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不利于实

现民办养老机构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

网络资源，在提高养老服务绩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研

究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并通过企业

动态能力影响企业绩效，且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间起到中介作用。那么，社会资本对民办养老机构绩效的影

响如何？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和民办养老机构绩效之间的中

介作用是否显著？

本文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

量，构建社会资本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的概念模型，并深

入分析各个维度在民办养老机构发展中的相对影响力，为民

办养老机构改善绩效提供更为准确的实证证据。

一、文献综述

过去已有大量的文献对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行了探讨。Nahapiet和Ghoshal提出，社会资本通过内外部的

社会网络关系为企业提供各种资源信息，建立合作关系，进

而为企业带来利益。马富萍和李燕萍从公共性、政治性和商

业性三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通过

资源获取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杨鹏鹏等的研究也表明，

市场社会资本和技术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动态能力影响企业

绩效。仇中宁和陈传明通过研究228家高新技术企业，提出内

部社会资本在市场知识转移的作用下间接对企业创新绩效

发挥促进作用的观点。

关于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研究，

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王国顺和杨坤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下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且潜在吸收

能力正向影响实现吸收能力。周霞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团

队外部社会资本通过潜在吸收能力影响团队创新绩效；团队

内部社会资本通过实现吸收能力影响团队创新绩效。钱锡红

等以121家深圳市 IC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知

识获取、知识转换和应用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绩效的结论。

综上，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已取得了许

多实质性的成果，但从养老机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对其绩

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存在空白。因此，本文以民办养老机构

为研究样本，以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市场社会资本、

公共社会资本、政府社会资本、内部社会资本对民办养老机

构绩效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吸收能力

1. 市场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随着

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民办养老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和同行

企业间的沟通与协作变得尤为重要。Slater和Narver提出企

业与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及时获取市场供需信息。Ivarsson

和Alvstaml研究证明，企业与客户的联系有助于企业系统性

地整合和利用现有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耿

新和张体勤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商业性质的社会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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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增进企业间信息共享与知识交流，获取稀缺资源，从而促

进企业发展。民办养老机构通过与市场相关方的交流和联系

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入住老人提供不同的基础设施及服

务需求，提高入住老人生活环境满意度，进而提高民办养老

机构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市场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

H1b：市场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实现吸收能力。

H1c：市场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2. 公共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在大

力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环境下，构建公共社会资本是企业发

展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Su-Hsien Chang等提出了养老机构

和学术机构的合作模型，一方面鼓励学术机构人员参与临床

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使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学习更多专业知

识。马富萍和李燕萍认为，公共社会资本能促使企业获得医

学院校、金融机构的信任，进而为实现知识获取、转移、共享

提供有力的基础。民办养老机构通过与医学院校、银行机构

等保持频繁而紧密的联系，有助于民办养老机构与外部知识

源的互动，提升民办养老机构的吸收能力，进而提高民办养

老机构的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公共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

H2b：公共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实现吸收能力。

H2c：公共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3. 政府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政府

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帮助企业优先

获取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Luo提

出，政府对公共资源有着较大的控制权，对企业发展影响力

较大。Lee等提出，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不仅能获取免费资

助，而且可以降低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有利于企业从

外部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民办养老机构与政府部门

合作，能有效地分析和理解政策信息，从而更好地将新知识

和新技术转化为老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民办养老机构通

过与政府部门加强联系，能够有效获取知识资源，并快速实

现对新知识的消化和应用，进而提高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政府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

H3b：政府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实现吸收能力。

H3c：政府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4. 内部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民办

养老机构的内部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管理者和员工、员工与员

工的基础上来进行沟通与合作的。Kogut等认为，不同部门间

的良好沟通与互动，不仅能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还可以帮

助管理者获取企业所需要的信息和技术。Galunic和Rodan认

为，成员间的频繁交流能够提高组织内部知识交换的频率，

而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使得知识在组织内部顺利消化、转换和

应用。民办养老机构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社会服务机构，

内部员工联系越紧密，信息流通速度就越快，知识的获取和

利用就越便捷。这不仅可以快速提升员工素质，而且有利于

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内部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

H4b：内部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实现吸收能力。

H4c：内部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二）吸收能力与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1. 潜在吸收能力、实现吸收能力和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Enkel等发现，潜在吸收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并获取外部

