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以我国2010 ~ 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

构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现金流量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流量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随

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且现金流量风险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呈现先升后降

的趋势。虽然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可以扩大负债容量和降低现金流量风险，但作用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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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经营、资本结构与现金流量风险
——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一、引言

现今，国内外已有文献对多元化经营的研究主要针对多

元化经营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多元化经营和企业财

务风险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张纯和高吟（2010）研究指出，我

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背

景。在这种背景下，过度的多元化会导致企业的公司治理状

况趋向薄弱，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从而导致企业的经营业

绩下降。在企业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很多企业都会实施多元

化经营战略，但产生的经济后果因企业内外部环境状况的不

同而不同。吴国鼎和张会丽（2015）进一步从多元化的角度研

究认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传统观点不适用于我国企业多

元化经营后的财务风险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多元化经营降

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的作用是微弱的，反而会使企业面临

财务困境。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多元化经营对财务风险

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尽管

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行为并得

出一些成果，但关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是否会对企业面临

的现金流量风险产生影响以及怎样影响的问题，相关研究鲜

有涉及。现金流量对企业的正常运营甚至是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现金流量风险的研究变得尤

为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显示，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可

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也可能带来企业的业绩波动风险。旷

卫东（2015）研究表明，集团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和其成长

性之间线性相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程度对企业的经营业绩

会产生影响，而且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成长性和经营业绩

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受到公司资本结构的制约。用资产负债

率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时，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多元化

经营程度和企业成长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会由负变为正，而其

和企业成长波动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会由正变为负。同时，张

文闻（2013）研究表明，许多经济学家和财务学家对企业多元

化经营战略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这个领域

涌现了一大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大量研究结论显

示，多元化经营发展战略与公司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然而，企业的资本结构对现金流量风险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因此从资本结构和多元化的联合视角来考察两者对现金

流量风险的影响，能对企业多元化经营产生的经济后果提供

一些新的解释。

基于此，本文以我国2010 ~ 2014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对象，对多元化经营、资本结构与现金流量风险之间的关

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多元化

经营和现金流量风险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本文研究表明，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流量

风险负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

业的现金流量风险。第二，本文基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机

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两个视角，研究得出结论：随着多元化经

营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且现

金流量风险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这表明企业进行适度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降低现金流量风

险，并可以据此合理、适时地制定经营策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多元化经营程度越高，现金流量风险越低。

首先，多元化经营战略通过涉足新的领域为企业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降低现金流量风险。黄梅和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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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研究表明，在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产生了一些利润高的

新兴产业，而一些大型企业都归属于传统产业，产业发展的

不均衡是我国企业发展环境的主要特征。传统产业竞争激

烈，利润空间下降，而新兴产业进入壁垒低且投资回报率高，

吸引着许多企业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涉足新的行业。秦彬

和肖坤（2013）研究表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之后，多

个部门和业务单元实现了资源共享，固定成本被分摊，使内

部各组织之间优势互补，产生的范围经济效益和内部优势效

应有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

可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来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新增长的利

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现金流量风险。当业务数目

在一定范围内增多时，现金流量风险被摊薄。

其次，在多元化经营后的企业内部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

内部资本市场。张纯和高吟（2010）研究表明，企业所处的内

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潜在的外

部投资者难以获得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企业难以以合理

的融资成本取得所需的资金，资金的短缺导致企业不得不放

弃一些净现值大于零的较好的投资项目。当企业存在内部资

本市场时，企业可以从内部资本市场筹得所需资金，既降低

了融资成本，又提高了投资效率，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业

绩。黄梅和宋丽（2012）认为，当企业存在内部资本市场时，企

业可以很好地利用内部资金流进行融资，提高投资效率，同

时，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进行监督和资源配置，提升企

业经营业绩。多元化经营提供了一个内部资本市场，实现了

资金流在企业内部的快速和高效流动，现金流量风险降低。

最后，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

业的举债能力，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张纯和高吟（2010）认

为，当公司涉足多个行业的时候，个别行业的风险对集团公

司的影响相对平稳，能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经营风险的降

低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举债能力。经营风险的降低和举债能力

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企业现金断流，降低现金流量

风险。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元化经营程度与企业

的现金流量风险负相关。

2. 多元化经营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经济学家对企业

多元化经营战略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兴趣，大量

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在该领域产生，但结论并不都是一致的。

相关研究从财务实践和战略管理两个角度来研究多元

化经营程度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示多元化经

营程度与企业资本结构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张文闻（2013）

研究细分多元化经营战略为主导业务型、相关业务型和非相

关业务型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具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多元化经营程

