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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与薪酬粘性
——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摘要】以我国沪深两市2012 ~ 2014年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

性和高管薪酬粘性，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当公司业绩有所增长时，高管薪酬也会

有所增加；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存在明显的粘性现象。研究还表明，民营

上市公司在制度环境尤其是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或者公司内部关键的高管在政治领域担任一定的职务即有一定的政

治关联时，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及高管的薪酬粘性现象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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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最好的高管薪酬契约应是高管薪酬

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薪酬契约（徐健，2012），因此上市公司的

高管薪酬备受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Gaver et al.（1998）发现

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即当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报酬；但是当

公司处于业绩滞涨、营业利润下跌甚至亏损的经营局面时，

高管的工资以及股权收益并没有随之降低。Jackson et al.

（2008）发现，公司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

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减少量。

国外学者还发现，CEO薪酬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也越来越大，1970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

的 28倍，2005年CEO平均薪酬是普通员工的 115倍（Mur⁃

phy et al.，2007）。方军雄（2009）最早发现国企上市公司存在

薪酬粘性现象，薪酬粘性越大的公司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之

间的薪酬差距也越大。公众普遍认为，当企业取得好的业绩

时，高管人员自然应该获得相应丰厚的回报；但是当企业经

营不善、业绩有所下滑时，高管人员不应该还能拿到与原来

一样甚至还有所增加的报酬。

随着公众质疑声的变大，国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的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基于此，国家出台了数项政策，对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采取了有效制约，2014年 8月 29日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合理确

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等适时发布。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国内处在反腐的风口，

2015年 3月，不少来自央企的高管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明确向媒体说明他们的薪酬变动情况，其中国内某大型电力

企业集团总经理更是直接展示了自己的薪酬清单，每月基

薪仅7800元。

国家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改革力度之大有目共睹，公众关

注的焦点随即又转向民企高管。2014年 5月，国内就有媒体

开始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进行了调研。结

果显示：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水平与民营企业相去甚

远，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

而民企CEO的人均薪酬水平是国有企业CEO的 3倍。方军

雄（2009）认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与业绩之间存在一种非

线性关系。那么，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是否存在这样的非

线性关系值得研究。本文以制度环境和关键高管政治关联为

背景，以 2012 ~ 2014年间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检验

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和关键高

管的政治关联是否会促进这种关系的非常态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一个响应市场力量的管理资源配置系统中（Groves et

al.，1995），制度环境越完善，不同级别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

也就越大（陈信元等，2009；张泽南等，2014）。蒋力（2010）从

制度环境和业绩风险角度检验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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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他认为在制度环境相对不好的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业绩敏感性相对较低，反之亦然；而业绩风险越大，高管薪

酬的业绩敏感性将会越小。陈震和李艳辉（2011）认为市场化

进程对不同企业的高管激励契约有不同的影响。徐健役

（2013）认为市场化进程会增加高管团队内部的薪酬差距。公

司治理理论表明，公司治理效率既与公司内部的治理情况有

关，又会受到外部环境即制度环境的影响（La Porta et al.，

2000）。陆智强等（2014）研究发现，拥有较高权力的公司高管

获得的报酬相对较高，制度环境可以明显增加公司高管利用

个人权力攫取额外报酬的可能性，相比较其他类型公司，国

有企业的高管更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甚至自定薪酬。高

文亮等（2011）发现，当公司股权治理结构的权限属于管理层

时，薪酬占比较一般管理权限的高管薪酬高出许多，薪酬粘

性也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步发展为支撑国民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现有的政策尽管越来越倾向于扶持和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然而与国企垄断资源相比，民营企业获

取资源的难度仍然不容乐观。为寻求企业更好的生存环境，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仍然倾向于进

入政治领域，以降低民营上市公司获取资源的门槛。越来越

多的民营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将其

作为核心战略，他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发展不可

或缺的资源（陈倩倩等，2014），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促进企业成长（章细贞、龙媚，2015）。刘慧龙等（2010）发现政