新知识，实现对既有知识基础的增强与补充，深化企业的知

识积累并扩大其知识边界。Foss等提出，实现吸收能力有助于

通过整合利用新旧知识来开发不同于以往的新产品、新技术

和新服务，避免陷入过度依赖现有知识基础而导致的能力陷

阱。许学国等也发现吸收能力对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重

要性。民办养老机构需要不断地获取新资源，并转化和利用

新资源来满足老人的需求，从而提高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潜在吸收能力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H5b：实现吸收能力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2.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民办养老机构通过与市场、政

府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联系，可以获取新资源和新知

识，提高民办养老机构对外部信息的吸收能力和应用能力，

进而提高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a：潜在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民办养老机构绩效间

起到中介作用。

H6b：实现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民办养老机构绩效间

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构建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北京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迅速、政策落实较好以及服务

种类齐全，在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及运营绩效方面较其他地

区的民办养老机构有较大的代表性，由此本文以北京市民办

养老机构为调查样本。问卷收集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现场派

发，共回收 190份问卷，剔除答案完全相同或不完整的问卷，

有效问卷共165份，有效率为86.8%。其中，电子邮件收回129

份，有效问卷107份；现场派发收回71份，有效问卷5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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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二）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的度量指标，是已发表在权威期刊上

的文献曾使用过的变量。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

咨询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企业管理者的建议，并进

行了修正。其中，社会资本量表借鉴了Nahapiet和

Ghoshal、薛永基等学者的研究；吸收能力量表借鉴了

韦影、王雷等学者的研究；绩效量表借鉴了Hooley等

学者的研究。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量

表，1 ~ 5分别对应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四、实证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和因子分析

本文根据调研数据，首先采用软件SPSS 19.0对

量表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见表 1）。所有变量的

Cronbach'α系数和KMO值均大于 0.7，表明量表信

度和效度较好。其次，运用软件 SPSS 19.0对样本数

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1），因子载荷量均大

于0.6，表明量表收敛效度较好。

（二）假设检验

首先，本文采用Lisrel 8.7软件对社会资本、吸收

能力与运营绩效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模型拟

合指标的数值分别为：χ2/df=2.193，RMSEA=0.062，

NFI=0.936，CFI=0.934，GFI=0.912，GFI=0.945，AG⁃

FI=0.939，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说明

模型总体有较好的拟合效果。然后，本文采用结构方

程对市场社会资本、公共社会资本、政府社会资本、

内部社会资本、吸收能力和运营绩效的关系路径进

行检验分析（见表2），其中有三条路径未通过检验，

予以删除。通过修正模型，得到最终模型。再次进行

拟合，各项指标均达到模型拟合要求，说明最终模型

拟合效果较好。最终模型见图2。

由图2可知，市场社会资本、公共社会资本和政

府社会资本对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H1c、H2c、H3c成立。内部社会资本对机构绩效的正

向影响不明显，H4c不成立，可能是因为民办养老机

构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大部分属于非正式沟

通，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作用不明显。市场社会资

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H1a成立。市场社会资本

对实现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不明显，H1b不成立，可

能是因为民办养老机构早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和利润率低

的行业特点导致机构难以将获取的外部知识进行转化和利

用。公共和政府社会资本均对吸收能力存在正向影响，H2a、

H2b、H3a、H3b成立。内部社会资本对实现吸收能力存在正

向影响，H4b成立。内部社会资本对潜在吸收能力的正向影

响不明显，H4a不成立，可能是因为民办养老机构内部员工

的知识水平有限，对新知识的理解程度低，对知识的获取缺

少概念。潜在和实现吸收能力均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

效，H5a、H5b成立。

（三）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基于Muller等对中介作用成立的判断标准，对吸收

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民办养老机构绩效之间是否起到中介作

用进行检验（见表3）。模型一未加入吸收能力，模型二和模型

三分别加入潜在和实现吸收能力进行回归分析。通过比较，

变
量

社
会
资
本

吸
收
能
力

机
构
绩
效

子
变量

市场
社会
资本

公共
社会
资本

政府
社会
资本

内部
社会
资本

潜在
吸收
能力

实现
吸收
能力

—

题项

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联系频繁

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关系密切

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相互信任

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希望长期合作

机构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能有效沟通

与供应商、客户、同行企业等对某个问题拥有一致
的看法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联系频繁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关系密切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相互信任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希望长期合作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能有效沟通

机构与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对某个问题拥有一
致的看法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联系频繁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关系密切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互相信任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希望长期合作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能有效沟通

