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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现状和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中国上市

民营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跨层次模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金融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机制对民营企业成

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竞争不仅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还能强化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

成长的积极效应，弱化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成长的消极效应。此外，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适度缩小公司董事

会规模、扩大监事会规模、增加董事长和总经理权力以及提高高管薪酬等都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所蕴

涵的重要政策启示是通过提高金融市场竞争取代扭曲的“关系资本”来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可谓是一种帕累托

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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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市场竞争是否能够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限制，并促进民营企业成长呢？来自发达国家的相

关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１］。然而，在这个议题上，鲜有实证研究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给出确定性的答

案。毋庸置疑，中国金融市场虽不如发达国家完善，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提速，过度金

融管制的现象得到缓解，既有金融体系的金融中介功能亦得以有效发挥。在此背景下，金融市场随着

金融体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而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氛围。国家制定的财税金融政策亦逐渐由国

有大型企业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特别是２００２年颁布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明显地改善了民营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环境。国家促进金融市场竞争的政策也同样有着明显的效果。金融市场的放开政策和外

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加速了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进程，加剧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促进了中

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为民营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出路。因此这些制度变化对企业经

济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表明，金融市场竞争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激发了企业投资热情并促进了

企业成长。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中小型企业热衷于短期借贷，因此它们在激烈竞争的金融市场上

受到融资约束程度较小，且能够从金融管制放松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Ｆｏｒｂｅｓ［２］进一步指出实施
金融管制实际上强烈地抑制了中小型上市公司的发展。在金融市场竞争过程中，尽管发达国家上市

公司能够从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中获益，但金融市场竞争对发展中国家民营上市公司成长的影响仍

不明确且有待检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并不完善，且中小型上市公司由于融资困难导致其发展

仍然滞后［３］。就中国而言，上市民营公司虽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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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此外，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升，对于投资者而言，

资本的有效配置已经变得愈发复杂。经济结构转型和金融制度改革增加了企业成长对市场的敏感

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会毁掉整个企业并给整体经济带

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机制［４］。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框架，尤其对于

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公司的治理机制更是受到政治关系的制约。长期而言，这种掺杂政治关系的公司

治理机制对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并非有效。因此，中国上市民营公司在融资渠道和公司治理层面仍存

在着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５］。

国内外关于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绝大多数研究利用企业内部因素来解释企

业成长［６］，只有较少部分研究考虑到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但这些考虑外部宏观因素对企业绩效影

响的研究却忽视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将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因素的变量纳入同一层面进行回

归，可能会导致层次谬误。基于此，本研究利用跨层次模型探讨金融市场竞争和公司治理机制对中国

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选择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证明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成长显著受到了金融市场竞争的影响。换言之，在金融市场上，打破金融资源垄断

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有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这也为政策当局破解民

营企业发展困局提供了思路。第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

要素，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泛家族化企业的特征［７］，因而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表现出的复杂代理关系

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本文进一步考察公司治理机制对民营上市企业成长的影响，有利于纠

正不良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缓解民营企业的代理问题。第三，探究金融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机制与

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有利于厘清市场化改革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金融市场竞争与民营企业成长

金融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金融市场竞争对企业成长

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能够减少融资相关的问题。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国金融市场注入了新

的竞争因素，新生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降低了融资费用，最终促进了民企的成长。另一

方面，选择国有银行或国家作为股东的企业可以更加容易取得国内银行融资认可，因此这些企业被视

为“关联性企业”。当国有银行完全垄断金融市场时，关联性企业可能会完全挤占新生民企的融资资

源。ＬａＰｏｒｔａ［８］指出，金融机构会以更低的利率向关联性企业提供大量贷款，而这更有可能导致关联
性企业债务违约水平的提高。同样地，国有银行的的贷款行为通常是基于对国家政策倾向的考虑。

换言之，国有银行的信贷决策并不会考虑到关联性企业的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因此，有偿债能力和

盈利能力而与国有银行无关联性的企业几乎不可能获得国有银行的融资机会，而作为新生的民企，短

期内不可能与国有银行建立利益关系，也不太可能通过国有银行来解决融资困境。在这种状况下，民

营企业只有通过其他途径来获取银行贷款，例如与地方政府形成政治关系。虽然政治关系的贷款效

应有利于缓解制度缺陷对民营企业的阻碍作用，但民营企业为获得政治关系所付出的代价也有可能

会限制其长期的成长空间。而当金融市场处在竞争状态时，新生民企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获得融资机