治关联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是

不同的。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原因在于降低融

资成本，获取发展资源，改善公司内部的财务结构，从而提高

公司的发展能力，完成公司的战略目标。杜兴强等（2011）认

为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可以打破行业垄断，在获取资源方面

会比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章永奎等（2013）发现，政

治联系在显著增加民营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的同时，也显

著增加了薪酬差距的粘性，高管的政治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会

促进民营上市公司薪酬差距的产生。

关于高管的薪酬粘性问题，国内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

了研究（梅术强，2013；李婉枢，2013；耿茜茜，2013；张丽娜，

2014），结果表明我国公司高管的薪酬是存在薪酬粘性特征

的。唐松等（2014）发现，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具有政治身

份的高管都获得了比较高的报酬。黄新建等（2014）发现，民

营上市公司愿意支付较高的高管薪酬给那些拥有政治身份

的高管们，主要是因为当公司利益与他们的报酬挂钩时，就

会促使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维护或者提高自己的利益而保

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想方设法抵制政府对公司的各种

侵害；实证结果还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高管薪酬更

高，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高管的薪酬会更高。吴成颂等

（201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可以显著提高高管薪

酬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

酬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上

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12 ~ 2014年间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剔除了金融类和保险类上市公司、ST和PT类公司、

相关变量具有极端值的公司、财务资料不全和数据非公开的

公司，通过CSMAR数据库提取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手工

检验和更正，最终获得 3830个样本。样本中由自然人发起成

立的民营上市公司 1047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 230家；

由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 998家；有政治关

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是238家，没有政治关联的是989家。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根据已有文献（方军雄，2009；陈修德等，2014）的研究，

薪酬粘性产生的根源实际上是薪酬与业绩存在非线性关系，

因此本文首先检验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是否

存在敏感性关系，再进一步验证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

否存在薪酬粘性。

1. 对假设1的检验。考虑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

司业绩之间可能存在内生关系（杨青，2010；姜付秀，2011；陈

修德等，2014），建立以下 Level模型检验民营上市公司的高

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PERFORM=α0+α1PAYCEO+α2MAR+α3GOVI+

α4FIN+α5LAW+α6PC+α7SIZE+α8DEBT+α9FSD+α10IND+

α11AREA+ε （1）

PAYCEO=β0+β1PERFORM+β2MAR+β3GOVI+

β4FIN+β5LAW+β6PC+β7SIZE+β8DEBT+β9FSD+β10IND+

β11AREA+ξ （2）

从已有研究看，直接采用薪酬和业绩对薪酬业绩敏

感性进行分析的模型被称为 Level 模型，采用薪酬变动

（△PAYCEO）和业绩变动（△PERFORM）对薪酬业绩敏感

性进行分析的模型被称为Change模型（陈修德等，2014）。本

文采用业绩变动（△PERFORM）和薪酬变动（△PAYCEO）

替代 Level模型中的 PERFORM和 PAYCEO来形成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下文中研究薪酬粘性的存在性时也进行类似处

理，将不再赘述。Change模型如下：

△PERFORM=α0+α1△PAYCEO+α2MAR+α3GOVI+

α4FIN+α5LAW+α6PC+α7SIZE+α8DEBT+α9FSD+α10IND+

α11AREA+ε （3）

△PAYCEO=β0+β1△PERFORM+β2MAR+β3GOVI+

β4FIN+β5LAW+β6PC+β7SIZE+β8DEBT+β9FSD+β10IND+

β11AREA+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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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假设 2 的检验。为检验假设 2，本文分别构建 Level

