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根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 1 ~ 11月期间，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一共发布了 4981 条有关股权质押的公告，有

1323亿股涉及其中。上市公司能够频繁地进行股权质押融资

出于两个原因：第一，通过股权质押能够在信贷政策之外有

效拓宽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第二，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管

理的需要，作为主要质权人的银行也更愿意通过接受股权作

为抵押品的方式对外融通资金。鉴于股权高流动、易变现的

特性，银行处置质押股权的成本低廉，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自

身的风险。

然而，在其积极作用得到充分认可的同时，股权质押行

为对公司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以拥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质

押品进行外部融资，一旦市场产生波动，控股股东可能因为

无法偿付本金而面临被质权人强制平仓的风险，最后失去对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特别是从 2015年 6月中旬开始，我国股

市进入深度回调阶段，多只个股出现持续性的下跌情况，股

权质押融资的风险也随之开始显露。除此之外，大股东通过

股权质押很容易对公司价值进行转移和侵吞。从股权质押行

为的行业分布来看，依据目前的市值，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质

押比例已经超过了9%。落实到行业特征上，作为对现金流依

赖极大的行业，房地产企业对股权融资的需求也是极大的。

值此时机，更有必要研究房地产企业最终控制人股权质押对

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代理理论，最终控制人对公司价值的侵吞源于考虑

了机会成本后的利润转移。最终控制人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

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控制权一般是指对上市公司的决策权，

而现金流权则是最终控制人参与企业现金流分配的权力，是

股东所有权的直接体现，通常也可以理解为股东参与分红的

权利。一般来说，最终控制人享有的利益和现金流权的大小

呈正向相关关系，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越大，转移利润的动

机就越小，提高企业价值的动机就越强烈。国内外实证研究

也表明，公司价值与现金流权呈现同向变动关系，说明存在正

的激励效应。由此可以推断，当股权质押导致实际现金流权

下降时，必然会引发激励效应的弱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最终控制人通过股权质押导致实际现金流权下

降，提高公司价值的欲望降低，激励效应弱化。

最终控制人进行股权质押后只要未被进行强制平仓就

仍然保有控制权，能够对被质押上市公司进行有效控制。而

实际上，质权人出于风险和收益考量，会实施一系列保全措

施并收取质押股权的孳息，由此导致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明

显大于现金流权，即产生了两权的分离。根据已有研究发现，

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越大，最终控制人对公司价值

的侵吞效应也就越强烈。另外当股票价格下降引起质押股权

价值下降时，股东如果不愿意被平仓，就很有可能不合理地

使用公司资产以维持股票价格，导致上市公司的价值进一步

降低。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最终控制人通过股权质押使得实际现金流权与

控制权产生分离，两权分离强化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

价值侵吞。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1.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的房地产上市公司进

行实证研究，在剔除了 ST公司以及信息披露不完全的公司

房地产企业最终控制人股权质押

对上市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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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剩余的3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指标以2015

年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和重大事项披露为基础。之

所以选择房地产行业，是由于房地产属于现金依赖性行业且

在所有进行股权质押的行业类型中占据较大比例，对这类公

司进行研究更能体现两权分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年报数据

也使得本文能够相对全面地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

量。相关财务指标及数据来自同花顺 iFind数据库和国泰安

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xcel 2007、Eviews 6.0以及 SPSS 22.0

完成。

2. 变量的设计与计量。

（1）最终控制人信息的度量。根据郝项超等（2009）的观

点，本文以现金流权（CASH）作为最终控制人所有权的度量

指标，以表决权（VOTE）作为控制权的度量指标，两权分离度

（CVV）则用现金流权与表决权的比值来度量，并使用改进过

的方法计算企业的表决权。本文以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湖中宝”）为例具体说明表决权和现金流权的

计算。下图所示的股权结构依据新湖中宝2015年的控股层级

关系制成。从图中可以看出，最终控制人黄伟与新湖中宝之

间存在三条控制链，第一条控制链依次由黄伟、浙江新湖集

团、宁波嘉源到新湖中宝，第二条控制链则从黄伟、浙江新湖

集团、浙江恒兴力到新湖中宝，第三条从黄伟、浙江新湖集团

到新湖中宝。

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表决权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决权=∑（min｛控制链 a第1层的表决权，控制链b第2