会，缓解融资约束，获得成长空间。Ｂｅｒｇｅｒ等［９］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银行更有可

能将融资机会提供给信息透明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基于此，唯有在金融市场上建立有效的竞争

机制，才能促进资本高效地流动，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１０］。

其二，金融市场竞争为民营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提供了动力。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上，银行

的贷款决策依赖于企业的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市场竞争优势可能会作为银

行贷款对象选择的有利信号。因此，金融市场竞争为民营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提供了动力。Ｎｉ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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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ｌ［１１］指出，在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会从三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成长。
首先，企业所有者唯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多次比较和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才能针对组织特征做

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并使得组织资源得以有效配置，以应对经营环境变动所带来的挑战，从而获取竞争

优势并赢得银行提供的融资机会；其次，激烈的竞争环境增加了企业破产的风险并激励组织监督代理

人努力工作以避免此种结果；最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激烈的竞争环境会使得市场需求弹性

更大。为了降低公司面对的市场不确定性并获得融资机会，企业所有者会积极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以

便发挥股东与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排除各种因素对代理人合理决策的干扰，以达到降低企业营运风

险，获取相对较高回报的目的，同时为获取融资机会赢得有利条件。显然，上述有关市场竞争环境的

影响不仅能缓解企业出现的现金流问题，而且还能促进企业的资源的有效利用。由此可知，虽然获取

竞争优势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赢得融资机会，但它又从客观上促进了企业的成长。根据上述论点，我们

假设：

Ｈ１ａ：金融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
Ｈ１ｂ：金融市场竞争有利于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对民营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
Ｈ１ｃ：金融市场竞争有利于弱化公司治理机制对民营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
（二）公司治理机制和民营企业成长

公司治理是影响企业如何运营的一系列机制，其目的在于监督代理人的行为，落实代理人的责

任，以达成在确保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下，追求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事实上，公司治理是调整股

东和代理人之间利益取向的机制设计。一般而言，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将会导致外部股东和

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当代理人以牺牲外部股东利益为代价去追逐私利时，就会出现信息不

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代理人自利行为的几种形式表现为逃避责任、特权消费、过度补偿和帝国

建立。代理人所有的自利行为都将会增加外部股东所面临的代理风险以及降低企业现金流的预期价

值。企业现金流预期价值的降低会导致债券持有者违约风险的增加，最终会降低企业信用等级。而

企业信用等级却是金融机构选择融资对象的重要指标。由于企业信用状况的良莠关乎企业获得外部

融资的机会，因此金融市场竞争就赋予了民营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

获得外部融资机会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的一种自发机制。由此可知，无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会增加

企业的代理成本，恶化企业的信用状况，而且还会负面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机会，最终影响企业的成

长。唯有协调公司董事会权力、监事会权力、总经理权力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均衡关系，才能建立有效

的公司治理机制，最终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一，董事会权力和民营企业成长。董事会权力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和董事

会持股比例。关于董事会规模，ＦａｍａａｎｄＪｅｎｓｅｎ［１２］指出董事会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控制由于所有权
和控制权分离后所导致的代理成本。Ｋｉｅｌａｎｄ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１３］认为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有利于提供更多宝
贵的经验信息，以便董事会做出合理的决策。但是从组织的观点而言，团队的生产力会随着团队规模

的增加而出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因为团队规模越大就越容易造成组织内部分裂，从而降低团队效

率。Ｂｅａｓｌｅｙ［１４］的研究表明，小规模的董事会往往能够起到良好的控制功能，而大规模的董事会由于
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讨论，导致代理人权力膨胀。因此，因此董事会的规模会对企业成长产生

负面影响。事实上，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规模较小的董事会可以减缓董事会成员的搭便车（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
问题，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效率，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基于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董事会规模对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有消极影响
关于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Ｊｅｎｓｅｎ［１５］的研究表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弱化董事会治理的强

度。事实上，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那么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将会缺乏独立性，董事会对总经理等

高层的监督功能将会大打折扣。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ａｎｄＤａｖｉｅｓ［１６］指出，区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色可以降低
代理成本，提高决策制定的独立性，从而改善企业的绩效。虽然大量的学术文献结论一致认为董事长

