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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2001 ) 2004年上市公司是否进行了债务重组的数据来研究金融

生态环境和企业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发现,相对于在金

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 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

司,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

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

间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呈现为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意味着, 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设

施0, 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融资性负债发挥治理效应, 但此效应会被政府作为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所具有的/父爱效应0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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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指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即公司最终控制人的产权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此处,沿用我国现有主流文献的通常提法,

称为最终控制人性质。

一、引  言

从企业所有权角度看,企业的融资结构其实就构成了对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合约结构,故在企业

融资结构之中, 负债其实不仅仅是一种资本的来源,其本身就应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Grossman and

Hart, 1982; Jensen, 1986; Williamson, 1988; Harvey and Shrieves, 2000)。无疑, 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

制,负债的治理效应(即负债所发挥的公司治理作用)会受到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

谢德仁和张高菊( 2007)曾发现此方面的经验证据。但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 金融生态环境对公

司不同类型负债的治理效应之影响是否会不同呢? 在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中,这种影响本身是否又

会受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进一步影响呢?

从公司形成负债的业务活动性质(是融资活动还是经营活动)和债权人的经营业务性质来看,

负债可区分为融资性负债(即由企业的融资活动产生, 来源于包括商业银行和资本租赁公司在内的

金融机构的负债,企业需为融资性负债支付市场利率水平的利息,亦即公司债务性融资所形成的负

债)和经营性负债(即由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主要来源于供应商和客户的负债等,包括应

付账款和预收账款等,企业无需为经营性负债支付市场利率水平的利息)。如本文后面所分析的,

理论上,金融生态环境主要是对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而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¹会进

一步影响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 从而会对公司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其债务重组概率之间的关系产

生重要影响。本文就试图对此加以研究,利用上市公司以债务人身份发生债务重组的数据来分析

和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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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经过搜索阅读, 尚未发现与本文研究主题完全相同的文献, 即使是关于不同来源的公司负债的

治理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我们也未搜索到。关于公司负债的治理效应, 汪辉( 2003)曾发

现,总体上债务融资具有加强公司治理、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作用。而与本文研究主题最接近的是

前述谢德仁和张高菊( 2007) ,他们把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制度环境性因素引入对上市公司负债的治

理效应研究之中,结果发现,金融生态环境确实对公司负债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他们

没有考虑金融生态环境对不同来源的负债之治理效应有着不同影响,故其结论略显粗疏,因为结论

可能系受金融生态环境对某类来源的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所致,并非金融生态环境对全部负债的

治理效应均有相同影响。此外,他们也没有考虑上市公司不同性质最终控制人的可能影响及其与

金融生态环境对负债治理效应的交互影响。

总体上,现有文献均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好,政府干预越少,对

投资者保护越有力, 其公司治理质量越高,越有助于增加公司价值, 降低中小投资者所面临的代理

成本(如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辛宇和徐莉萍, 2007;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7;王鹏, 2008) ;随着市场

化进程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资本配置的效率有所改善(方军雄, 2006, 2007;江伟和李

斌, 2006) ,且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夏立军和陈信元, 2007)。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

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也有着重要影响, 政府控制尤其是县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

响(夏立军和方轶强, 2005) , 地方政府谋取政治利益的/干预之手0超过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帮助之

手0, 从而导致了较低级别的政府所有权低效率(曹廷求等, 2007) ;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

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

极作用都更为显著(李涛, 2005) ;国家控制及政府干预显著地加剧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及银行债

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高雷等, 2006)。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会产生/可预期效应0和/保护效应0,

当最终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企业, /保护效应0比较强,抵消了/可预期效应0的作用(徐浩萍和吕长

江, 2007)。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如前述,负债本身就应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Grossman and Hart, 1982; Jensen, 1986; Williamson,

1988; Harvey and Shrieves, 2000)。但是,负债要成为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其首要条件是债权

