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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选取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和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沪深Ａ股上
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疫情冲击前的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业绩表现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前，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下降程度越大。机制检验表明，

疫情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是通过提高财务杠杆、降低财务柔性来影响企业业绩。进一步分析发现，这

种影响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差以及公司代理问题较严重的情况下更显著。将资产负债率分解为外部债务比率

和集团内部债务比率，发现内部借贷在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疫情期间的业绩表现中发挥主要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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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文简称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经济活动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统计，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 ＧＤＰ同比下降６８％，环比下降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始效仿，由此各地经济往来大幅减少。面对突如其来
的不利冲击，中国Ａ股上市公司第一季度销售增长率基本为负，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虽然
政府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减税降费、引导市场利率稳步下降，缓解企业流动性压

力，但要充分发挥作用却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企业业绩仍然普遍下滑。企业内部资本市场是企业内

部资金运作的机制，除了外部融资的直接支持，影响企业流动性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内部资本

市场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内部资本市场活动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课题。

有关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相对

外部资本市场可以降低监督成本、减少代理问题、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及最终降低获得内部资本（与

外部资本相比）的成本，进而有助于公司业绩提高（Ｇｅｒｔ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７；Ｇｏｎｅｎｃ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Ｂｕ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１～５］。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有关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业绩
的影响研究也多认为，企业集团允许附属公司通过将资金从一个附属公司转移到另一个附属公司来

分担风险（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Ａｙａｙｄ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６～７］。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资本市场可能会因
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错配资源，有损公司业绩和价值（Ｓｅｒｖａｅｓ，１９９６；Ｆｅｒｒ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ｃｈａｒｆｓ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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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Ｒａｊ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Ｌｕｎｄｓｔｒｕｍ，２００３；Ｂａ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王力军，２００６；Ｕｌｌａｈ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８～１５］。此外，有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具有传导和放大外部经济冲击的效应。如 Ｌａｍｏｎｔ
（１９９７）［１６］利用１９８６年油价下跌的数据，检验了石油公司的非石油业务子公司的资本支出，实证结果
表明，与行业投资支出中位数相比，石油公司在１９８６年显著减少了其非石油投资。究其原因，首先该
公司可获得的内部融资———石油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出现了下降，其次该公司拥有的与石油相关的抵

押品的价值也在下跌，以此为抵押的外部融资也显著下降。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１７］同样研究了对公司
某些业务部门的冲击如何影响公司在非冲击部门的投资，研究发现，与没有遭受冲击的企业相比，遭

受业务冲击的企业在非冲击部门的后续投资明显更低，令人惊讶的是，内部资金可得性的降低并不能

解释投资的减少，业务部门冲击通过降低担保资产的价值进而减少外部融资的可得性而在企业内部

传播。

上述关于经济冲击下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中，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６］和
Ａｙａｙｄ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７］从内部资金配置效率视角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在外部冲击下对企业业绩的影
响，而本文则创新性地从内部资本市场的信用本质出发，基于内部资本市场增加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

视角检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虽然Ｌａｍｏｎｔ（１９９７）［１６］、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１７］研究了外部冲击下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投资支出下降程度的放大作用，但仅局限于某些业
务部门受冲击的背景，而本文则以全面的而非集团内某些业务部门受冲击为背景，检验内部资本市场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放大效应及其机制。在常态经济下，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不仅可以降低集团

内各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而且高效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反馈到外部资本市场后，还可以

缓解企业与外部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内部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内部借贷、互相担保、层级控

制结构安排等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债务融资，放大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李焰等，２００７；韩亮亮等，２００８；
李增泉等，２００８）［１８～２０］。这一效应在常态经济运行环境下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业
绩，但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可能会造成企业债务积压，增加企业财务困境风险，减少企业的债务融资空

间，进而放大企业业绩受损程度。

以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选取了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和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Ａ股上市
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疫情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下降程度

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下降程度越

大。机制检验表明，内部资本市场通过增加财务杠杆水平，进而造成企业在面临不利冲击时的债务负

担来影响企业业绩。通过对样本公司按照地区法制环境和上市公司代理问题进行分组回归，研究发

现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差以及上市公司代理问题较严重时，疫情冲击前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

情期间的业绩显著不利；而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好以及上市公司代理问题较小时，疫情冲击前内部资本

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不再显著。将资产负债率分解为银行借款率和非银行借款

率，分别代表外部债务比率和集团内部债务比率，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之间

的关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集团内部借贷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

表现过程中发挥主要的中介作用。

本文丰富了内部资本市场经济后果与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首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

准自然实验，从内部资本市场作为内部信用的基本作用出发，论证了在面临重大经济冲击时内部资本

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同时丰富了有关内部资本市场与债务融资能力的互动关系研究，从一个新的

视角验证了内部资本市场活动的双刃性。其次，验证了内部资本市场可能具有的宏观经济影响。现

有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强调银行、证券市场等其他外部资本市场在经济冲击中的传导和放大效应，本

文研究发现公司内部资本市场也提供了一个渠道，通过它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和财务风险会被放大，

整个经济的脆弱性增强，经济冲击造成的损失因此得以放大。最后，研究所依托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背景作为一种全国性重大不利经济冲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探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部资本市场

源头对于政府和信贷部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防机制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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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有关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资本市场有助