和总经理的分离有利于董事会发挥监督功能，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种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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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却损害了高层管理者的创新动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董事会和总经理职位的分离会使得企业

难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同时也破坏了民营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创新动力，最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

空间。因此，我们假设：

Ｈ２ｂ：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有助于推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
关于董事长持股比例，学界提出了“利益收敛假说”［１７］和“利益掠夺假说”［１８］用来说明董事长持

股比例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利益收敛假说”表明，当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或股权越集中时，其支

出偏好行为所造成的企业财富损失将大部分由自身自行承担，此时董事会的行为决策就会更加谨慎，

从而有助于降低权益代理问题，因此，董事会持股比例增加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ＯｓｗａｌｄａｎｄＪａ
ｈｅｒａ［１９］和Ｈｕｄｓｏｎ等［２０］等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利益收敛假说”。而“利益掠夺假说”表明董事会持股比

例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会基于职位安全性的考虑而产生一些反接管行为（ａｎｔｉ－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致
使公司价值降低。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Ｒｕｂａｃｋ［１８］和 ＦａｎａｎｄＷｏｎｇ［２１］等的研究结论支持了“利益掠夺假说”。
就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其董事会大部分由家族成员组成，他们的行为出发点会以家族团体的长远利益

为重，而较不会利用职位之便，进行个人利益输送等不当的自利行为。由此可知，中国民营企业董事

长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企业成长。因此，我们假设：

Ｈ２ｃ：董事长持股比例增加会促进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
第二，监事会权力和民营企业成长。监事会权力包括监事会规模和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关于

监事会规模，ＬｉｎａｎｄＨｓｕ［２２］监事会规模越大更有利于发挥监事会对经理人的监督效应。事实上，较大
规模的监事会拥有更多的机会、资源和能力来监督、规范和影响经理人行为，从而有效规避经理人自

利行为对公司价值的损害。而关于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ＪｅｎｓｅｎａｎｄＲｕｂａｃｋ［１８］认为监事会主席持股
比例越高，公司治理效果将越会受到抑制。因为大部分民营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而监事会主席位置一

般安排非家族成员担任，因此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保障本身职位的利益，或

者采取反功能性的自利活动致使企业价值受损。因此，我们假设：

Ｈ２ｄ：监事会规模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积极影响
Ｈ２ｅ：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消极影响
第三，总经理权力和民营企业成长。总经理所有权的多寡代表总经理权力的大小。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３］认为总经理的权力越大，除了越有可能控制公司营运外，同时还能控制董事会决策，
因此总经理权力对企业价值具有重大的影响。ＦａｎａｎｄＷｏｎｇ［２１］认为随着控制权比例的增加，总经理
将会提高控制股东剥夺其他股东财富的诱因，而同时也会基于私利的考虑而降低财务报告透明度。

然而，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ａｎｄＴａｔｅ［２４］并不认为总经理权力一定会损害公司价值，相反较低的总经理权力的削
弱总经理正确决策的自由性，影响总经理对公司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总经理权力与企业成

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总经理决策的正确性。基于此，我们假设：

Ｈ２ｆ：总经理持股比例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积极影响
第四，高管薪酬和民营企业成长。代理理论表明管理者作为股东的代理者，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

提高效益促进股东财富最大化。然而当代理者与股东之间出现目标错位或者利益冲突时，代理问题

就产生了。为了缓解代理问题，研究者建议重新调整代理人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然而，研究表明，

高管理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Ａｔｔａｗａｙ［２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和净资产收益
率之间呈现出微弱的关联性。同样，Ｂａｋｅｒ等［２６］的研究结论表明，高管薪酬和销售增长率之间的关联

性也比较微弱。Ｍａｄｕｒａ等［２７］的研究指出高管薪酬和净资产收益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性。进

一步地，ＫｉｍａｎｄＧｕ［２８］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投资回报率与高管薪酬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性。此外，部分
研究表明薪酬和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性。其中，ＶｅｌｉｙａｔｈａｎｄＢｉｓｈｏｐ［２９］的研究表明，较高的高管薪
酬会带来较高的净资产收益率。ＧｕａｎｄＣｈｏｉ［３０］的研究也同样发现高管薪酬和资产回报率之间具有
显著的正向关系。从上述研究可知，薪酬作为一种物质激励手段，确实会促使代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

