
（１５２４）

０３４２

（２８２０）

Ｓｉｇｍａｔ－１
３４４６

（５８９８）
３３７３

（５７６３）

Ｒｏａｔ－１
－０６７４

（－１６２５１）
－０６７４

（－１６２５１）

Ｌｎａｇｅｔ－１
０１７３

（４６５０）
０１８１

（４８２６）

ＣＦＯｔ－１
０４０５

（２６１１）
０３９９

（２５６６）

Ｉｎｖｅｓｔ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３）

Ｇｒｏｗｔｈｔ－１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８１１）

Ｓｉｚｅ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７

（－５４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７

（－５４０７）

ＳＯＥｔ－１
－００７４

（－４２４８）
－００７４

（－４２７８）

＿ｃｏｎｓ
－０６１９

（－１２５５６）
－０４８１

（－１９８３）
０７３５

（３８９９）
－０５５６

（－７１９０）
－０５４２

（－２１０２）
０７８２

（３９８６）

年度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８

ＦＶａｌｕｅ ２２０６１ ２２１９５ １８４７４ １７２６１ １７４６７ １４８５７

Ｎ ５３００ ８１１７ ４２７１ ５３００ ８１１７ ４２７１

根据一次项与平方项系数的内在关系，求出控制年度与行业效应下实体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持

有比例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极值点为６％左右。为确定制造业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最佳配置比例，
进一步利用门限模型检验了交易类金融资产投资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门限效应。结果见表６第（５）列，
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存在单一门限值６０６％，当资产持有比例低于６０６％时，系数为 －４６２１，且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当持有比例高于６０６％时，系数为０４２７，表明企业的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的最佳
比例为６０６％，高于该比例，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将可能加大股价崩盘风险。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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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交易类金融资产配置的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１≤００６０６
－４６２１

（－２４３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１＞００６０６
０４２７
（０３１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１
－０７７６

（－１６６１）
－２８２０

（－２２７１）
－０７７３

（－１６５２）
－２８６３

（－２３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１
２ ２３３７１

（１７７７）
２３８７８

（１８１３）

Ｄｔｕｒｎｔ－１
０００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２８３）

０００６
（０２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２６３）

０１７１

（３７１６）

Ｒｏａｔ－１
０９９４

（５１０９）
０９９５

（５１１９）
０９８１

（５０３８）
０９８２

（５０４６）
１１５１

（３４８０）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００３６
（－０５９１）

－００４０
（－０６５３）

－００３９
（－０６３７）

－００４３
（－０７０４）

０３１１
（０８６１）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０２４９

（２１１８）
０２４１

（２０４５）
０２６９

（２２６５）
０２６０

（２１９０）
０４６０

（２９７２）

ＮＣＳＫＥＷｔ－１
００２０
（１５３９）

００２０
（１４７５）

００２０
（１４７８）

００１９
（１４１２）

－０２０５

（－８２６５）

ＢＭｔ－１
－００１６

（－２４５４）
－００１７

（－２４７９）
－００１７

（－２４８６）
－００１７

（－２５０９）
－００５９

（－３２４５）
年度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门限值 ００６０６

９５％置信区间 ［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１］

投资性房地产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房价的大幅上涨以及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近几年，实体企

业的投资性房地产配置比例逐年上升，企业偏离主营业务的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风险逐步暴露。因

此，研究投资性房地产配置行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实证检验结果见表７前两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ｓｔａｔｅ的系数分别为１．４１８与１．４８１，均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实体企业投资性房地
产持有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７第（３）与第（４）列是基于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
资产配置的回归结果。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ｒｕｓ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占比越大，企
业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表７后两列检验了长期金融股权投资配置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ｑｕｉｔｙ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长期金融股权投资尚未显著增加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这
可能是由配置长期金融股权投资的公司及规模占比较低导致的。

表７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资性房地产等三类金融资产配置的回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投资性

房地产

投资性

房地产

委托贷款等

金融资产

委托贷款等

金融资产

长期金融

股权投资

长期金融

股权投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ｔ－１
１４１８

（１８５０）
１４８１

（１９１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ｔｒｕｓｔｔ－１
０４１３

（１８６７）
０４０８

（１８４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ｑｕｉｔｙｔ－１
１５３１
（０５２９）

１５１６
（０５２４）

ＮＣＳＫＥＷｔ－１
００３４

（２５０４）
００３３

（２４４８）
００３５

（２５２４）
００３４

（２４７９）
００２９

（２１０２）
００２９

（２０５３）

Ｓｉｇｍａｔ－１
４０２４

（７１４８）
４０１８

（７１３３）
４１０５

（７０７１）
４０９９

（７０５３）
４１００

（７００５）
４１１１

（７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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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ｔｕｒｎｔ－１
００１１
（０５３１）