人是真正自为的市场主体,且存在有效的债务合约履约机制。如现有文献所显示的,我国各地区的

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全国各地区的债务合约履约机制之有

效性该如何衡量呢? 我们认为,李扬等( 2005)衡量的金融生态环境是比较合适的指标。该指标包

括了对一个地区的法治环境、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金融部门独立性、诚信文化、社会中介服务、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诚信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综合测度。因此, 金融生态环境能够对前述的债

务合约履约机制做出较好的综合评价, 是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0, 其本身具有更为基础的/治理效

应0, 影响着负债治理效应的发挥。此外,如现有文献所发现的, 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也是重

要的公司治理影响因素, 这自然包括其对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企业的融资

性负债。因为, 对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来源于供应商和客户等的经营性负债,其本

身性质上并不属于企业的融资活动,不是前述企业融资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的构成部分,通常其合约

是短期的,其债权人不参与公司治理。此外, 由于其债权人可能来自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也可

能来自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且不同地区的经营性负债债权人都会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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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负债形成之前和之后积极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债权管理相当市场化。经营性负债的这一非地

域性和其更加市场化的特征使得地方政府对于经营性负债债权人的干预力不从心。而从债务人角

度看,无论其身处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还是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也无论其是否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由于其面对的供应商和客户可能来自全国各地, 其必需尽可能地保持自己在产业上下游

市场中的声誉, 方能使企业持续经营下去。为此, 在理论上, 金融生态环境和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

性质对经营性负债之治理效应不会有重要影响,故我们对其不提出假设,但会在假设检验中对其加

以控制。下面, 我们就具体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影响,并

就此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11金融生态环境、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公司的融资性负债主要还是来自商业银行的短长期借款(包括通

过票据融资方式操作的短期借款) ,且提供融资性借款的银行基本上是公司所在地的全国性商业银

行的当地营业机构或当地区域性商业银行。因此,融资性负债的地域性特征使得金融生态环境对

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差,地方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低,

地方政府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干预力度越强,银行越缺乏经营独立性。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

区的银行也相对较缺乏合格的金融人才,这就使得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的商业银行的贷前信贷

风险控制能力和贷后监督能力相对较弱,且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的上市公司更可能/ 先天质地0

就不佳,其财务风险控制能力和意愿也相对较弱, 进而令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的融资性负债之治

理效应相对较差,表现为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上市公司的融

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强。

进而言之,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能够发挥较好的/治理效应0,银行经营的

独立性更强,经营质量也更高,这可能会使信贷市场呈现出/优胜劣汰0的效果。具体而言, 银行相

对出色的风险控制能力和高质量的贷前审查以及经营的独立性会使得银行能更好甄别出财务状况

更健康和信用水平更高的公司,然后给予其更多的信贷资金,而银行贷后的高质量监督会有力保障

信贷资金的安全。即使这些公司发生暂时性财务困难,银行在判断其为暂时性财务困难后也可能

更愿意通过借新还旧、合约展期等外界难以观察到的隐性债务重组来助其度过难关(因为这些公司

是其优质客户和主要利润来源)。反之,财务状况差和信用水平低的公司则更难以得到银行信贷资

金,一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若有银行贷款的话更可能被银行催还, 进行外界可观察到的显性债务

重组(如提起法律诉讼、利用非现金资产抵债等)。这样一来,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 融资性

负债水平本身很可能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好坏和信用水平高低的一个/ 正(正面)0信号, 即融资

性负债水平相对高的公司很可能财务状况相对更健康,信用水平相对更高。从而,融资性负债水平

高的公司相对更少可能发生债务重组。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

重组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负相关关系。即使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融资性负债发挥不了如此好的

治理效应或此关系仅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因后面将分析到的政府的/父爱效应0可能削

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 ,但总体上来看,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上

市公司,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较

弱,这表现为对于同等的融资性负债水平,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相对较少可能发生债

务重组。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 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公司,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