于公司业绩提高。如Ｇｅｒｔｎ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１］通过一个极简模型演绎推测：相对于外部资本市场，内部
资本市场将会带来更多的监督努力、更优的资产配置。Ｓｔｅｉｎ（１９９７）［２］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考虑集团
企业可能面临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由于集团总部的“优胜者选拔”动机预期仍然比外部

资本市场更有效率，更能增加企业价值。Ｇｏｎｅｎｃ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３］以土耳其上市公司为例，将隶属于企
业集团的子公司与非隶属于企业集团的独立公司业绩进行比较，发现前者的会计业绩较后者明显较

高。Ｂｕ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４］以智利为例，发现参与企业集团内部借贷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拥有更高的投
资水平和资产报酬率。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５］以台湾企业集团为例，实证发现集团附属公司会更密集地
利用关联交易促进内部资本市场交易，降低投资不足的可能性，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内部资本市场

有效的假设。此外，研究人员通常认为，在新兴市场中企业集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它允许

附属公司通过平滑收入流和在困难时期将资金从一个附属公司转移到另一个附属公司来分担风险。

如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６］以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准自然实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发
现负债较多的附属于金字塔型集团的公司相对于非金字塔型公司在危机期间的股价跌幅更小。

Ｋｈａｎ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１］发现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集团属性企业的经
营回报标准差减少２０％～３０％。Ａｙａｙｄ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７］发现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没有附属
企业集团的企业，相对于附属企业集团的企业，投资 －现金流敏感性系数更大，这一发现说明企业集
团投资更少依赖内部现金流，融资约束更小。

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资本市场可能会因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错配资源，有损公司业绩和价

值。如Ｓｅｒｖａｅｓ（１９９６）［８］以美国为例，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多元化公司的市场估值并没有高于单一
业务公司，相反，相比单一业务公司有显著的折价，通过机制检验认为是管理层的个人利益动机促使

公司更多实行多元化经营。Ｆｅｒｒ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９］以韩国财阀为例，发现与非关联公司相比，关联财阀
公司会遭受价值损失，实证检验发现，这种价值损失的原因是财阀公司更多追求利润稳定而不是利润

最大化、过度投资于低绩效行业和交叉补贴较弱的成员企业。Ｓｃｈａｒｆ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１０］通过两层代
理模型推演分析，认为总部ＣＥＯ为防止部门经理的寻租行为，会以过度投资实物资产而非现金的形
式“贿赂”（激励）部门经理，因此可能导致低效率部门的过度投资和高效率部门的投资不足，即内部

资本市场的“平均主义”倾向。Ｒａｊ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１１］建立了多元化公司中部门之间权力斗争所引起
的资金配置无效模型，发现当部门之间在资源和投资机会上类似时，内部资源竞争所引起的权力斗争

对集团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当部门之间在资源和投资机会上差异较大，即集团多元化程度

较大时，这种内部权力斗争会严重扭曲集团资金配置。Ｌｕｎｄｓｔｒｕｍ（２００３）［１２］以分析师预测误差、分析
师数量等来代表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企业现金流与资本支出的比值来作为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代理

变量，实证发现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时，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与企业价值成正比；当信息不对称程度

较高时，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与公司价值成反比，这说明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严重时，现金流代理成本超

过了内部资本市场带来的成本节约。此外，还有学者从大股东掏空的角度入手研究内部资本市场对

企业价值的损害作用，如Ｂａ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１３］对韩国财阀的研究发现，当财阀关联公司进行收购时，其
股价平均是下跌的，而收购提高了集团内其他公司的价值，这是由于控股股东通过隧道转移资金的缘

故。王力军（２００６）［１４］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控制不利于公司价值提升，民营上市公司
的最终控制人主要通过关联方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和上市公司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活动来侵占中

小股东的利益。Ｕｌｌ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１５］以巴基斯坦集团公司为例，发现关联方交易对样本公司的会计
业绩和市场价值均有负面影响，支持了隧道掏空和利益冲突假说。

由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公司治理理想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相对外部资本市场的好处包括降

低监督成本、减少代理问题、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以及最终降低获得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本相比）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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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针对内部资本市场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研究，主要从集团内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着手进行。

与以上研究不同，本文探索性地从内部资本市场与债务融资能力的关系入手，检验了内部资本市场在

宏观不利冲击下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虽然 Ｌａｍｏｎｔ（１９９７）［１６］、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１７］已验证集团内的
某些业务部门冲击会通过内部资本市场产生溢出效应，但鲜有文献研究在宏观不利冲击下内部资本

市场对公司业绩受损程度的放大作用。此外，有关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也常因内生

性问题而无法提供确切的因果关系论证。因此借鉴肖土盛等（２０２０）［２２］、郑登津等（２０２０）［２３］以２０２０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一准自然实验为背景，通过检验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研究在重大宏观经济冲击下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公司业绩的作用机制及因果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可以通过分散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以及股权结构安排成倍放大

附属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和财务杠杆效应，在常态经济运行环境下缓解附属企业的融资约束。首先，

企业集团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财务关系，通过交叉持股、公司间贷款或相互债务担保