层的表决权，……，控制链m第mn层的表决权｝），其中m为

控制链个数，而mn为每条控制链的层数。

本例中，第一条控制链表决权=min｛67.22%，99%，

5.08%｝=5.08%，第二条控制链表决权=min｛67.22%，100%，

2.31%｝=2.31%，同理可得出第三条控制链表决权=min

｛67.22%，41.84%｝=41.84%。综合以上计算可得，最终控制人

黄伟的表决权=5.08%+2.31%+41.84%=49.23%。

其次，计算现金流权的值：现金流权=67.22%×99%×

5.08%+67.22%×100%×2.31%+67.22%×41.84%=33.06%。

（2）公司价值的度量。本文对公司价值的度量采用托宾

Q值作为替代量，其计算公式如下：托宾Q值=市场价值/资

产账面价值。在计算上市公司市场价值时对流通股和非流通

股两者加以区分，其中流通市值等于流通在外的股数乘以股

票价格，非流通股市值用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代替，市场价值

等于股权的流通市值、非流通股市值以及债务的账面价值三

者之和。

（3）股权质押的度量。股权质押变量（Z）采用替代变量股

权质押比例（PLEDGE RATIO）和分类变量（HIPLEDGE）

度量。股权质押比例是最终控制人质押的股权数占公司总股

数的比例，反映了企业最终控制人进行股权质押的程度。分

类变量则是单个样本公司股权质押比例与所有样本公司质

押比例均值的比较结果，反映单个公司在整个样本中股权质

押的规模。

（4）控制变量的度量。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本文使用了

资产规模的对数（LGAS）和资产负债率（DR）。资产规模对

数用来评估公司的成长性和流动性；资产负债率则用于观察

财务杠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研究数据来自 iF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企业控股

股东信息、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比例以及股权质押信息均来

自上市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告和股权质押公告。对公司最

终控制人的确定以20%的表决权比例为标准，当控制人的表

决权小于 20%时，则不存在最终控制人，公司类型为广泛持

有；当控制人表决权大于 20%时，则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国有

控股和私人控股。国有控股股东包括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和

地方政府，私人控股股东则包括个人和少数外资。

1. 整体分析。按照上述划分，本文将样本公司按照控股

类型进行划分，统计了不同类型公司的数量和占总体样本的

比例，制成如下的表1：

从表 1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在进行股权质押的房地产

上市公司中，私人控股的公司类型占据主要的比例，高达

61.29%，国有控股企业占比 29.03%，最后才是广泛持有的公

司，仅为9.68%。这说明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私人控股的房地

产上市公司进行股权质押的可能性更大。

2. 解释变量与公司价值的描述性统计。在对房地产企业

股权质押情况进行总体分析后，本文将数据进行进一步汇

总，将国有控股、私人控股、广泛持有的公司类型的相关数据

进行分类汇总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将结果与整个样本分析

结果相对比，制成如下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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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权结构图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黄伟

67.22%

99%

5.08%
41.84% 2.31%

100%

表决权大小

小于20%

大于20%

合计

公司控股类型

广泛持有

国有控股

私人控股

公司数

3

9

19

31

占公司总数的比例

9.68%

29.03%

61.29%

100%

表 1 样本公司控股类型和比例



首先，在全样本中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均值为 0.34，

表决权为0.46。与郝项超、梁琪（2009）得出的0.39和0.43的结

果相比，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仍处于一个相对集

中的状态。其次，两权分离度的均值为 0.72，与郝项超、梁琪

（2009）得出的0.89的结果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这说明

与上一年相比两权分离的程度在加大。将股权质押的比例从

现金流权中扣除后，剩余现金流权下降为 0.13，此时剩余现

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也下降为0.28，进一步表明现金流权

与控制权的实际分离程度在加大。在对企业性质进行进一步

划分后，可以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现金流权（0.42）以及两权

分离度的均值（0.91）都高于私人控股企业（0.35、0.68）。因此

私人控股企业的两权分离度大于国有控股企业。此外在股权

质押比例方面，总体的质押比例并不高，仅为0.21。然而私人

控股企业的股权质押比例高达 0.26，高于国有控股企业的

0.16，在扣除股权质押的比例后，私人控股企业最终控制人所

享有的剩余现金流权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仅有 0.26，而剩余

现金流权与表决权分离度下降了75%，降为0.17。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不难发现，相较于国有控股企业，私