００１１
（０５３９）

０００９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４２４）

００１２
（０５９１）

００１３
（０６１８）

Ｓｈｒｃｒ１ｔ－１
－００３２
（－０５２７）

－００３８
（－０６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８８１）

－００５９
（－０９４１）

－００５６
（－０８９５）

－００６１
（－０９６７）

ＡｂｓＡＣＣｔ－１
００７１
（０６０３）

００８１
（０６７３）

００３４
（０２８４）

００４６
（０３７９）

００５９
（０４８６）

００７１
（０５８０）

ＭＨＯＬＤｔ－１
００７１

（４９７１）
００６９

（４７６９）
００７６

（５０９２）
００７３

（４９１０）
００７４

（４９９５）
００７２

（４８２７）

ＲＯＡｔ－１
１０１７

（６１７５）
１０１１

（６１４１）
１０４０

（６０９４）
１０３９

（６０８６）
１１１９

（６４９０）
１１１６

（６４６８）

＿ｃｏｎｓ －０７０３

（－１３４１６）
－０６２５

（－７０５４）
－０６９８

（－１３０９３）
－０６４９

（－７３８１）
－０７０６

（－１２９１４）
－０６９７

（－７３４３）
年度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ＦＶａｌｕｅ ２３８９４ １９２２４ ２４６８８ １９７６３ ２４７４０ １９８６３
Ｎ ５５０６ ５５０６ ５６５９ ５６５９ ５５２３ ５５２３

综上可知，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实体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的过

度投资以及投资性房地产与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的配置。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一，变更股价崩盘风险的衡量指标。用收益上下波动比率 ＤＵＶＯＬ替代负收益偏态系数 ＮＣ
ＳＫＥＷ重新检验假设Ｈ２、Ｈ３与Ｈ４，回归结果与正文结论一致，假设成立。

第二，借鉴王红建等（２０１７）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的研究思路，从股价崩盘角度研究实体企业金
融化的具体动机。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增加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不同融

资约束水平下没有显著差异，在不同套利动机强度下显著不同，套利动机越强，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与股

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即实体企业金融化表现为一种资本套利动机，研究结论与正文一致。

六、结论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趋势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渐加深（Ｉｇｎａｃｉｏ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ＨｅｃｔｏｒＳａｌａ，２０１４；邓超等，
２０１７），金融化风险日益加大，为此，政府多次提出大力发展实体产业、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振兴实
体经济的相关政策。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Ａ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在资本套利框架下
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结论有：（１）实体企业金融
化表现为资本套利行为。（２）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股价崩盘风险越大。（３）实体企业金融化提
高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而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且过度负债在企业金融化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过

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４）实体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占比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呈 Ｕ型关系，投资
性房地产、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长期金融股权投资持有比例与

股价崩盘风险无显著关系，说明企业金融化风险主要源于交易类金融资产的过度持有以及投资性房

地产与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的配置。

基于上述研究，从投资决策角度给出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防范金融化风险的启示，以保护投

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①。

（１）金融化加剧了金融资本的膨胀，动摇了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打破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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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娜，马亚民：实体企业金融化、过度负债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

① 个股在风险层面上的联动特征表明，个股股价的波动会波及整个市场，加剧系统性风险，甚至危及市场的稳

定性。



化的均衡状态。因此，实体企业应回归主业，加大价值链中产业资本的注入，在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或

在保证实体产业长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累金融资本，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与良性

循环。

（２）金融化不仅增加了企业短期投资行为的倾向，而且改变了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因此，企业
应正视金融资产配置带来的短期利益，明确长期经营目标，通过将交易类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控制在

６０６％以内，审慎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减少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的投资规模，合理权衡短期利
益与长期目标，充分发挥金融资本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管控风险等方面的优势，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

风险。

综合上述分析，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即实体企业金融化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且该影

响效果主要源于企业交易类金融资产的过度持有及投资性房地产与委托贷款等新兴金融资产的配

置。同时，金融化通过增加过度负债水平加剧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化行为不

仅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国外学者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之后，同样说明了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存在，

但与文章否定现金管理行为不同的是，部分国外研究支持了企业金融化的现金管理动机（Ｔｈｅｕｒｉｌｌａｔ
等，２０１０；Ｂａｕｄ等，２０１２；Ｄｏｎｏｈｏｅ，２０１５）。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带来的整体效率不
高问题①引致的。即使在同一个资本市场中，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以及行业差异，企业金融投资

行为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②。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是文章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同时，文章仅

研究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风险，对其他非金融行业的金融化迹象关注不够，这将是今后探究的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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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优序融资理论，现金流充足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内源资金进行金融投资，以平滑资金需求。与国外较为

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建立时间较短，市场机制不完善。由此暴露的资源配置以及投资与风险管理效率

低下等问题不仅使中国企业表现出逆优序融资现象，而且致使企业缺乏稳健投资与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

杨筝等（２０１７）通过探究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上市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配置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支持了企业金融投
资的资金储备动机。宏观经济环境方面，自２０１１年中国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以来，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趋于稳定，
依据权衡理论，企业无需出于资金储备动机进行金融投资，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主要源于金融投资收益的驱动（Ｗａｔｌｉｎｇ
等，２００９）；行业差异方面，近年来，制造业利润率大幅下降，与其他行业（尤其是金融与房地产业）利润率的“剪刀差”
陡增，此时，企业金融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套利行为（王红建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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