度的提高，其财务杠杆增大，负债水平逐渐提高。旷卫东

（2015）研究表明，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会产生一定经济

后果，企业要进行业务整合，合理配置资源，这些都会影响企

业的经营业绩。在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后，企业是否能

实现高效成长，经营业绩是否能稳居不下等都会受到企业举

债能力和资本结构的制约，更高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为多元

化经营之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撑其成长。然而，资产负债率

的提高又会增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在

多元化经营和专一化经营之间权衡显得至关重要。邵军和陈

树良（2006）研究表明，在多元化经营战略实施的初期，企业

的内部资本市场逐渐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内部和外

部潜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缓解，企业的融资

成本趋向合理，企业的负债能力增强，资本结构和多元化经

营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此时，多元化经营战略可以帮助企

业规避风险。但当多元化经营程度进一步提高时，企业涉足

的业务增多，管理层选择债务政策的弹性变大，委托代理问

题又会更加突出。此时，资本结构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呈现负

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

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多元

化经营程度与资本结构呈倒U型关系。

3. 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对现金流量风险的联合

影响。鉴于不同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存

在差异，考虑到多元化可能产生溢价和折价两种不用的效

应，因此有必要将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联合起来考虑

其对企业现金流量风险的影响。

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的联合作用降低了企业的

现金流量风险。首先，旷卫东（2015）研究表明合理的负债结

构能促进企业成长。多元化经营战略可能带来企业的成长，

也可能带来企业业绩的波动，多元化企业的企业成长性和业

绩波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资本结构。秦彬和肖坤

（2013）研究表明，更高的负债水平能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投

资于现金流为正的项目，提高投资效率，降低现金流量风险。

其次，多元化经营能产生溢价效应，降低企业现金流量风险。

企业同时生产多种产品可以实现成本的分摊，比单独生产一

种产品时成本低，并通过内部市场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支出，减少企业的收益波动。最

后，企业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的联合作用能降低企业的现金流

量风险。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负

债能力增强，企业发展良好，现金流量风险降低。

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的联合作用增加了企业的

现金流量风险。首先，张纯和高吟（2010）研究表明多元化经

营的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行不一定有效。此时，信息不对称

问题将更加严重，现金可能会流向净流量为负的投资项目，

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多元化经营企业规模往往较大，由于代

理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可能会通过多元化扩张战略来实现个

人的利益目标，导致企业业绩下降。其次，黄梅和宋丽（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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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多元化经营企业涉及的业务众多，企业规模大，这

导致企业难以再将机器设备、人力资源、资金等集中于一个

领域形成竞争优势，收入来源变得不稳定，企业更容易陷入

财务困境。同时，多元化经营组织庞大，增加了额外的管理成

本。最后，负债的增加加大了企业的财务杠杆，导致现金流量

风险增加。因此，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的

提高，多元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的联合作用会增加企业的

现金流量风险。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

提高，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表现

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两者呈倒U型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为沪深两市所有A股

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 2010 ~ 2014年。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

性，本文依据以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

市公司；②剔除 ST类公司；③采用年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④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本文对回归模型中的连续变量上下

1%的样本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剔除极端值对实证研究结

果的影响，最终确定有效观测值8916个。

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H1，本文设定以下研

究模型：

Cvari，t=α0+α1Divi，t+α2Controli，t+Year+Ind+ε
（1）

模型（1）中的被解释变量是现金流量风险Cvar，我们参

考了陈志斌、王诗雨（2015）的方法。对现金流量风险的计量，

目前主要包括单指标计量、替代变量计量、复合指标计量和

风险现金流模型四种方法。本文将现金流量风险定义为企业

经营净现金的波动性，可以更好地体现现金流量风险和多元

化经营程度的联动性，用控制了规模偏差影响的企业连续三

年的经营现金净流量的标准差来衡量。具体而言，现金流量

风险的计算公式为：Cv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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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为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总资产。