人控股企业发生股权质押的可能性更大，且质押的股权比例

也远大于国有控股企业。通过对两权分离程度的计算也反映

出私人控股企业最终控制人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出现较大

程度的背离。由此，可以对假设2进行初步的论证，最终控制

人的质押比例越大，会导致自身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

度越大。由于在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所以可以进一步推断私人控股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更容易对

公司价值进行掏空并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 3对样本公司的公司价值和控制变量进行了统计，结

果显示广泛持有和私人控股企业的托宾Q值远高于国有控

股企业，这与郝项超、梁琪（2009）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控

制变量信息显示国有控股企业的规模最大，私人控股企业的

资产负债率最高，因此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私人控股企业

具有更大的偿债压力。

（二）回归分析

1. 模型建立。鉴于股权质押首先通过改变最终控制人的

所有权水平及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程度进而影响上市

公司的价值，因此，遵循Claessens等（1999）以及Lee（2004）的

研究思路，本文采用嵌套模型［参见式（1）和（2）］来分析股权

质押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V=β0+β1OWNER_CON+β2LGAS+β3DR +u （1）

β0=β10+β11Z （2）

其中：V为企业价值变量，计算时以托宾Q值替代度量；

OWNER_CON 衡量最终控制人的信息，包含了现金流权

（CASH）、表决权（VOTE）以及两权分离度（CVV）等三个变

量，其中现金流权用来检验激励效应，表决权和两权分离度

用来检验侵占效应；Z为股权质押变量，在本文中考虑了的

替代变量包括股权质押比例 PLEDGE RATIO和分类变量

HIPLEDGE。分类变量的划分以样本公司股权质押比例的均

值为基础，质押比例高于均值的公司为1，说明公司的股权质

押比例高，否则为 0，表示股权质押的比例较低。模型的控制

变量包括资产规模的对数（LGAS）和资产负债率（DR）。资

产规模对数即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之所以采用这一

指标，是为了综合考虑公司的流动性和成长性。

2. 对各因子进行相关性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

们首先需要对样本中变量的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根据本文

的研究假设，在进行前期的检验时，重点在于考察各变量与

托宾Q值之间的相关性。因此在利用 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之后，本文将表决权、现金流权和两权分离度数据与托

宾Q值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进行整理并制成表4。

根据表格整体来看，变量与托宾Q值之间的相关系数的

绝对值均小于0.5，因此两者间的相关性较低。另外，表决权、

现金流权、表决权与两权分离度和托宾Q值之间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0.413、-0.378和-0.213，说明托宾Q值与最终控制

人表决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度都呈反向变动关系。这

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设 2是一致的，公司表决权与现金流权的

分离程度越大，公司的价值就越低。

3. 实证分析结果。在进行相关性检验后，依次将最终控

制人的现金流权、表决权和两权分离度等变量以及这三个变

量与分类变量的交叉项代入嵌套模型进行回归，同时加入控

制变量LGAS和DR，将回归结果整理成表5。

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表决权VOTE与托宾Q值之

间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控制权对公司价值的激励效应是

变量

VOTE

CASH

CVV

PLEDGE
RATIO

全样本（31）

Min

0.10

0.02

0.05

0.03

Max

0.80

0.63

1.00

0.49

μ
0.46

0.34

0.72

0.21

σ
0.17

0.18

0.27

0.14

国有控股（9）

Min

0.26

0.17

0.48

0.03

Max

0.63

0.63

1.00

0.39

μ
0.45

0.42

0.91

0.16

σ
0.13

0.16

0.19

0.11

私人控股（19）

Min

0.30

0.04

0.05

0.06

Max

0.80

0.59

1.00

0.49

μ
0.52

0.35

0.68

0.26

σ
0.14

0.16

0.25

0.13

表 2 现金流权、表决权以及股权质押比例

皮
尔
森
相
关

托宾Q值

VOTE
CASH
CVV

托宾Q值

1.000
-0.413
-0.378
-0.213

VOTE
-0.413
1.000
0.652
0.145

CASH
-0.378
0.652
1.000
0.795

CVV
-0.213
0.145
0.795
1.000

表 4 变量的相关性

变量

托宾Q值

控制
变量

LGAS

DR

全样本

0.56

14.72

0.71

国有控股

0.21

14.37

0.66

私人控股

1.04

12.99

0.77

广泛持有

4.98

10.51

0.03

表 3 样本公司的公司价值和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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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的。现金流权却表现出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负相关关