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21金融生态环境、最终控制人性质、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与债务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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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金融生态环境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之影响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讨论基于不同的金

融生态环境,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有何不同影响。先单纯讨论最终控制人性

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所具有的影响,然后再基于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最终控制人性质对

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之影响。

对于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性质,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其是否国有(政府是否其最终控制人)。

因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很强的/预算软约束0(Kornai, 1980;林毅夫和李志 , 2004;

田利辉, 2004、2005) , 政府一般倾向于要求银行放弃预算硬约束下对企业的惩戒, 反而可能迫使银

行继续向亏损公司贷款, 来维持其正常运作和支付雇员工资(田利辉, 2005)。这一预算软约束对

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自然亦存在,我们不妨称之为政府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父爱效应。在政府同

时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商业银行控股股东的条件下,这一父爱效应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

面,作为融资性负债债权人的国有控股银行迫于政府的产权控制、市场管制权力和隐性担保以及便

于推脱信贷失败责任,会放松对国有控股公司贷款的贷前审查和贷后监管;另一方面,作为融资性

负债债务人的国有控股公司受惠于政府的父爱效应,无需关注自身的财务风险并加以合理控制,能

拿到贷款和有充足的资金供企业去运转才是/ 正道0, 万一归还不了, 在政府帮助下再进行债务重

组。这两方面都会极大降低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但政府的父爱效应不会惠及非国有控股的上

市公司,对于后者,银行会更加关注信贷风险控制,贷前审查更加严格,贷后的监管也会更加到位,

而作为贷款方的上市公司,也会注重加强自身的财务风险管理, 注重保持良好的市场声誉, 一旦违

约,则更可能及时展开市场化的显性债务重组。因此,由于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父爱效应,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差,导致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同等融资性负债水平理论上相对更大可能发生债务重组。

同时, 政府的父爱效应对于国有控股公司的债务重组行为方式也会产生影响,表现为, 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在发生财务困难时会先在政府帮助下进行外界难以观察到的非市场化的隐性债务重组

(如财政贴息、合约展期、停息挂账等) , 万不得已才进行可被外界观察到的显性债务重组(以下我们

单独提及债务重组时均指此类我们可观察到的债务重组) , 由银行减免利息乃至本金,或将这一不

良贷款转移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再进行债务重组。选择先进行隐性债务重组对于存在道德

风险的地方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和贷款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三方都是有利的,因为隐性债务

重组乃潜亏,不会影响三方管理者的在任(当期)业绩, 亦即把进行不良贷款处理的显性债务重组尽

量往后/拖0,把不良贷款处理(伴随着企业的停业清算或重组)留给后一任的三方管理者为最佳战

略。此外, 由于中国近 10余年经济处于高速发展之中,许多公司暂时性财务困难甚至较大的财务

困难在隐性债务重组后也很可能被成功解困(从而最终不会发展为显性债务重组)。在这些隐性债

务重组中,政府的帮助是关键,如有些企业离开政府的帮助,即使隐性债务重组也难以解困(如通过

政府资金或政策扶持或通过土地置换而解困的企业) ,有些企业没有财政的贴息和政府干预,隐性

债务重组本身都难以展开。自然, 隐性债务重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难以得到的优惠/待遇0,尤

其当遭遇宏观调控时更是如此。当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困难,连利息都不能及时支付时,

银行经理很难为其展开隐性债务重组。随着银行内部绩效评价和究责制度的改进,为减轻经营责

任,银行经理反而会尽早地要求贷款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以尽量提高贷款回收率。因此, 虽然政府

的父爱效应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更差,同等融资性负债水平更易发生债

务重组,但因这一父爱效应使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债务重组更多地通过外界难以观察到的隐性

债务重组方式进行, 故我们观察到的经验证据很可能显示,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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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上市公司的同等融资性负债水平更小可能发生债务重组(即观察到的显性债务重组)。¹

进一步来看,上述政府的父爱效应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地区的强度应不同,其对融资性负债治