等形式，这些金融联系有助于减轻集团内部的道德风险问题，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担手段（Ｌｅｎｓｉｎ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２４］，这种共同保险效应会显著增加企业集团附属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Ｆｅｒｒｉ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９］，且银行也会因此对集团附属公司提供某种贷款优待条件，如提高信用评级、要求较低的贷款
担保、减少强制性法律行动等（Ａｖｒａｍｉｄ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２０）［２５］。其次，集团化可以降低集团内各公司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李焰等，２００７）［１８］，进而通过内部“优胜者选拔”效应更有效地配置资金（Ｇｅｒｔ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１］，而集团内部资金配置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内部借贷（韩亮亮等，２００８；Ｂｕｃｈｕｋ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１９］［４］，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集团附属企业可通过内部借贷获取资金，
缓解融资约束。再次，集团公司高效的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反馈到外部资本市场后，可以缓解企业

与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李焰等，２００７）［１８］，集团附属性质可以作为企业现金流相对稳定的信
号，减少资本市场逆向选择的有害影响，使得银行更愿意贷款给一个企业集团的附属公司（Ｌｅｎｓｉｎｋ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４］［２６］。最后，企业可通过层级控制结构安排发挥杠杆效应，扩大企业的银
行债务融资规模（李增泉等，２００８）［２０］，也可通过构建复杂的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企业更容易、更倾
向于从集团内部融入更多的资金（韩亮亮等，２００８；周颖等，２０１２）［１９］［２７］。

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通过放大附属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可以在常态经济运行环境下缓解

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企业高速发展提供资金。然而当外部宏观环境面临不利冲击时，企业经营周转困

难，无法继续运用投资经营收益偿还和延续债务，进而可能使内部资本市场放大的财务杠杆效应变成

一种债务负担，从而放大企业业绩受损程度。２０２０年春节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范围内的企业
经营造成了重大冲击，特别是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武汉封城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全国经济循环近乎停滞，企业经营业绩普遍呈下滑状态。企业为维持固定支出和

正常周转，需要大量现金资产，然而由于业绩下降，企业资金出现短缺，短期内企业投资周转所需资金

只能更多依靠外部债务融资（曾爱民等，２０１３）［２８］。企业在疫情冲击前由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而推高
的财务杠杆水平，一方面会使得企业在疫情期间面临较重的财务困境风险（Ｗｈｉｔａｋｅｒ，１９９９）［２９］，另一
方面也使得企业的财务柔性越来越小，通过进一步负债融资缓解困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曾爱民等，

２０１３）［２８］。由于高杠杆引起的财务困境风险会带来显著的间接财务困境成本，如次优的投资决策；由
于流动性不足和融资约束而不得不进行的低价出售资产；由于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而导致的销售损失

等，使得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业绩下降更大（Ｏｐ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２０１３）［３０～３１］；由于高
杠杆引起的财务柔性下降会使得企业在疫情冲击期间面临更大程度的融资约束，投资活动更大程度

地萎缩，同样使得企业业绩下降程度更大（曾爱民等，２０１３）［２８］。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业绩下降幅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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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企业财务杠杆水平在企业内部资本市场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企业的内部
资本市场通过提高企业财务杠杆水平加大了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业绩受损程度。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选取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类公司，在收集
数据过程中剔除了数据缺失的公司。去除明显不合理的数据，如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１的数据以及
资产有形率大于１的数据。由于本文主要针对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公司，因此去除公司２０２０年第
一季度资产报酬率同比下降额行业中位数为负的个别行业样本，最终得到２７２０个公司观测值。有关
财务、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对所有公司
财务特征变量进行了１分位以下和９９分位以上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从宏观经济指标看，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同比下降６８％，第二季度ＧＤＰ同比上涨３２％。从武
汉封城和解封时间看，分别为１月２２日和４月８日，分别在第一季度初和第二季度初。考虑到企业业
绩的季节性特征，以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的同比下降幅度，即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
率与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的差额作为公司受疫情冲击导致的业绩下滑程度度量，并加入２０１９
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作为控制变量。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参照刘胜强等（２０１７）［３２］的研究，以公司与
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额占总资产比值来度量。同时参照相关文献（Ｏｐ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Ｇｏｎｚáｌｅｚ，２０１３；
李科等，２０１１；连燕玲等，２０１２；刘名旭等，２０１９）［３０～３１］［３３～３５］，模型中也加入了财务特征变量和公司治
理特征变量，并且控制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为控制内生性，解释变量以疫情冲击前即２０１９年末的
数据计算。相关变量定义见表１。为验证假设１，构建如下模型。

ｄ＿ＲＯＡ＝α０＋α１ＩＣＭ＋α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 （１）
为验证假设２，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３６］的方法在模型（１）的基础上构建模型（２）和模

型（３）：
Ｌｅｖｅｒ＝β０＋β１ＩＣＭ＋β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 （２）
ｄ＿ＲＯＡ＝γ０＋γ１ＩＣＭ＋γ２Ｌｅｖｅｒ＋γ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ｓ＋ε （３）

表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被解释变量 ｄ＿ＲＯＡ 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

解释变量 ＩＣＭ 内部资本市场规模＝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与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总额／总资产

中介变量 Ｌｅｖｅｒ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资产，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控

制

变

量

ｌ＿ＲＯＡ 上期资产报酬率：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

ＯＣＦＯ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占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以２０１９年度的数据计算

Ｓｉｚｅ 公司规模：２０１９年末公司总资产取对数

Ａｇｅ ｌｏｇ（２０２０－上市年度＋１）

Ｔａｎｇ 资产有形率＝２０１９年末的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Ｃａｓｈ ２０１９年末的货币资金／总资产