的同时，仍能考虑到股东的权益，降低了代理人和所有者之间的目标利益冲突。基于此，我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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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ｇ：ＣＥＯ薪酬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有积极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为了避免研究结
果受到干扰，根据以下标准加以筛选样本：（１）剔除了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资料漏缺不全的民营上市
公司；（２）为了保证样本正态性，我们剔除了极端值的影响。即将变量位于平均数调整的正负三倍标
准差以外的观测值予以删除；（３）剔除了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民营上市公司。经过上述标准筛选之
后，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符合条件的民营上市公司有效样本共有２２１２个与对应地区１８６个有效样本。关于
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来源于ＣＳＭＡＲ数据库，金融市场竞争数据来源于樊纲等（２０１５）的市场化指数，
宏观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需要强调的是，在本研究中的民营上市公司是指２００３年
后每年年末股权性质是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或者后期转变为民营的上市公司。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利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因变量，这跟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因为净资产收益

率不仅能够衡量企业的经营绩效，同时也考虑了企业的财务绩效，由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

营企业成长的动力。而每股收益是每一股普通股在某一段期间内所获得的盈余，它被用来代表公司

的获利能力，由此，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营企业成长的动力。各个变量的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因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净利润／年度末股东权益

每股收益 ＥＰＳ 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宏观层面自变量

金融业竞争 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数值越大，表示金融市场竞争程度越大

宏观层面控制变量

知识产权保护 ｌａｗｉｎｄｅｘ 表示地方知识产权完善程度，数值越大，知识产权保护越完善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名义ＧＤＰ，数值越大，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第三产业比重 ｔｈｉｒｄｒａｔｉｏ 表示第三产业产值／名义ＧＤＰ，数值越大，第三产业越发达

企业所在地区 ａｒｅａ 虚拟变量，企业所在地若为东部则为１，否则为０

组织层面自变量

董事会规模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公司董事会总人数，人数越多，董事会规模越大

两职兼任 ｄｕａｌｉｔｙ 虚拟变量，表示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是为１，否为０

董事长持股比例 ｐｒｅｓｈｒｔ 董事长持股数量／总股本

监事会规模 ｍｔｎｕｍ 公司监事会总人数，人数越多，监事会规模越大

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 ｍｔｐｒｔ 监事会主席持股数量／总股本

总经理持股比例 ｈｄｉｒｒｔ 总经理持股数量／总股本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 ｖｍｎｔｗ３ 前三名高管年度薪酬总额的对数

组织层面控制变量

前三名董事薪酬总额 ｐｒｅｓｔｗ３ 前三名董事年度薪酬总额的对数

股东大会召开次数 ｓｍｔｍｓ 年度内股东大会召开的总次数

企业规模 ｅｍｐｎｕｍ 年度内公司员工总人数的对数

·０６·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企业上市时间长度 ｌｉｓｔｅｄｔｉｍｅ 公司从上市年份到２０１４年底的时间长度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公司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实际控制人 ｕｃｓｐ 虚拟变量，若为国家控制则为１，否则为０

根据上述定义，设定以下涵盖宏观层面和组织层面的跨层次计量模型：

Ｌｅｖｅｌ１Ｍｏｄｅｌ：
ＲＯＥｉｊｔ＝β０ｊ＋β１ｊｔ（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ｉｊｔ）＋β２ｊｔ（ｄｕａｌｉｔｙｉｊｔ）＋β３ｊｔ（ｐｒｅｓｈｒｔｉｊｔ）＋β４ｊｔ（ｍｔｎｕｍｉｊｔ）＋β５ｊｔ（ｍｔｐｒｔｉｊｔ）

＋β６ｊｔ（ｈｄｉｒｒｔｉｊｔ）＋β７ｊｔ（ｖｍｎｔｗ３ｉｊｔ）＋β８ｊｔ（ｐｒｅｓｔｗ３ｉｊｔ）＋β９ｊｔ（ｓｍｔｍｓｉｊｔ）＋β１０ｊｔ（ｅｍｐｎｕｍｉｊｔ）
＋β１１ｊｔ（ｌｉｓｔｅｄｔｉｍｅｉｊｔ）＋β１２ｊｔ（ｌｅｖｉｊｔ）＋β１３ｊｔ（ａｒｅａｉｊｔ）＋β１４ｊｔ（ｕｃｓｐｉｊｔ）＋β１５ｊｔ（ｙｅａｒｄｕｍｉｊｔ）＋εｉｊｔ