理效应的负面影响程度也应不同。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虽然政府的父爱效应依然会存在,但

其强度会相对更弱, 会被金融生态环境的治理效应所制衡。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治理效应能在多

大程度上制衡政府的父爱效应,我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总体上, 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政府的父爱效应相对较弱或金融生态环境的制衡力量相对较强。为此,

我们认为,当区分金融生态环境后,应该可以观察到:

( 1)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由于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基础设施0的治理效应就很差, 故即使

对于不存在政府父爱效应的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融资性负债也难以发挥治理效应,融资性负

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由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

地区的政府父爱效应很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政府对银行经

营的干涉力度也更强,银行的经营业绩也相对较差(从而较难消化显性债务重组的损失) ,前述政府

官员、银行经理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三方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时先进行非市

场化的隐性债务重组的/合谋0利益更大, /合谋0动机更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发生财务困难时也

就更可能进行我们观察不到的隐性债务重组。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相对于非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而言,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2)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首先,如前面所分析的,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 融资性

负债能够发挥较好的治理效应,融资性负债水平本身就有可能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

的/正0信号,从而使得融资性负债水平和债务重组之间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其次,对于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而言,由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 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 银行经营

的独立性较强, 银行的经营业绩也较好(从而足以消化显性债务重组的损失)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

财务困难进行显性债务重组对市场和地方经济造成的冲击较小,政府干涉市场的意愿和力度也较

小。为此,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比较起来,前述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

层三方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时,先进行隐性债务重组的/合谋0利益相对较小, /合谋0

动机也就较弱, 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时也更容易通过市场化的显性债务重组来化解。

隐性债务重组因素的弱化意味着, 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同等融资性负

债水平未必较少可能发生债务重组。但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

债水平能否如前面分析的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那样, 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正0信

号呢? 我们认为,在本文研究样本所属期间,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 金融生态环境虽能发挥较

好的治理效应, 但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父爱效应依然会存在, 从而会削弱金融生态环境进而

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换言之,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治理

效应因受政府父爱效应的影响,其融资性负债水平未必能成为反映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信用水平的/正0信号或其/正0信号作用没有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那么强, 甚至可能成为反

映其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负(负面)0信号(即给定其他条件,融资性负债水平越高,财务状况越

差,信用水平越低)。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 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较弱,甚至转化为正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针对基于不同金融生态环境的最终控制人性质对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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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注意,虽然也是融资性负债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弱,但政府父爱效应影响的逻辑与前面讨论的金融生态环境

的影响逻辑是不同的。在前面,金融生态环境好,融资性负债能够发挥治理作用,从而使得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融

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或相对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影响提出下述假设:

H2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 最终控制人为国

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H3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 最终控制人为国

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较弱。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样本选取于 2001 ) 2004年间各年末在市的A 股上市公司, 样本剔除标准如下:金融

性公司;债务重组当年和前一年审计意见为否定与拒绝发表意见的公司;债务重组前一年流动负债

为负的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无法确定的公司;相关数值缺省的公司。最终样本为 4329个公司P年

(其中:债务重组样本为 426个公司P年)。我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巨灵证券信息系

统、金融界网站、上市公司资讯网以及色诺芬数据库(CCER) ,而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数据来自

李扬等( 2005)。

(二)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在不同类型负债中对债务重组的影响, 我们采用

Logistic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 t年是否债务重组, 当上市公司发生了债务重组,则取

1, 反之为 0。

对于解释变量中的金融生态环境因素, 我们借鉴谢德仁和张高菊( 2007)的方法,采用李扬等

( 2005)所构建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FENV)。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为连续变量,大于等于 0,

小于等于 1,指数越大,表示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越好。我们以所有样本公司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

指数的中值为线,在此之上(大于中值)为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等于或小于中值为金融生态环境

相对较差,从而形成一个金融生态环境虚拟变量( FENVD) ,大于中值为 1,否则为 0。

对于解释变量中的最终控制人性质变量(SOE) , 我们以 t - 1年末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准