模型和Change模型。Level模型如下：

PERFORM=λ0+λ1PEYCEO+λ2D×PAYCEO+λ3D+

λ4MAR+λ5GOVI+λ6FIN+λ7LAW+λ8PC+λ9SIZE+

λ10DEBT+λ11FSD+λ12IND+λ13AREA+ζ （5）

PAYCEO=γ0+γ1PERFORM+γ2D×PAYCEO+γ3D+

γ4MAR+γ5GOVI+γ6FIN+γ7LAW+γ8PC+γ9SIZE+

γ10DEBT+γ11FSD+γ12IND+γ13AREA+τ （6）

Change模型如下：

△PERFORM=ψ0+ψ1△PAYCEO+ψ2D×PAYCEO+

ψ3D+ψ4MAR+ψ5GOVI+ψ6FIN+ψ7LAW+ψ8PC+ψ9SIZE+

ψ10DEBT+ψ11FSD+ψ12IND+ψ13AREA+ζ （7）

△PAYCEO=θ0+θ1△PERFORM+θ2D×PERFORM+

θ3D+θ4MAR+θ5GOVI+θ6FIN+θ7LAW+θ8PC+θ9SIZE+

θ10DEBT+θ11FSD+θ12IND+θ13AREA+τ （8）

关于高管薪酬（PAYCEO），本文借鉴学者们（方军雄，

2009；曾义，2009；罗莉等，2015；袁春生等，2015）的做法，选

取民营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选取

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业绩指标。

制度环境是一项综合性指标，区域的差异化一直缺乏有

效且可行的计量方法。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分别

用市场发育程度、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和法律制度作为制度

环境的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樊纲、朱恒鹏等编制的《中国市

场化指数（2011）》，以MAR衡量市场化水平，GOVI衡量政

府干预程度，FIN衡量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LAW衡量法律

制度环境。鉴于樊纲等对市场化指数的研究截至 2009年，为

了保证本文度量制度环境变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比性，我们

以以前年度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制度环境相应变量的赋值。本

文把关键高管政治关联（PC）设置为定序变量，如果民营上

市公司关键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曾任或现任中央级政府

官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变量赋值为 3；如果

任职省级政府官员、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变量

赋值为 2；如果任职市级及以下相应职务的，变量赋值为 1

（Fan et al.，2007；吴文峰，2008）。以民营上市公司资产总计的

对数作为衡量公司规模的指标（SIZE），以资产负债率衡量财

务状况（DEBT），股权集中度（FSD）以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

例来表示。对于企业所在地（AREA），企业在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东部地区则为 1；企业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则

为 0。对于行业性质（IND），当公司属于制造业时，虚拟变量

设置为1；当公司属于其他行业时，虚拟变量设置为0。

模型（5）~（8）中D为负业绩，若下一年度的业绩与上一

年度相比是下降的，则为1，否则为0 。θ1、ψ1为民营上市公司

业绩上升时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θ2、ψ2为民营上市公

司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变化量，θ1+θ2、ψ1+ψ2

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下降时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

当θ1+θ2<θ1、ψ1+ψ2<ψ1时，说明薪酬粘性是存在的。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为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高管薪酬的均值为

1591302，极大值为28539800，极小值为74000，说明民营上市

公司的高管薪酬差距明显。市场化水平的极小值为-0.16，

极大值为9.60，说明民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水平差距

很大。结合行业性质和企业所在地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

然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各地区以

及各行业性质的不同，市场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金融业市

场化程度的极大值为 12.66，极小值为 5.90，均值为 11.09，标

准差为 1.13，差距并不是很大。法律环境的极小值为 0.18，极

大值为 19.89，均值为 13.03，各地区法律环境存在较大差距。

政府干预程度的极小值为-4.66，极大值为10.15，经济发展落

后地区较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高。关键高

管政治关联的极小值为0，极大值为6，但平均值仅为0.50，说

明只有很少一部分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在政治领域任职，存

在关键高管政治关联的公司属少数，这与我们的统计数据一

致。公司规模的极小值为81771926，极大值为100079000000，

标准差的结果也显示选取的样本公司规模大小差异明显。另

外，资产负债率总体差异不大，表明股权比较分散。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1.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检验。表 2为假设 1的回

归结果。Level模型中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公司业绩的增长与高管薪酬的增

长是相对应的。市场化水平、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高管薪酬

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市场化程度和金

融业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按照市场机制决定高管薪酬，

因而高管薪酬越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公司业绩在10%的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市场越完善，企业的业绩越好，

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金融体制的完善对于打破国有企业的

资源垄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制化水平与高管薪酬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不显著，说

PAYCEO
MAR
GOVI
FIN
LAW
PC
SIZE
DEBT
FSD

极小值

74000
-0.16
-4.66
5.90
0.18
0

81771926
0.008
0.050

极大值

28539800
9.60
10.15
12.66
19.89

6
100079000000

0.951
0.852

均值

1591302
8.44
9.06
11.09
13.03
0.50

3921082508
0.37016
0.33915

标准差

1684239
1.08
1.34
1.13
5.57
0.965

8142557558
0.206837
0.143794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2016.27 财会月刊·39·□