Ｌｅｖｅｌ２Ｍｏｄｅｌ：
β０ｊ＝γ００ｔ＋γ０１ｔ（ｆｉｎｉｎｄｅｘｊｔ）＋γ０２ｔ（ｌａｗｉｎｄｅｘｊｔ）＋γ０３ｔ（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ｊｔ）＋γ０４ｔ（ｔｈｉｒｄｒａｔｉｏｊｔ）＋μ０ｊｔ
β１ｊｔ＝γ１０ｔ＋μ１ｊｔ，β２ｊｔ＝γ２０ｔ＋μ２ｊｔ，β３ｊｔ＝γ３０ｔ＋μ３ｊｔ，β４ｊｔ＝γ４０ｔ＋μ４ｊｔ，β５ｊｔ＝γ５０ｔ＋μ５ｊｔ，β６ｊｔ＝γ６０ｔ＋μ６ｊｔ，
β７ｊｔ＝γ７０ｔ＋μ７ｊｔ，β８ｊｔ＝γ８０ｔ＋μ８ｊｔ，β９ｊｔ＝γ９０ｔ＋μ９ｊｔ，β１０ｊｔ＝γ１００ｔ＋μ１０ｊｔ，β１１ｊｔ＝γ１１０ｔ＋μ１１ｊｔ，β１２ｊｔ＝γ１２０ｔ＋μ１２ｊｔ，
β１３ｊｔ＝γ１３０ｔ＋μ１３ｊｔ，β１４ｊｔ＝γ１４０ｔ＋μ１４ｊｔ，β１５ｊｔ＝γ１５０ｔ＋μ１５ｊｔ
第一层回归模型表示组织层面解释变量与组织层面被解释变量间的关系。第二层回归模型中的

被解释变量是第一层回归模型的参数，即利用总体层次回归分析的截距项与斜率项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高阶回归分析，而不是利用组织层次中被解释变量的数据。

四、研究结果

（一）跨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１零模型
对所有有效样本进行阶层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汇报在表２中，其中模型１显示的是零模型，

估计结果显示组间方差τ００＝１４４３４，且在００１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同时，组内方差 σ
２＝３３３０５，根

据组内相关系数（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ＣＣ）的计算公式，即组内相关系数 ＝（组间方差）／（组间方
差＋组内方差），因此ＩＣＣ（１）＝０３０２４，这意味着民营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方差有３０２４％来自
于组间方差，而６９７６％来自于组内方差；同样，表３中模型１的零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组间方差τ００＝
０３８８３，且在００１的水平下是显著的。同时，组内方差σ２＝０１７４４，因此ＩＣＣ（１）＝０３０９９，这意味着
民营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方差有３０９９％来自于组间方差，而６９０１％来自于组内方差。上述结果表
明，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组内方差要大于组间方差，即组织层面解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总变异的力度要大于宏观因素解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总变异的力度。由于宏观因素对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总变异的解释力度是显著的，因此需要通过跨层次分析来验证本研究假设。

２层－１主效果
稳健性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２和表３中模型２），董事会规模对净资产收益率（β＝－

００１６８，ｐ＜００５）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９１，ｐ＜０１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小规模董事会往
往促进民营企业的成长，因此，本研究假设Ｈ２ａ是成立的。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小规模董
事会可以更加高效地发挥监督与管理作用。

与研究假设Ｈ２ｂ不一致的是（虽然表３中模型２的ｄｕａｌｉｔｙ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在模型３中纳
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公司治理效果并促

进企业成长。这一研究结论与ＭａｓｈａｙｅｋｈｉａｎｄＢａｚａｚ［３１］的研究结论相似。
董事长持股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０２８６，ｐ＜００５）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４６，ｐ＜０１０）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符合“利益收敛假说”，因此本研究Ｈ２ｃ是成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民
营企业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存在形态，家族企业董事长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视企业为传承

给下一代的资产。此外，家族企业董事长持股比例越集中，家族财富与企业成长就越紧密，因此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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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仅有强烈的动机去降低代理成本，而且拥有更多的股权向总经理施压，从而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

（ｆｒｅｅ－ｒｉｄ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最终提升企业成长的机会。
与研究假设Ｈ２ｄ一致的的是，监事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１０６１，ｐ＜００５）和每股收益（β＝