(因为 t年年末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可能是债务重组之后的结果) , 最终控制人为政府(国有) , SOE为

1, 否则为 0。

在划分融资性负债水平和经营性负债水平的时候,我们把应付票据归类为融资性负债,因为在

我国应付票据已经成为很多公司短期融资的一种方式,出现了明显的短期融资票据化趋势,票据融

资对于短期贷款的替代作用明显(张小彩, 2003)。此外, 由于在我们研究的样本归属期间, 递延薪

酬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长期经营性负债几乎没有,故我们把长期负债全部归入融资性负债。

除了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因素外,上市公司因财务困难而发生债务重组的根本原因还

在于其内部公司治理机制薄弱。糟糕的内部公司治理可能表现为对经理人的激励不足或监督不

足,进而导致经理人经营不善;也可能表现为对大股东缺乏足够的制衡力量,导致大股东大量占用

上市公司的经营资金或转移上市公司的财富,导致上市公司无力如期如数偿还债务。为此,我们还

在检验模型中对相关公司治理因素进行控制。依据白重恩等( 2005)、崔学刚( 2004)等诸多文献对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结果,本文将之进一步细分为股东之间的权力制衡因素、董事会中的

权力制衡因素以及经理人激励因素。对于这三方面的公司治理因素, 我们分别采用是否发行了A

股之外的股份(HBShare)、第二至第十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制衡力( CSTR)、是否存在机构投

资者股东( INST)、总经理是否兼任董事长(DUA)以及董事会中的外部(独立)董事比例( IDR)、高管

人员(含董监事和管理层)的持股比例( ESH)等变量来衡量。此外,与谢德仁和张高菊( 2007)一样,

我们也在回归中加入行业虚拟变量来间接控制不同行业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同对公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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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状况的可能影响, 以及对上市公司的上市年龄( ListY)加以控制。在回归中, 我们还会控制企业规

模( SIZE)的影响,并预期公司规模越大,发生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越低。这些变量的定义见表 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债务重组 Y t年发生债务重组, Y= 1, 否则 Y= 0。

解释变量

融资性负债水平 FLEV
t- 1年末(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长期
负债)Pt- 1 年末总资产。

经营性负债水平 NFLEV t- 1年末资产负债率减去 t- 1 年末融资性负债水平。

金融生态环境 FENV 李扬等( 2005)衡量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金融生态环境

虚拟变量
FENVD

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大于全部样本公司该指数中值的公司取

值为 1,否则为 0。

最终控制人性质 SOE 当 t- 1 年末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时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有否机构

投资者股东
INST 第 t- 1 年末前十大股东中具有机构投资者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有否 A股之
外的股份

HBShare
第 t- 1年末公司还发行有 A股之外的股份,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

第二至十大股东

的股权制衡力
CSTR 第 t- 1 年末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的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DR 第 t- 1 年末独立董事数量除以公司董事规模。

董事长是否

兼任总经理
DUA 第 t- 1 年末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取值为 1, 否则为 0。

高管持股比例 ESH 第 t- 1 年末董监事与高管层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行业虚拟变量 IND
参照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南, C类按照两位数分类,其余为一位
数分类,共计 20 个行业虚拟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第 t- 1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上市年龄 ListY 第 t- 4 年至第 t 年间在市, ListY= 0;否则 ListY= 1。

  为了检验H1,本文采用下面的模型检验:

Logit( P) = P(Y = 1) = F(A0 + A1 @FLEV+ A2 @NFLEV+ A3FENVD

+ A4 @FENVD @FLEV+ A5 @FENVD@NFLEV+ A6 @SOE

+ A7 @HBShare+ A8 @CSTR+ A9 @INST+ A10 @IDR+ A11 @DUA

+ A12 @ESH + A13 @SIZE+ A14 @ListY+ E
34

i= 15
Ai INDi) ( 1)