系，我们会在下文考察现金流权与分离变量交叉项对公司价

值的影响。CVV是现金流权与表决权的比值，现金流权一般

来说是小于控制权的，因此当两权分离程度加大时，两权的

比值减小。回归结果表明CVV与托宾Q值之间的系数也是

显著为正的，所以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即现金

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加大时，公司价值降低，存在对公

司价值的侵占效应。这一结果与La Porta等的结论一致。

控制变量LGAS与DR和托宾Q值间的系数都为负数，

说明公司价值与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都呈负相关关系，这

与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

在变量与分类变量的交叉项方面，系数也是显著的，这

说明股权质押比例会对最终控制人指标和公司价值之间的

关系产生影响。具体来看，第一，现金流权与分类变量交叉项

的系数显著为正，由于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负相关，因此股

权质押比例较高时会加强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第二，两

权分离度与分类变量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较高的

股权质押比例会加强由于两权分离而导致的公司价值的下

降，即对侵占效应进行了强化。

以上结论是针对全样本分析得出的，在具体考察不同控

股类型的企业时，研究发现在私人控股的企业中高质押比例

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有明显的强化作用，而在国有控股企

业中却并不显著，甚至在加入分类变量与相关指标的交叉项

时整体的显著性水平受到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删除了相关解

释变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国有控股企业股

权结构相对简单且股权集中度高，受相关政策影响国有控股

企业本身股权质押的比例就不高，且两权分离的程度不大，

因此高股权质押比例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产生的影响并

不明显。而相比之下私人控股企业的股权层级多，股权质押

比例也高得多。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房地产行业中，最终控制人的股权质押对公司价值的

侵占效应明显，当质押比例较高时，这种对公司价值的侵占

效应也会随之强化。在对房地产行业中不同控股类型的公司

进行研究分析时发现，在私人控股的企业中股权质押对公司

价值的侵占效应明显，而国有控股企业中高比例股权质押侵

占效应的强化并不显著。我们有理由对房地产行业频繁的股

权质押行为表示担忧，虽然股权质押因其自身的优势为企业

的融资提供了便利，但在行业内部特别是私人控股企业中又

会引发新的问题，导致公司价值的显著下降，为公司大股东

通过股权质押侵吞公司价值和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可能性。

（二）政策建议

1. 充分发挥证监会的监督作用。从上述研究分析中可发

现，股东通过股权质押可以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严重时可

以对公司价值进行侵吞，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作为资

本市场的主要监管者，证监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其

中包括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股东频繁进行股权质押套现

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还应当加强对相关质押行为的监察，

以此保障质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 落实房地产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企业进行股权质押

有利于解决自身的融资难问题，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股东通

过股权质押能从银行获得大量的资金，因此在借贷融资困难

的情况下，股权质押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落实“十三五”规

划的供给侧改革能够有效降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这

一角度来看也反映出了我国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3. 规范和改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相关信息的获取

相当困难。首先是信息披露量很少，一般只能从财务报告的

附注和股权质押公告中了解上市公司被质押的股权数量和

占总股数的比例。其次信息披露的价值量不大，对外发布的

报表数据和重大公告并不能为投资者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

提供具体可靠的公司价值信息。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对上市公

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进行规范和创新，特别是在信息使用者极

为关注的财务报告中更多地披露最终控制人的股权质押行

为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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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变量

CASH

VOTE

CVV

CASH×
HIPLEDGE

VOTE×
HIPLEDGE

CVV×
HIPLEDGE

LGAS

DR

备注

被解释变量（托宾Q值）

全样本

-16.08258
（-1.514334）

6.586369
（0.898200）

8.838450
（1.636348）

2.657634
（0.177319）

5.630504
（0.760184）

-4.838065
（-0.813908）

-0.180178
（-0.333622）

-13.87702
（-2.948960）

固定效应

国有控股

-4.820531
（-0.189307）

5.027766
（0.199066）

2.574261
（0.277616）

-

-

-0.278569
（-0.232403）

-0.134958
（-0.374620）

-2.959739
（-0.609645）

固定效应

私人控股

-4.332803
（-1.520001）

1.745296
（1.105004）

1.822860
（0.963267）

2.159009
（1.011550）

3.004785
（3.199782）

-2.786316
（-3.178100）

-0.173219
（-2.165781）

-4.101389
（-4.445073）

固定效应

表 5 托宾Q值与股权质押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为 t检验值。

□·24·财会月刊2016.32

□改革·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