Ｔｏｂｉｎ ２０１９年末的公司托宾Ｑ值

Ｓａｌｅ ｌｏｇ（总营业收入），以２０１９年度的数据计算

Ｍ＿ｐｏｓ 企业市场地位 ＝营业总收入 ／行业总营业收入，以２０１９年度的数据计算

Ｐｓｌｏａｎ 短期借款比例 ＝短期借款 ／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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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控

制

变

量

Ｐｌｌｏａｎ 长期借款比例 ＝长期借款 ／负债合计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２０１９年度的商业信用融资增速，其中各年度商业信用融资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
收款项）／资产总计

ＨＨＩ
行业赫芬达尔指数＝同行业内每个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行业总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平
方和

ＳＯＳ 国有股比例＝国有股数／总股数，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Ｅｑｕ＿ｃｏｎ 股权集中度指标：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ＣＥＯ 虚拟变量，如果董事长与总经理是一人，则ＣＥＯ＝１，否则为０，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Ｍ＿ｓｈａｒｅ 管理层持股比例 ＝管理层持股数／总股数，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Ｉｎｄ＿ｄｉｒ 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以２０１９年末的数据计算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２为主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同比下降额平均值为
０７％，中位数为０５％，而２０１９年第一季度资产报酬率均值为１３％，中位数为１１％，说明企业业绩
下降近５０％，缩尾后的资产报酬率同比下降额最大值为５９％，标准差为１４％，分布较为分散。内部
资本市场规模，即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额占总资产比值平均为５１％，中位数为１３％，最大值高达
５３９％，标准差为９５％，分布较为分散，说明样本公司存在不同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其他变量均在
合理范围之内。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ｄ＿ＲＯＡ ２７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９

ｌ＿ＲＯＡ ２７２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９

ＩＣＭ ２７２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９５ ０ ００１３ ０５３９

Ｌｅｖｅｒ ２７２０ ０４５４ ０２１０ ００７１ ０４３９ １０６０

ＯＣＦＯ ２７２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４

Ｓｉｚｅ ２７２０ ２２４３０ １３０８ １９８１０ ２２２７０ ２６３７０

Ａｇｅ ２７２０ ２４４１ ０６５５ １０９９ ２３９８ ３３６７

Ｔａｎｇ ２７２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５ ０６９１

Ｃａｓｈ ２７２０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０ ０５３９

Ｔｏｂｉｎ ２７２０ １８４３ １２０２ ０８２１ １４６５ ８１６８

Ｓａｌｅ ２７２０ ２１７１０ １４６４ １８３１０ ２１５７０ ２５８６０

Ｍ＿ｐｏｓ ２７２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０４ ０２９７

Ｐｓｌｏａｎ ２７２０ ０１８８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６０ ０６６３

Ｐｌｌｏａｎ ２７２０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７ ０ ００２３ ０６１５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２７２０ ０１０１ ０３９０ －０６０２ ００３４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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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ＨＨＩ ２７２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９ １

ＳＯＳ ２７２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８ ０ ０ ０７９５

Ｅｑｕ＿ｃｏｎ ２７２０ ０３２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３０ ０３０２ ０８１２

ＣＥＯ ２７２０ ０２７８ ０４４８ ０ ０ １

Ｍ＿ｓｈａｒｅ ２７２０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１２ ０８７９

Ｉｎｄ＿ｄｉｒ ２７２０ ０３７６ ００５５ ０２５０ ０３６４ ０６６７

（二）实证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列（１）为未控制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２）为仅控制行业固
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３）为仅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４）为控制省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的
回归结果。表３各列均显示内部资本市场规模（ＩＣＭ）与业绩下降程度（ｄ＿ＲＯＡ）的回归系数为正，且
除列（１）外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在受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其在疫情期间的
业绩下降幅度越大，验证了假设１。在经济意义上，以列（４）为例，ＩＣＭ增加一个标准差大小会带来
００７％的季度资产报酬率下降，相比实际平均下降额 ０７％，增量下降程度达 １０％，表明 ＩＣＭ对
ｄ＿ＲＯ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水平（ＯＣＦＯ）与 ｄ＿ＲＯ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表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越高，企业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业绩损失越小，证明了自由现金流的

预防性价值，而现金持有水平（Ｃａｓｈ）与 ｄ＿ＲＯＡ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现金储备的很大
一部分是由融资活动形成的，这部分现金并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可能面临着

随时被收回的风险。这与Ａｙａｙｄ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７］、郑登津等（２０２０）［２３］的结论一致。其余控制变量符
号也基本符合预期。

表３　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业绩表现的影响

变量
（１）
ｄ＿ＲＯＡ

（２）
ｄ＿ＲＯＡ

（３）
ｄ＿ＲＯＡ

（４）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０４９１ ０５３５ ０５０２ ０５４３

（１９４４４） （２０６７８） （１９８９８） （２０９０８）

ＩＣＭ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１６０４） （２２０２） （２０３８） （２５２７）

ＯＣＦＯ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４５２７） （－４７５８） （－４５６０） （－４７８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６７１） （－１４１５） （－１９６５） （－１６２８）

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１７８） （２９５０） （２３８６） （２８６５）

Ｔａｎ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７９６） （２００６） （０１４３） （２１９８）

Ｃａｓｈ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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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
（１）
ｄ＿ＲＯＡ