改革与发展□
明地区法治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高管薪酬水平的市场

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能一概而论否定民营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偏高的现象。在Level模型中，政府干预与

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根据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市

场程度越低，其数值越高。这说明政府干预越少，企业经营越

有可能与国内外市场环境有关，因而最近几年业绩较差。而

在Change模型中，政府干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不显著。结合

高管政治关联与业绩和高管薪酬的回归结果，政治关联并没

有显著提升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高管

的薪酬有抑制作用。Change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与

高管薪酬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市场化机制越完

善，政府对企业经济行为干预越少，高管薪酬越有可能按照

市场机制制定，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

表2的结果还显示，在Level模型中，公司规模、股权集中

度均在1%的水平上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

公司的业绩越好，适当的股权集中有利于提升民营上市公司

的业绩。但仅有公司规模与高管薪酬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股权集中度并没有影响到高管薪酬。负债水平与业绩

和薪酬的负相关关系显著，也说明了负债水平越高，公司的

偿债能力越弱，公司业绩越差，高管基于业绩的薪酬也会拉

低，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关系也进一步得到验证。在Change

模型回归结果中，仅有公司规模与业绩增量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显著增加公司业绩变动量但是显著

增加了薪酬变动量。结合Level模型中股权集中度对高管薪

酬的影响，说明股权集中度表面上没有显著增加高管薪酬，

但是高管薪酬存在隐性增加的现象。综合两个模型的回归结

果，我们认为假设1基本得到了验证，可以初步得出高管薪酬

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敏感性关系，这与其他学者研究国有

企业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也间接例证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公司

治理参照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痕迹很明显，与我国民营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高管政治关联、背后有政府有形之手干预

的现象不谋而合。

2. 高管薪酬粘性关系检验。表3为假设2的回归结果。由

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在Level模型中还是在Change模型中，

高管薪酬、业绩变动和公司业绩的回归系数都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与前文的结论趋向于一致。在以公司业绩

（PERFORM）为因变量的 Level模型中，可以看到高管薪酬

和交叉项D与公司业绩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验证了

假设 1。在Level模型中，不管是以公司业绩为因变量还是以

高管薪酬为因变量，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行业性质以及

政府干预程度均呈显著相关关系。在以△PERFORM为因变

量的Change模型中，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与公司业绩变动显

著正相关，说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的业绩增加也

越多。在以△PAYCEO为因变量的Change模型中，关键高管

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变动在 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

有政治关联的关键高管其薪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较多。

Level模型的业绩交叉项（D×PERFORM）与Change模

型的业绩变动交叉项（D×△PERFORM）的回归系数分别

为-0.951和-0.082，均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

果显示，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提升时高管薪酬的边际增加量要

大于公司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由此可以证实薪酬粘性

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中，这与方军雄（2009）验证国有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薪酬粘性得到的结论一致，说明处在国家同一个