  在上述模型中,按照前面的分析和H1, 我们预期 A1 为正数,由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

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对更弱,我们预期A4 为负数。对于A5 和A6

我们不做预期, 对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请参见表 3。

为了检验H2和H3,我们把全体样本按照其所处的金融生态环境大于或小于等于金融生态环

境( FENV)中位数划分为两组,即处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样本( FENVD= 1)和处于金融生态环

境较差地区( FENVD= 0)样本。然后对这两组子样本分别采用下述模型对H2和H3进行检验:

Logit (P) = P(Y = 1) = F(A0 + A1 @FLEV+ A2 @NFLEV+ A3 @SOE

+ A4 @SOE @FLEV+ A5 @SOE @NFLEV+ A6 @FENV+ A7 @HBShare

+ A8 @CSTR+ A9 @INST+ A10 @IDR+ A11 @DUA+ A12 @ESH

+ A13 @SIZE+ A14 @ListY+ E
34

i= 15
Ai INDi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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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模型( 1)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符号 预期符号 系数值 Wald 值

Constant A0 ? 11 567 (11129)

FLEV A1 + 11 753 (161 643)***

NFLEV A2 + 21 759 (251 971)***

FENVD A3 - 01 120 (01253)

FENVD@FLEV A4 - - 11590 (81 610)***

FENVD@NFLEV A5 ? - 11916 (91 383)***

SOE A6 ? 01 134 (01816)

HBShare A7 - 01 161 (01605)

CSTR A8 - - 01028 (11633)

INST A9 - - 01300 (51740) **

IDR A10 - - 01600 (21590)

DUA A11 + 01 135 (01518)

ESH A12 - - 10271618 (31377) *

SIZE A13 - - 01228 (101 129)***

ListY A14 + 01 146 (11310)

INDi A15 - A34  <

N 4329

- 2 Log Likelihood 24051 613

Chi2square 2881440***

  注:括号内为Wald统计值;***、** 、* 分别代表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限

于篇幅,行业虚拟变量的统计结果在表中略去。

  在模型( 2)中, 按照 H2,在

对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

公司样本的回归中, 我们预期

A1为正数, 由于国有控股上市

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

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对更

弱,我们预期 A4 为负数。而按

照H3,在对金融生态环境较好

地区上市公司样本的回归中,

我们预期A1 为负数, 由于国有

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

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负相关关

系相对更弱,我们预期 A4 为正

数。基于前面的分析和谢德仁

与张高菊( 2007)的结果, 我们

还预期金融生态环境连续变量

(FENV) 的系数 A6 为负数, 至

于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预期请

参见表2和表 3。

五、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表2和表 3分别列示了我

们对前述模型( 1)和( 2)的检验

结果。¹

从表 2和表 3中我们可以

看出:

11按照模型( 1)的设计原理, 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的上市公司, 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

务重组之间的关系由/A10来捕捉,而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 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

务重组之间的关系则由/A1+ A40来衡量。回归结果显示, A1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金融生

态环境较差的地区, 融资性负债水平越高越可能发生债务重组。A4 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A1+

A4> 0,因此, 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虽然还是正相

关关系,但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公司而言,其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确实较弱。因此, H1通过检验。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0, 对融资

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有着重要影响, 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强于金

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表现为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公司相比,金融

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同等融资性负债水平较少可能导致发生债务重组。

与我们前面的分析不同的是, A2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 A5 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A1+ A5>

0, 说明金融生态环境也能对经营性负债的治理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检验结果显示, 在金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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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限于篇幅,本文此节略去了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其简要分析。



态环境较差地区,经营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

地区,这一正相关关系也变得较弱。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

司可能更重视自身在产品与服务市场中的声誉价值,注重对自身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管理,从而

相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的上市公司而言,其同等的经营性负债水平会相对较少可能导致发

生债务重组。

表3 模型( 2)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符号

预期
符号

模型( 2)
( FENVD= 0子样本)