（２）
ｄ＿ＲＯＡ

（３）
ｄ＿ＲＯＡ

（４）
ｄ＿ＲＯＡ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５１） （－２８７２） （－２７２１） （－３０７７）

Ｓａｌ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４２７） （－１７３８） （－２３３６） （－１６００）

Ｍ＿ｐｏｓ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３８５１） （０８１１） （３６６３） （０６０５）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７６８） （０８９０） （１１７０） （１２４２）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３０１８） （－３１６１） （－３１８２） （－３１４７）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６４７） （－１９００） （－１６６８） （－１９０１）

ＨＨＩ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０

（０８６６） （２２４６） （０７９２） （２４２３）

ＳＯ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７） （０６５５） （０４２１） （０５９３）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８） （０７３９） （０４９８） （０７４６）

ＣＥ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８７） （－０６７０） （－１４４０） （－０８７３）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２４９４） （－２４６８） （－２６００） （－２４６１）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３３） （－０４３６） （－０４９６） （－０５６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６４０６） （２６１６） （６８８０） （２６９６）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调整Ｒ２ ０２４０ ０３０４ ０２４９ ０３０７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三）中介机制检验

如前文所述，财务杠杆在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下降程度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内部资本市场提升了企业债务融资能力，从而扩大了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然而当企业面临外部不利冲

击时，过高的财务杠杆水平变成了企业的固定负担，加大了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的风险，降低了企业的

财务柔性，企业因无力偿还和续借债务而加剧了业绩下滑程度。为检验上述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

三步法进行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列（１）显示内部资本市场规模（ＩＣＭ）与财务杠杆水平（Ｌｅｖｅｒ）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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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财务杠杆水平越高；列（２）为在模
型（１）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Ｌｅｖｅｒ后的回归结果，在加入变量Ｌｅｖｅｒ后，ＩＣＭ与ｄ＿ＲＯＡ的回归系数不
再显著，而Ｌｅｖｅｒ与ｄ＿ＲＯＡ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变量Ｌｅｖｅｒ在ＩＣＭ与ｄ＿ＲＯＡ的关系中
发挥完全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２。经系数计算可知，中介效应（０５６３×０００７）占总效用（０００７）的
比值为５６３％。

表４　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１）
Ｌｅｖｅｒ

（２）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２９９９ ０５６３

（－１１２３９） （２１６０８）

ＩＣＭ
０５６３ ０００４

（１２０１６） （１２３０）

Ｌｅｖｅｒ
０００７

（３８３９）

ＯＣＦＯ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３

（－１２１８） （－４７２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６８０） （－１７０６）

Ａｇ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９０１） （２８１０）

Ｔａｎｇ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９２５） （２３１１）

Ｃａｓｈ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２

（－６５６３） （０７２２）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２８９１） （－３３２０）

Ｓａｌｅ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６９９９） （－２３１３）

Ｍ＿ｐｏｓ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６

（－２０２６） （０７７３）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０２２） （００８８）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２６４ －０００９

（９１９０） （－３８６３）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５７） （－２００４）

ＨＨＩ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９

（０３８８） （２５１０）

ＳＯＳ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１６２２） （０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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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１）
Ｌｅｖｅｒ

（２）
ｄ＿ＲＯＡ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１３） （０８２３）

ＣＥＯ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１６８１） （－１０２０）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０） （－２４８５）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５） （－０５９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５３ ００２８

（－６２２２） （３３６２）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调整Ｒ２ ０４７０ ０３１２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分别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被解释变量采用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总
资产净利润率的变化值进行主回归及中介机制检验，主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符号和显著性仍符合预

期，支持原假设。第二，借鉴Ｏｐ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３０］的研究，以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环比销售增长率的相
反数度量企业业绩，以２０１９年度资产报酬率作为上期业绩控制变量，并删除销售增长率行业中位数
为正的样本进行主回归及中介机制检验，除模型（１）回归中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变量的显著性下降为
１０％，其余回归中主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符号和显著性仍符合预期。第三，借鉴刘胜强等（２０１６）［３７］

的研究，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利用包括商品购销、劳务供应等所有关联交易活动的总额占总资产的比值

衡量，重新进行主回归及中介机制检验。由于关联交易总额也包含很多真正的非资金类交易，所以

ＩＣＭ的系数明显变小，但符号及显著性仍无明显变化，中介机制检验表明 Ｌｅｖｅｒ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第四，由于在疫情期间，各地区之间交通管制较多，因此同一地区的企业受到的疫情冲击相关性较高，

为消除这种相关性的影响，利用省份层面的聚类标准误重新估计回归系数显著性。主解释变量及中

介变量符号和显著性无明显变化，仍符合预期，支持原假设。第五，去除２０１９年交易状态为ＳＴ、ＰＴ或
退市整理的公司数据进行主回归及中介机制检验，除模型（１）回归中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变量的显著性
下降为１０％，其余回归中主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符号和显著性仍符合预期，支持原假设。

（五）内生性检验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减轻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业绩之间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但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这一问题，选取除企业自

身以外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行业均值作为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外生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列（１）显示工具变量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行业均值（Ｍ＿ＩＣＭ）的系
数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每个行业的信贷供给是相对稳定
的，而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与外部信贷供给又紧密相关，所以单一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规模与行业内其他