００１６４，ｐ＜０１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监事会的规模越大，民营企业的成长机会越大。这一
研究结论与ＬｉｎａｎｄＨｓｕ［２２］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监事会规模越大，越能够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不
当干预，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效抑制控股股东利用金字塔结构（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交叉持
股来剥削小股东的机会。同时这一结论也符合“效率监督假说”。

与研究假设Ｈ２ｅ不一致的是，监事会主席持股对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并不明显。可
能的原因是监事会主席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利益收敛假说”和“利益掠夺假说”，当这

两种假说都成立时，监事会主持持股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为“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

应”而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

与研究假设Ｈ２ｆ一致的是，总经理持股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０２１３，ｐ＜００１）和每股收益
（β＝００１５６，ｐ＜００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总经理持股比例越高，企业成长机会越大。这
一结论符合“利益收敛假说”，即当代理人持股比率越高时，其承担因本身特权消费或投资行为所造成

的企业损失比重也会增加，因此总经理的利益将会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促进民营企业的成长。

表２ 以ＲＯＥ为解释变量的跨层次模型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截距项
１８３００

（０１４２１）
１４９３３

（０１４５３）
１３６３４

（０１２５８）
１２８６６

（００９５０）
１１３７２

（００８４７）
１３８９６

（０１５２９）

层－１ 零模型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８）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５１０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５４４）

Ｐｒｅｓｈｒｔ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３１）

Ｍｔｎｕｍ
０１０６１

（００４６３）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３５７）
０１０８３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５１６）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５９１）

Ｍｔｐｒｔ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７１３）

Ｈｄｉｒｒｔ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０３１）

Ｖｍｎｔｗ３
００６８３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８１）

控制变量

Ｐｒｅｓｔｗ３
００９０２
（０１６２７）

００９１３
（０１６２３）

００６９７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５１９
（０１２９１）

Ｓｍｔｍｓ
０１２２８

（００４８６）
０１２１４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８１３

（００５１７）
０１３２８

（００６３９）

ｅｍｐｎｕｍ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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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ｓｔｅｄｔｉｍｅ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４８）

Ｌｅｖ
１４０２４

（０８３２９）
１４０１４

（０８３３３）
１２１９５

（０６３１９）
１３００５

（０７４５６）

Ｕｃｓｐ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１２５）

ｙｅａｒｄｕｍ Ｙ Ｙ Ｙ Ｙ

层－２

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４４）

宏观控制变量

ｌａｗ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２２５）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４７）

ｔｈｉｒｄｒａｔｉｏ
０１０２１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２０６）

Ａｒｅａ
０２３１７

（００５１４）
０１９７１

（００３９８）

交互效应

ｂｏ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１）

ｄｕ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２）

ｐｒｅ×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１）

ｍｔｎ×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５）

ｍｔｐ×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８）

ｈｄｉ×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

Ｖｍｎ×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９）

方差构成

组内方差σ２ ３３３０５ ３１８７６ ３２５１３ ３２５１３ ３２５１３ ３２４１８

组间方差τ００ １４４３４ １６００２ １５３２０ １５２９０ １４９１７ １７４１９

　　注：（）为稳健性标准差，：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与研究假设Ｈ２ｇ一致的是，以ＥＰＳ为企业成长指标时，高管薪酬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０１３４４，ｐ＜００１），这与ＧｕａｎｄＣｈｏｉ［３０］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意味着高管为了获得保障性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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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利益目标冲突以便创造股东最大财富，从而促进企业成长。而当以 ＲＯＥ为企业成长指标时，
虽然高管薪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仍然维持正向的关联性。

表３ 以ＥＰＳ为解释变量的跨层次模型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截距项
－１８８５２

（０３０８１）
－１４７２６

（０２６４２）
－１４４０８

（０２５７９）
－１４６２６

（０２５２７）
－１１３２９

（０２１３６）
－１４６７０

（０２４６２）

层－１ 零模型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５６）

ｄｕａｌｉｔｙ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６１）

ｐｒｅｓｈｒ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５）

ｍｔｎｕｍ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０３）

ｍｔｐｒｔ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６０）

ｈｄｉｒｒｔ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４３）

ｖｍｎｔｗ３
０１３４４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２２９）

控制变量

ｐｒｅｓｔｗ３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２２０）

ｓｍｔｍｓ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０６０）

ｅｍｐｎｕｍ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９０）

ｌｉｓｔｅｄｔｉｍｅ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３０）

ｌｅｖ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２）

ｕｃｓｐ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６９

（００１５４）

ｙｅａｒｄｕｍ Ｙ Ｙ Ｙ Ｙ

层－２

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２７）

宏观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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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４）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２７）