机构与各级政府部门对某个问题拥有一致的看法

管理者与员工联系频繁

管理者与员工互相信任

管理者与员工对某个问题拥有一致的看法

员工之间联系频繁

员工之间互相信任

员工之间对某个问题拥有一致的看法

机构获取相关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机构理解和分析新知识的能力

运用新知识解决机构发展需要的能力

与相关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新知识的能力

运用员工知识、经验及能力发现新机会的能力

利用新技术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与同行业主要竞争者相比，机构盈利情况

与同行业主要竞争者相比，机构入住老人比例

与同行业主要竞争者相比，机构区域影响力

与同行业主要竞争者相比，机构被表彰次数

α
系数

0.769

0.757

0.739

0.746

0.803

0.792

0.793

KMO
值

0.754

0.766

0.759

0.761

0.767

0.802

0.773

因子
载荷量

0.666

0.762

0.719

0.821

0.794

0.703

0.719

0.793

0.749

0.671

0.783

0.808

0.703

0.813

0.694

0.738

0.872

0.724

0.866

0.743

0.703

0.816

0.717

0.673

0.835

0.745

0.766

0.699

0.737

0.751

0.812

0.764

0.811

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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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发现模型一中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加入潜

在吸收能力后，其正向关系有所下降，而潜在吸收能力显著

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比较模型一和模型三，模型三中社

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加入实现吸收能力

后，其正向关系有所下降，而实现吸收能力显著影响民办养

老机构绩效。综上判断，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与民办养老机

构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因此H6a、H6b成立。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民办养老机构为研究样本，运用结构方程验证社

会资本通过吸收能力对民办养老机构绩效的影响。研究显

示，市场社会资本正向影响潜在吸收能力，公共社会资本和

政府社会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内部社会资本正向

影响实现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正向影响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吸收能力在社会资本对民办养老机构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

介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启示如下：

1. 重视社会资本的发展。首先，民办养老机构应不断加

强与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同行企业的沟通与互动，及时获取

客户需求和行业动态，不断更新自己的服务内容，增强自身

服务意识。其次，民办养老机构需要将医学院校、金融机构等

视为合作对象，使其为民办养老机构提供专业人才和资金支

持。再次，民办养老机构要重视和政府部门的联系，使其为机

构开设管理培训班的课程，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养老机构管理

方法，创办免费的护理技能培训，提高民办养老机构的管理

和服务水平。最后，民办养老机构要提高机构内部工作人员

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

2. 注重吸收能力的培养。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中应该注

重吸收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利用潜在吸收能力不断丰富已

有知识的学习和应用，鼓励员工跨部门沟通，加快知识的共

享。另一方面，加强对实现吸收能力的培育，完善养老服务的

人才培养机制，吸收高素质人才，提高民办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对新知识的利用和转化能力，进而促进民办养老机构运营

绩效的持续改善和提升。

3.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力量

的共同协助，鼓励各种慈善机构和社会爱心力量加入民办养

老机构的发展中来。由于养老服务业具有福利性和营利性双

重特性，应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专业人士来管理养老

服务机构。同时，政府出资让民办养老机构主管参加培训，提

高其经营管理能力，实现民办养老机构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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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社会资本

潜在吸收能力

实现吸收能力

R2

Adjusted R2

△F

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模型一

0.364∗∗∗

-

-

0.153

0.1

14.834

模型二

0.215∗

0.291∗∗

-

0.186

0.147

5.621

模型三

0.230∗

-

0.298∗∗

0.181

0.134

6.018

表 3 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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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设

H1a

H1b

H1c

H2a

H2b

H2c

H3a

H3b

H3c

H4a

H4b

H4c

H5a

H5b

变量间关系

市场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

市场社会资本→实现吸收能力

市场社会资本→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公共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

公共社会资本→实现吸收能力

公共社会资本→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政府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

政府社会资本→实现吸收能力

政府社会资本→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内部社会资本→潜在吸收能力

内部社会资本→实现吸收能力

内部社会资本→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潜在吸收能力→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实现吸收能力→民办养老机构绩效

初始路
径系数

0.195∗

0.043

0.378∗∗∗

0.216∗∗

0.302∗∗

0.552∗∗∗

0.203∗

0.141∗

0.608∗∗∗

0.051

0.329∗∗

0.097

0.259∗

0.341∗∗

T值

1.801

0.935

3.469

2.809

2.989

4.835

2.674

2.161

4.612

1.043

3.216

1.286

2.968

3.751

验证
结果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表 2 社会资本、吸收能力与运营绩效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N=
165。下同。

市场社会资本

公共社会资本

政府社会资本

内部社会资本

实现吸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

民办养老
机构绩效

0.25

0.21
0.39

0.57
0.65

0.13

0.34

0.35

0.28

0.33

0.23

图 2 假设模型的检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