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平均数负相关；抑或是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很大一部分通过产品市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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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行业企业之间在产品市场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因而出现上述负相关关系。列（２）显示由第一阶段
回归预测的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规模（Ｐ＿ＩＣＭ）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列（３）和列（４）表明运用
Ｐ＿ＩＣＭ作为解释变量仍然通过中介机制检验，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回归结果仍然保持不变。

表５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ＩＣＭ

（２）
ｄ＿ＲＯＡ

（３）
Ｌｅｖｅｒ

（４）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０７５５ ０５５８ －２９７９ ０５７７

（－５３５５） （２０６２８） （－９９７９） （２１４０６）

Ｍ＿ＩＣＭ
－５４７２

（－４３３１）

Ｐ＿ＩＣＭ
００２５ ０５８９ ００２２

（２５９４） （６９６４） （２２０１）

Ｌｅｖｅｒ
０００７

（３９６９）

ＯＣＦＯ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１

（－２５４４） （－４２３２） （－１０８４） （－４１８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８７０） （－１７７３） （０６３１） （－１８５５）

Ａｇｅ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６５７７） （１７６０） （０７３８） （１７１２）

Ｔａｎｇ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１５０９） （２３９７） （－０８５４） （２５１９）

Ｃａｓｈ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３６ ０００３

（－３９４６） （０６７５） （－６１３９） （１２５３）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４８９５） （－３７０５） （２４８１） （－３９４９）

Ｓａｌｅ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１８４７） （－１３４３） （６６５２） （－２０６４）

Ｍ＿ｐｏｓ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３ －０２１０ ０００５

（３２６１） （０４１０） （－２０６４） （０５８０）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４） （１４４５） （１２４７０） （０２８５）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６ ０２６５ －０００８

（－２７８５） （－２７３３） （８８１３） （－３４６６）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１６４２） （－２１９９） （０８９２） （－２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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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１）
ＩＣＭ

（２）
ｄ＿ＲＯＡ

（３）
Ｌｅｖｅｒ

（４）
ｄ＿ＲＯＡ

ＨＨＩ
７８８３ ００３３ ０１９４ ００３１

（５７９７） （０８１５） （０５６７） （０８０６）

ＳＯＳ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３３６９） （－００１６） （－１６５８） （０１２４）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２４０１） （０２９６） （－０９０２） （０３７４）

ＣＥＯ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５９） （－０７０４） （１６０５） （－０８５３）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４１５７） （－２０７３） （００１４） （－２０９５）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１３８６） （－０７４８） （０２３８） （－０７７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６７４ ００２５ －０８５０ ００３１

（－４２８４） （２５９８） （－６８４７） （３１８１）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１８ ２７１８ ２７１８ ２７１８

调整Ｒ２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８ ０４２５ ０３１４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六、进一步分析

（一）地区法制环境分组检验

内部资本市场是企业应对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一种补充机制，外部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主要

标志是投资者保护水平的高低，外部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水平越低，企业越倾向利用集团内部资本市

场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反之，外部资本市场越发达，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则企业内外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越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概率越大，企业外部融资与集团内部融资的成本相差越小（佟

明亮，２０１５；窦炜等，２０１８）［３８～３９］。因此，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规模与外部资本市场发展紧密相关，外
部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越有更多的融资来源，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程度越低，企业利用集团内部资本

市场放大财务杠杆效应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越小。中国受制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

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间的市场化进程和法治化水平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参照樊纲等编制的“中

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将浙江、北京、江苏、上海、广东定义为法治环境较好组，其余省份

定义为法治环境较差组，对模型（１）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不同法制环境下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在
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回归结果见表６。由表６可知，在法制环境较好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
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不再显著，在法制环境较差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

响在５％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上述推断。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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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地区法制环境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法制环境较好组

ｄ＿ＲＯＡ
法制环境较差组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０５６７ ０５０７

（１６１２６） （１３１１３）

ＩＣＭ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１１３４） （２１９５）

ＯＣＦＯ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３４１８） （－３２２５）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１９５） （０１１５）

Ａｇ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７１９） （１４８３）

Ｔａｎｇ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１０９９） （２３０８）

Ｃａｓｈ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６）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２５６） （－３１０２）

Ｓａｌ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５９７） （－２２２１）

Ｍ＿ｐｏｓ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２３４７） （－０８６６）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９） （１７１７）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２６５５） （－１５７１）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０２） （－０５５５）

ＨＨＩ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９

（－５５０４） （２８００）

ＳＯ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 （００４６）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７８） （－００８４）

ＣＥ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３５） （－０３５８）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２７１３） （－０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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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变量
法制环境较好组

ｄ＿ＲＯＡ
法制环境较差组

ｄ＿ＲＯＡ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８） （－１０２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２

（５６７７） （０９５４）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９８ １２２２

调整Ｒ２ ０３４０ ０２７８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二）代理问题分组检验

一方面，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为附属上市公司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管

理层通常更倾向于持有超过实际经营需要的资金，以便稳固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目标，

因此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为构建商业帝国过度利用这一便利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与

股东的代理问题越严重，则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越高，企业越依赖于集团内部资本

市场融资。为减轻这一代理问题，上市公司通常会设置独立董事的监督制度和管理层持股的激励制

度。因此本文分别按照公司独立董事比例（Ｉｎｄ＿ｄｉｒ）和管理层持股比例（Ｍ＿ｓｈａｒｅ）均值对模型（１）进
行分组回归，检验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回归结果