ｔｈｉｒｄｒａｔｉｏ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４２４）

ａｒｅａ
００５６６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２８４）

交互效应

ｂｏ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ｄｕ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３）

ｐｒｅ×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１）

ｍｔｎ×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６）

ｍｔｐ×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０）

ｈｄｉ×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９）

ｖｍｎ×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１）

方差构成

组内方差σ２ ０３８８３ ０３７４４ ０３６３８ ０３６３３ ０３６１２ ０３６３０

组间方差τ００ ０１７０４ ０１６１５ ０１４５９ ０１４８９ ０１３７１ ０１２５８

　　注：（）为稳健性标准差，：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在纳入公司治理控制变量后，表２和表３中模型３的结果显示，除表２中ｄｕａｌｉｔｙ的回归系数变得
不显著外，其他回归结果的显著性仍与模型２的显著性相同，这表明公司治理部分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效果是稳健的。在公司治理的控制变量中，（１）前三位董事薪酬总额对每股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β＝００６６３，ｐ＜００１），虽然前三位董事薪酬总额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仍维持正向关
系。这意味着董事薪酬的增加会激励其维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且符合 ＫｉｍａｎｄＧｕ［２８］的实
证结果。（２）股东大会召开次数对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１２２８，ｐ＜００１）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２２５，ｐ＜
００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事实上，股东大会的频繁召开有利于降低股东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保证企业内部治理的有效性，同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有利于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决定企

业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提高了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了企业成长。（３）公司规模对每股收
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００１９１，ｐ＜００５），虽然公司规模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仍
保持正向关系。事实上，这可以从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代理成本的观点去理解，因为公司规模是企业

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重要决策因素。对于大公司而言，信息搜集的成本相对较具规模经济，因此规

模越大的公司，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而适当的披露可以提高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增加企业

外部融资的机会，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促进企业成长。（４）公司上市时间对净资产收益率（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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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４５，ｐ＜０１０）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１２６，ｐ＜００１）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这一结论与马丽媛［３２］

的研究结论一致，她认为企业上市时间越长，受到利益关联者监督和约束的力度越强，使得企业在经

营活动上缺乏灵活性。此外上市时间越长，企业承担的责任与压力越大。（５）企业资产负债率对净资
产收益率（β＝１４０２４，ｐ＜０１０）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２９，ｐ＜００５）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民营企业普遍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其债务水平维持在较低的范围内，此时，民营企业的债务融

资有利于降低其融资成本，同时由于负债的强约束还可以降低权益代理成本。因此民营企业的资产

负债比率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其成长。（６）国家控制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入率（β＝－００４５２，ｐ＜
００１）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３０２，ｐ＜００５）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国家控制导致了
民营企业的高劳动力成本，并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性负担。

３层－２主效果
在宏观层面，分两步引入宏观变量。第一步，引入金融市场竞争变量，模型４（见表２和表３）的

结果显示，金融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入率（β＝００１９３，ｐ＜００１）和每股收益（β＝
０００９１，ｐ＜００１）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金融市场竞争越激烈，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越
低，融资机会越高，企业成长的可能性更大，假设 Ｈ１ａ得到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国金
融市场结构单一，竞争不足是阻碍民营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金

融体制改革，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当然，民营企业的发展单靠金融市场竞争是不足

的，还必须建立有效的担保机制。因为有效的担保机制能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可能衍生的逆向选择

或道德风险问题，对于解除民营企业在竞争信贷市场上的融资约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未

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第二步，引入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模型５（见表２和表３）的结果显示，（１）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民
营企业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２４，ｐ＜０１０）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虽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净
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也维持了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地区知识保护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

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还意味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正向外部效应还没有充分的发

挥出来，政府还必须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２）对外贸易开放对民营企业发展
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也维持着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开放存在着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潜在优

势，而这种潜在优势因贸易壁垒等因素而受到抑制。（３）第三产业的比重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入率
（β＝０１０２１，ｐ＜００１）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９０２，ｐ＜００５）都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对民营企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外部效应。最后，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净资产收入率和每股收