模型( 2)
(FENVD= 1子样本)

Constant A0 ? 11539 (01507) 41 351 (21942) *

FLEV A1 + 31190 (111996) *** - 11691 (21717) *

NFLEV A2 + 31668 (141510) *** 31 106 ( 71311)***

SOE A3 ? 11019 (31811) * - 01038 (01013)

SOE@FLEV A4 - P+ - 21008 (31807) * 21 207 (31989)**

SOE@NFLEV A5 ? - 11147 (01981) - 21231 (31749) *

FENV A6 - - 51401 (131465) *** - 11704 ( 71371)***

HBShare A7 - - 01328 (01711) 01 658 (51471)**

CSTR A8 - - 01054 (31782) * 01 020 (01296)

INST A9 - - 01250 (21424) - 01329 (21543)

IDR A10 - - 01703 (21135) - 01674 (11189)

DUA A11 + 01285 (11493) - 01223 (01446)

ESH A12 - - 7751940 (11516) - 16891292 (01000)

SIZE A13 - - 01200 (41398)** - 01247 (41180)**

ListY A14 + 01469 (81054) *** - 01280 (11747)

IND A15 - A34 ? <  <

N 2098 2231

- 2 Log Likelihood 13941700 9461804

Chi2square 1921222*** 1091278***

  注:括号内为 Wald统计值; *** 、** 、* 分别代表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行业虚拟变量的统计结果在表中略

去。

21按照模型( 2)的设计原理,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上市公

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关系由/A10来捕捉, 而对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

公司, 其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关系则由/ A1+ A40来衡量。利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

区的上市公司子样本( FENVD= 0子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表 3的第 4列) , A1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越高越可能发生债务重组。A4 在

10%水平(接近 5%水平)上显著为负, 且A1+ A4> 0,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最终控制人性

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虽然还是正相关关系, 但相对于最终控制

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而言, 其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确实较弱。因此,

H2通过检验。这说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政府的父爱效应较强,三方/合谋0的隐性债务重

组及政府的其他帮助使得国有控股上市的融资性负债治理效应虽然更差,但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而言,其同等融资性负债水平却更少可能导致发生债务重组。该列回归结果还显示, A2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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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上显著为正, A5 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对经

营性负债的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31按照模型( 2)的设计原理,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上市公

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关系由/A10来捕捉, 而对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

公司, 其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关系则由/ A1+ A40来衡量。利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

区的上市公司子样本( FENVD= 1子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表 3的第 5列) , A1 在 10%水平上

显著为负,说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越高越不可能发生债务重组。

A4 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且A1+ A4> 0,因此,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

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不仅负相关关系转弱,而是完全反转,呈现为正相关关

系。因此, H3通过检验。这一方面说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市场运行的

/基础设施0,确实能够发挥出一定的治理效应,表现在对于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 融资性负

债水平能够成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正0信号,亦即融资性负债水平越高,说明公司财

务状况更健康和信用水平更高,更少可能发生债务重组。另一方面也说明, 如同前面所分析的,即

使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政府的父爱效应依然存在, 且还比较强, 金融生态环境的治理效应被

政府的父爱效应所削弱, 使得融资性负债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相对较弱,表现为相对于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是反映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正0信号, 有控股上市公司

的融资性负债水平却还是与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一样,是反映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负0信号。

这意味着, 即使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依然有必要继续提升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继续改革政

府的目标和职能定位以降低其父爱效应,使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使融资性负债

能够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挥更佳的治理效应。该列回归结果还显示, A2 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A5 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 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而言, 经营性

负债与债务重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这一正相关关系也被削弱了。

为与模型( 2)的检验结果相对照,我们还把全部样本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分为最终控制人为国