大环境内，不管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受到的

影响是相同的。再者，Level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当民营上市

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系数θ1为0.982；

当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的

变化量θ2为-0.951。因此当民营上市公司的业绩下降时，高

变量

CONSTANT

PERFORM

PAYCEO

△PERFORM

△PAYCEO

MAR

GOVI

FIN

LAW

PC

SIZE

DEBT

FSD

IND
AREA
Adj_R2

F

Level模型

PERFORM
-0.344

（-6.104）

0.013∗∗∗
（5.279）

-0.036
（-0.850）
-0.026∗∗

（-2.095）
0.043∗

（1.940）
0.047

（0.908）
0.001

（0.021）
0.009∗∗∗
（4.443）
-0.121∗∗∗

（-12.709）
0.053∗∗∗
（4.454）

控制

控制

0.157
34.982∗∗∗

PAYCEO
8.623

（11.774）
1.513∗∗∗
（4.812）

-0.440∗∗∗
（-3.618）

0.026
（0.442）
-0.571∗

（-1.848）
0.361∗∗∗
（6.596）
-0.017

（-0.685）
0.324∗∗∗

（14.720）
-0.294∗∗

（-2.550）
-0.036

（-1.417）
控制

控制

0.222
53.038∗∗∗

Change模型

△PERFORM
-39.362

（-4.077）

0.130∗∗
（2.513）

0.023
（0.626）

0.001
（0.016）
6.847∗∗

（2.451）
0.018

（0.413）
-0.013

（-0.443）
1.117∗∗∗
（3.258）
-6.517∗∗∗
（-3.858）

0.028
（0.984）

控制

控制

0.020
7.548∗∗∗

△PAYCEO
14.404

（3.845）

0.038∗∗
（2.517）

-2.708∗∗
（-2.075）
3.949∗∗∗
（2.587）
-4.448∗∗

（-2.048）
0.037

（0.628）
0.310∗

（1.812）
0.000

（-0.009）
0.000

（0.001）
2.445∗∗

（2.132）
控制

控制

0.015
4.18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为变量回归的 t检验值。下同。

表 2 假设1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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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系数（θ1+θ2）为 0.031，θ1+θ2的值小于θ1，

即证明民营上市公司的薪酬粘性是存在的。同理，在Change

模型中，ψ1+ψ2的值为0.002，小于ψ1，也证明了民营上市公司

薪酬粘性的存在。综上所述，假设2得到了验证，在民营上市

公司业绩上升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会随业绩的

上升而有所增加；在公司业绩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的高管薪

酬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会有所增加。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以净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变动代替总资产

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变动来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结果

显示，除了个别变量的显著性和模型估计系数的大小出现差

异外，其余结果都具有一致性，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以2012 ~ 2014年间深、沪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

究样本，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和高

管薪酬粘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高

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民营上市公

司高管薪酬在公司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公司业绩

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即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存在薪

酬粘性特征的，这一点与国有企业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研究

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在制度环境尤其是金融业市场化程度

比较高或者公司内部关键的高管在政治领域担任一定的职

务即有一定政治关联的时候，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

关性以及高管薪酬粘性现象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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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CONSTANT

D

PERFORM

D×PERFORM

△PERFORM

D×△PERFORM

PAYCEO

D×PAYCEO

△PAYCEO

D×△PAYCEO

MAR

GOVI

FIN

LAW

PC

SIZE

DEBT

FSD

IND
AREA
Adj_R2

F

Level模型

PERFORM
-0.262

（-4.937）
-0.039∗∗∗

（-12.475）

0.008∗∗∗
（3.327）
0.001∗∗∗
（5.304）

-0.024
（-0.611）
-0.027∗∗

（-2.360）
0.041∗∗

（2.003）
0.010

（0.211）
0.005

（0.211）
0.010∗∗∗
（4.879）
-0.121∗∗∗

（-13.635）
0.053∗∗∗
（4.755）

控制

控制

0.265
52.142∗∗∗

PAYCEO
0.103

（8.754）
-0.065∗∗∗

（-32.035）
0.982∗∗∗

（48.306）
-0.951∗∗∗

（-46.811）

-0.016
（-0.649）
-0.011∗∗

（-2.111）
0.011

（0.526）
0.016

（0.596）
0.008

（0.555）
-0.009

（-0.498）
-0.051∗∗∗

（-10.454）
0.033∗∗∗
（4.817）

控制

控制

0.710
521.455∗∗∗

Change模型

△PERFORM
-27.745

（-3.002）
-6.756∗∗∗

（-11.598）

0.105∗∗
（2.128）
-0.078

（-6.736）
0.028

（0.823）
0.000

（0.000）
5.660∗∗

（2.118）
-0.016

（-0.371）
0.003

（0.103）
0.925∗∗∗
（2.829）
-6.535∗∗∗
（-4.024）

0.040
（1.495）

控制

控制

0.114
28.355∗∗∗

△PAYCEO
19.066

（4.210）
-0.033

（-1.120）

0.084∗∗∗
（3.556）
-0.082∗∗

（-2.566）

-0.011
（-0.308）

0.059
（1.479）
-5.598∗∗∗
（-2.824）

0.062
（1.232）
0.336∗∗

（1.963）
0.014

（0.484）
-0.001

（-0.053）
2.503∗∗

（2.189）
控制

控制

0.018
4.836∗∗∗

表 3 假设2的检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