见表７。由表可知，在Ｉｎｄ＿ｄｉｒ较低组和Ｍ＿ｓｈａｒｅ较低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业绩影响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在Ｉｎｄ＿ｄｉｒ较高组和Ｍ＿ｓｈａｒｅ较高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
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不再显著，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制约公司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过度

利用，减轻公司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过度依赖。

表７　代理问题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ｎｄ＿ｄｉｒ较低组
ｄ＿ＲＯＡ

Ｉｎｄ＿ｄｉｒ较高组
ｄ＿ＲＯＡ

Ｍ＿ｓｈａｒｅ较低组
ｄ＿ＲＯＡ

Ｍ＿ｓｈａｒｅ较高组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０５７６ ０４９７ ０５７３ ０４６６

（１８１４５） （１１０２６） （１８４１７） （９７６８）

ＩＣＭ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２２５４） （１２１３） （２８２４） （０２６５）

ＯＣＦＯ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３

（－３８８７） （－２７９１） （－３３７８） （－３６７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０） （－１１０４） （－１９２６） （０８４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２９０） （１４３６） （３２１２） （０２４１）

Ｔａｎｇ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２９４６） （００１５） （２１０４） （－０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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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变量
Ｉｎｄ＿ｄｉｒ较低组
ｄ＿ＲＯＡ

Ｉｎｄ＿ｄｉｒ较高组
ｄ＿ＲＯＡ

Ｍ＿ｓｈａｒｅ较低组
ｄ＿ＲＯＡ

Ｍ＿ｓｈａｒｅ较高组
ｄ＿ＲＯＡ

Ｃａｓｈ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８８９） （－０６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４１８）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６６３） （－１６９５） （－２６１０） （－０３４８）

Ｓａｌ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８８９） （－０７９４） （－０７８９） （－２１７２）

Ｍ＿ｐｏ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３

（０２２３） （１２５３） （０７４９） （－０９６５）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１０１４） （１０５９） （２０５８） （－１２１８）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２１） （－３０４１） （－０３００）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８） （－２６８５） （－１２３８） （－１１０２）

ＨＨＩ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８

（１４３７） （１２９５） （２１０４） （１２４５）

ＳＯ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３９９） （０６７１） （０９１７）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３） （１１５２） （０４３９） （００９４）

ＣＥ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３８７） （００９９） （－０２５２） （－１２４１）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０３４） （－２３１６） （０１１１） （－０６５２）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７５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２） （－０５５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１

（１３６１） （２０１８） （２１２０） （０５４０）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７５４ ９６６ １８２９ ８９１

调整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８６ ０３４９ ０２４９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三）债务性质分组检验

上市公司可通过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直接获取内部信贷资源（韩亮亮等，２００８）［１９］，也可以通过关
联担保等风险共担手段获取外部银行信贷资源（李增泉等，２００８）［２０］。韩亮亮等（２００８）［１９］和周颖等
（２０１２）［２７］从“内部资本市场融资替代效应”角度发现，随着金字塔结构复杂性的增加，即内部资本市

·７８·

　孙洁，孙明杨：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业绩———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准自然实验



场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越倾向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提供的非银行借款。Ｂｕｃｈｕ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４］以智利
为例，发现参与企业集团内部借贷的公司比其他公司拥有更高的杠杆率，但其外部债务比率却比其他

公司较低。为进一步验证中国上市公司利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获取的主要贷款性质，将资产负债率

分解为银行借款率和非银行借款率，分别代表外部债务比率和集团内部债务比率，对集团内部资本市

场与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为保证样本的完整性，对于短期借款和长

期借款缺失值取值为０，回归结果见表８。由列（１）和列（３）可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既会直接增加集
团内部借贷比率（Ｉｌｅｖｅｒ），也会提高银行借款率（Ｏｌｅｖｅｒ），但对集团内部借贷比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列
（２）和列（４）显示集团内部借贷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表现过程中发挥的
中介作用更显著，且Ｓｏｂｅｌ检验显示集团内部借贷发挥的中介作用约为４９％，而外部银行债务发挥的
中介作用约为３０％，说明中国集团内部借贷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放大附属公司杠杆效应的过程中发
挥了主要作用，集团内部借贷对于外部银行债务具有一定的融资替代性，与韩亮亮等（２００８）［１９］和周
颖等（２０１２）［２７］的结论一致。

表８　债务性质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Ｉｌｅｖｅｒ

（２）
ｄ＿ＲＯＡ

（３）
Ｏｌｅｖｅｒ

（４）
ｄ＿ＲＯＡ

ｌ＿ＲＯＡ
－２３４６ ０５６３ －０７６４ ０５５４

（－１０９９６） （２１６３７） （－８２９２） （２１１１３）

ＩＣＭ
０４３８ ０００４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５

（１１１６１） （１２６４） （８１１９） （１７５３）

Ｉｌｅｖｅｒ
０００８

（３６８８）

Ｏｌｅｖｅｒ
００１５

（３１１９）

ＯＣＦＯ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３

（－０５４５） （－４７８２） （－１６１２） （－４７１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３） （－１６１９） （３１９９） （－１９１７）

Ａｇ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１２２） （２７８９） （－０３８６） （２９０２）