益要显著高于西部，这表明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

４交互项效果
为了检验假设Ｈ１ｂ和Ｈ１ｃ，我们构造了层－１中公司治理变量和层－２中金融市场竞争变量的交

互项。模型６（见表２和表３）的结果显示，（１）董事会规模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ｂｏ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
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００１９，ｐ＜０１０）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０５，ｐ＜０１０）的影响显著
为负，这说明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削弱董事会规模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消极影响。金融市场竞

争会提高民营企业董事会对资本市场的敏感性，促进民营企业董事会加强监督作用和提高管理水平，

以便向资本市场提供有利外部融资机会的信号。（２）监事会规模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ｍｔｎ×
ｆｉｎｉｎｄｅｘ）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００１２，ｐ＜００５）和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２６，ｐ＜０１０）的影响
显著为正，这说明金融市场竞争会增强监事会规模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影响。（３）总经理持股与金
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ｈｄｉ×ｆｉｎｉｎｄｅｘ）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β＝０００１４，ｐ＜００１）和每股收益（β
＝０００１５，ｐ＜０１０）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金融市场竞争增强了总经理持股对民营企业成长的积
极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金融市场竞争为民营企业进行有效的资本配置提供了市场机会，因此总经理

持股比例增加会提高“利益趋同效应”，从而激励总经理努力工作，持续改善民营企业的信贷条件，获

取金融市场融资机会，促进企业成长。高管薪酬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ｖｍｎ×ｆｉｎｉｎｄｅｘ）对民营企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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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每股收益（β＝０００４６，ｐ＜００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虽然它对民营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
不明显，但仍保持正向关系。这表明金融市场竞争会加强高管薪酬对企业成长的积极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目前大多数高管薪酬与民营企业成长息息相关，而金融市场竞争为民营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金融市场竞争会激励高管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促进民营企业成长，从而为持续

获得高薪创造条件。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ｄｕａ×ｆｉｎｉｎｄｅｘ），董事长持
股比例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互项（ｐｒｅ×ｆｉｎｉｎｄｅｘ）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金融市场竞争
没有显著干扰董事长权力和民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同时，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与金融市场竞争的交

互项（ｍｔｐ×ｆｉｎｉｎｄｅｘ）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也不明显，这也表明金融市场竞争没有显著干扰监事会主席
权力和民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由上述可知，本研究假设Ｈ１ｂ和Ｈ１ｃ是部分成立的。

（二）内生性问题

由于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成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内生性

问题给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我们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在构建工具变量的过程中，我们借鉴ＦｉｓｍａｎａｎｄＳｖｅｎｓｓｏｎ［３３］的做法，将企业所在同一城市同一行业其
他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平均水平作为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跨层

次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示。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跨层次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金融市场竞争、公司
治理与民营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由于民营上市公司在结构单一、竞争不足的金融市场上难以有效

地满足融资需求，从而错失了良好的投资机会，以致民营企业发展陷入瓶颈。同时民营上市公司会通

过建立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来缓解融资约束，短期而言这可以突破发展瓶颈。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民

营企业会为这种扭曲的“关系资本”付出沉重的代价。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策略，金融市场

竞争不仅能够为民营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提供契机，从而取代民营企业建立的扭曲“关系资本”，而且还

能进一步释放公司治理对企业成长的积极效应，并抑制公司治理对企业成长的消极作用。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有泛家族化企业的特征，其复杂的公司代理问题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

首先表现在董事会规模的膨胀并不利于民营企业的成长，而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却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

展；其次董事会和总经理权力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营企业成长，符合“利益收敛假说”。而监事

会主席权力的增加会因为“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此长彼消而对民营成长的影响并不明

显；最后，激励高管努力工作并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效策略中，提高薪酬不失为一剂良药。

本文的政策启示体现在：对于政府相关机构而言，相对于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

来获得短期发展的方法而言，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金融市场垄断，提高金融市场竞争来促进

民营企业长期发展的措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适度地缩小董事会规模，扩大监事

会规模，增加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力以及提高薪酬水平等都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剂良药。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市场竞争虽然既可以带来民营企业突破瓶颈获得长期发展的契机，又可以带来良

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上如果缺乏有效的担保机制，那么民营企业的发展仍

将缺少动力，这也将是后续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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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倩岭：金融市场竞争、公司治理机制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跨层次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