有的( SOE= 1子样本)和非国有的( SOE= 0子样本)两组子样本, 然后采用模型( 1)进行了回归(其

中不含 SOE控制变量)。¹ 检验结果完全可与上述检验结果相呼应, 如我们发现: ( a)对于两组子样

本,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 融资性负债水平和经营性负债水平都与债务重组在 1%水平上显著

正相关; ( b)对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金融生态环境对其融资性负债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没有显著影响, 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 经营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减弱

了; ( c)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金融生态环境对经营性负债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

显著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有趣

的是, 我们还发现,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 DUA)变量与债务重组在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该变量与债务重组在 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º 结

果还显示, 独立董事比例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债务重组之间在 10%水平上显著

负相关(即它们是有效的治理机制) , 但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否发生债务重组没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最终控制人性质会对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产生重要影响。

41就控制变量来看,在模型( 2)的两类样本回归中,金融生态环境连续变量( FENV)都在 1%水

平上与债务重组显著负相关, 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存在一定的治理效应,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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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这意味着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可能提高了经营效率,而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却因股东缺位而

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限于篇幅和本文分析逻辑,表格不予列示。



市公司更少可能发生债务重组,这与谢德仁和张高菊( 2007)的发现是一致。在模型( 1)的回归中,

机构投资者( INST)与因变量在 5%水平上负相关, 这说明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是一种可能有效的

公司治理机制。¹ 高管持股比例与因变量之间在 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经理人的股权激励

能够发挥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在表 2和表 3的三项回归中,企业规模( LNA)都与因变量在 1%或

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现有文献是一致的,规模大的公司经营风险更小些, 更少可能发生债务

重组。有趣的是,在表3模型( 2)的回归中,对于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子样本,发行了A股之外股

份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发生债务重组(HBShare的系数A7 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在金融生态环境

较差地区子样本中,第二至第十大股东的制衡能够有效降低公司发生债务重组的概率(CSRT的系

数A8 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 , 上市年龄越长越可能发生债务重组( ListY的系数A14在 1%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些结果说明相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在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中可能发挥的公司治理效

应是不同的,如前述,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也受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影响。

六、结  论

本文发现,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但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相对

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地区,相对于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

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最终控制

人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

上市公司的融资性负债水平与债务重组之间却发生逆转,呈现为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发现意味着,

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地区,对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而言,融资性负债具有较好的

治理效应,融资性负债能够成为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信用水平的/正0信号;金融生态环境作为市场

运行/基础设施0的治理作用虽提高了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 但这一作用被政府作为国有控股上

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所具有的父爱效应所削弱,前者制衡不了后者。为此,一方面, 需继续改善金融

生态环境,使之更好发挥/基础设施0的治理效应, 进而改善融资性负债的治理效应;另一方面,需继

续改革政府的目标和职能定位抑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本文的发现也说明, 由于不

同来源性质的负债的治理作用之发挥受不同因素影响,所以研究负债治理效应的时候应区分负债

的来源分别检验。此外, 本文还发现,股东之间的制衡、经理人股权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独立董

事比例等治理机制可能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能够降低公司发生债务重组的概率,但其作用有效性

要受到金融生态环境和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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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Ownership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Financing Debts

Xie Deren and Chen Yuns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 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 among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ownership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and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financing debts by using the debt restructuring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1) 2004. We

document that, ( 1) Compared with the listed companies located in the area where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bad (hereafter, FENV- B) ,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ng deb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ebt restructuring is weaker in the

listed companies located in the area where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relatively good (hereafter, FENV- G) . ( 2) In

the FENV- B, compared with the non2state2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 hereafter, NSCEs) ,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ng deb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ebt restructuring is weaker in the state2controlled listed companies ( hereafter, SCEs) . ( 3)

In the FENV- G, as to NS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ng deb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ebt restructuring is negative, but when

it comes to SCEs, the relation is reversed to be positive.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ownership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governance role of the financing debt in listed companies.

As a result,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objectives,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SCEs is not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wnership Nature of the Ultimate Controller ; Governance Effect of Financing

Debts; Debt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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