Ｔａｎｇ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４

（－２５１４） （２４５６） （１７５８） （２０４６）

Ｃａｓｈ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７５７７） （０８３７） （－１１９６） （０２０７）

Ｔｏｂｉｎ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２９０６） （－３３３５） （２５５０） （－３２７０）

Ｓａｌｅ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７４３３） （－２３５７） （２２６２） （－１７９２）

Ｍ＿ｐｏｓ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６

（－１９１８） （０７７１） （－２０７９） （０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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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变量
（１）
Ｉｌｅｖｅｒ

（２）
ｄ＿ＲＯＡ

（３）
Ｏｌｅｖｅｒ

（４）
ｄ＿ＲＯＡ

Ｐｓｌｏａｎ
－０２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５

（－１３９８１） （２２６５） （５３２７４） （－１９０５）

Ｐｌｌｏａｎ
－０２３９ －０００５ ０５０１ －００１４

（－１１８３１） （－２２２６） （３７６７１） （－４３４０）

Ｇｒｏｗｔｈ＿ｃｃ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４４４） （－２０４９） （－０４６５） （－１８９１）

ＨＨＩ
－０１７６ ００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０４６

（－０３３２） （２８００） （１３９１） （２１１８）

ＳＯ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５） （０６６９） （－２５６５） （０７８９）

Ｅｑｕ＿ｃｏｎ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３０） （０７９２） （－０４１４） （０７７８）

ＣＥＯ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０） （－１０２４） （００４８） （－０８７８）

Ｍ＿ｓｈａｒ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４１） （－２４７５） （０７４７） （－２５２８）

Ｉｎｄ＿ｄｉ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８１７） （－０６５１） （－０９１２） （－０４９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４８４ ００２７ －０３８１ ００２８

（－４０８６） （３２０５） （－８０４３） （３２９０）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２７２０

调整Ｒ２ ０４４８ ０３１２ ０７９１ ０３１０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值；、、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七、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带来了显著的风险分散化利益和优化资金配置的好处，但同时也引起了

金融系统脆弱性风险。以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选取了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Ａ股上市
公司第一季度业绩表现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疫情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

间的业绩下降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疫情冲击前的内部资本市场规模越大，企业在疫情期间的

业绩下降程度越大。机制检验表明，内部资本市场主要通过放大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进而抬高企业

的财务杠杆水平，而过高的财务杠杆会形成企业在面临外部不利冲击时的沉重负担，加大企业的财务

困境风险，降低企业的财务灵活性，进而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对样本公司分别按照地区法制环

境和上市公司代理问题进行分组回归，研究发现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差以及上市公司代理问题较严重

时，疫情冲击前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显著不利；而在地区法制环境较好以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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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代理问题较小时，疫情冲击前内部资本市场规模对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影响不再显著。将

资产负债率分为银行借款率和非银行借款率，分别代理外部债务比率和集团内部债务比率，对集团内

部资本市场与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集团内部借贷在集团

内部资本市场影响企业在疫情期间的业绩表现过程中发挥主要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首先，丰富了内部资本市场经济后果与企业业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从内部

资本市场放大企业财务杠杆效应的视角出发，论证了在面临重大经济冲击时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业

绩的影响，认识和探索了内部资本市场可能具有的潜在风险，从一个新的视角验证了内部资本市场活

动的双刃性。这对于企业管理当局和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验证了内部资

本市场可能具有的宏观经济影响，现有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强调银行、证券市场和其他外部资本市场

在经济冲击中的传导和放大效应，本文说明内部资本市场也提供了一个渠道，集团内部借贷是附属企

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源头，通过它经济冲击得以放大。这对于政府全面评估经济活动中蕴含的信用风

险，精准制定去杠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所依托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是一种全国性的经济

冲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本研究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部资本市场源

头，对于政府和信贷部门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预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启示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信贷融资风险是历次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影响信贷融资的不仅仅只有企业外部的宏观

层面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内部资本市场融资，因此政府在估计债务风险在经济冲击中的不利

影响时还要把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特别是集团内部借贷活动考虑在内，综合评判经济活动中潜藏

的可能影响企业信贷融资的风险因素，制定更为稳妥、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法制环境可以有

效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的效率差距，缓解企业的融资约

束，因此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减轻企业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过度利用和依赖，进

而降低企业因内部资本市场放大财务风险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二，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当局不应单纯以单个企业看问题，而应该通过股权和实质控制关系来考

察作为集团的整体金融风险，实施风险总控。集团管理当局在统筹集团融资安排时，既要利用内部资

本市场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内部资本市场潜藏的危害，防止过度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扩大附属企业债

务融资规模，及时监测和控制内部资本市场导致的内部借贷水平，提前制定应急预案机制，在外部融

资市场保留足够的财务灵活性以对冲重大不利经济冲击下集团内部财务风险，将财务风险控制在一

个可控水平上。各附属企业也不应将内部资本市场看作最后的救命稻草，自身须保留足够的财务灵

活性，避免深陷泥潭。附属企业可以通过完善自身治理机制减少代理问题，进而制约管理层因自利动

机而过度利用内部资本市场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财务风险。

第三，银行等外部信贷部门在制定信贷风险管理监督和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时，应将集团内部借

贷活动纳入其中。在信贷决策时，考量当前企业内部借贷水平，并在贷款条件中规定未来内部借贷的

限额，特别是对地处法制环境较差和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更要加强此类信贷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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