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是多元化经营程度Div。本文借鉴

林钟高等（2015）和姜付秀等（2006）的方法来衡量企业多元

化经营程度。姜付秀等（2006）采用了赫芬达尔指数和熵指数

来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第一，收入 Herfindahl 指数（HHI）。赫芬达尔指数 HHI=1-

Pi
2，其中Pi为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HHI准确地衡量

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该指数越大，企业多元化经营程

度就越高。第二，收入熵（EI）。熵指数EI=Pi×ln（1/Pi），其中

Pi为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当EI越大时，企业多元化经

营程度越高，主业越不突出。根据H1，预期多元化经营程度

Div的符号显著为负。

为了检验H2，本文设定以下研究模型：

Levi，t=β0+β1Divi，t+β2SqDivi，t+β3Controli，t+Year+

Ind+ε （2）

模型（2）中的被解释变量是资本结构Lev。狭义的资本结

构是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长期资本负

债率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广义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全部

的资本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可以用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等

来衡量。本文分别采用资产负债率、长期资本负债率、产权比

率和现金流量债务比来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正文报告用资

产负债率（Lev）衡量的结果，其他三个指标衡量的结果在稳

健性检验部分叙述。

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是多元化经营程度Div及其平方

SqDiv。根据H2，预期多元化经营程度Div的符号显著为正，

其平方项SqDiv的符号显著为负。

为了检验H3，本文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第一阶段回归

模型采用模型（2），第二阶段回归模型采用以下模型：

Cvari，t=γ0+γ1Levi，t+γ2SqLevi，t+γ3Divi，t+γ4Levi，t×Divi，t

+γ5SqLev×Divi，t+γ6Contoli，t+Year+Ind+ε （3）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本结构变量Lev和

资本结构变量的平方 SqLev，同时增加了资本结构变量和多

元化经营程度变量的交叉项Lev×Div以及资本结构的平方

变量和多元化经营变量的交叉项 SqLev×Div，用来检验多元

化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对企业现金流量风险的联合作用。根

据H3，预期Lev×Div的符号显著为正，SqLev×Div的符号显

著为负。

表1为基本变量设置及相关定义。

变量
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现金流量
风险

多元化经
营程度

资本结构

公司规模

净资产收
益率

现金持有量

成长能力

前10大股东
持股比例

变量
符号

Cvar

Div

Lev

Size

ROE_w

Hcash

Growth

Shrtop10_n

变量定义

连续三年经营净现金流
量的标准差

赫芬达尔指数 HHI、收
入熵EI

公司当年期末总资产负
债率

公司当年期末总资产的
自然对数

净利润/净资产

（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
资产）/总资产

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率

公司年末前 10大股东持
股比例之和

表 1 变量设置及相关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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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2是对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由表2可知，现金流量风险（Cvar）的均值为0.073、标准差

为0.077、中位数为0.054，与陈志斌和王诗雨（2015）得到的统

计值接近。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均值为 0.205、中位数为

0.071、标准差为 0.240，收入熵（EI）的均值为 0.369、中位数为

0.169、标准差为 0.433，表明企业多元化经营现象较为普遍，

并且不同企业之间的多元化经营程度相差较大。资本结构变

量（Lev）的均值为 0.471、中位数为 0.466、标准差为 0.303，表

明负债比例较高，资产负债率的提升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长

期偿债风险。公司规模变量（Size）的均值为21.947、标准差为

1.281、中位数为 21.797，与一般统计值接近。净资产收益率

（ROE_w）的均值为 0.071、标准差为 0.105、中位数为 0.070，

表明样本分析均匀，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较小。公司成长性变

量（Growth）的均值为0.463、标准差为6.942、中位数为0.117，

表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有较好的成长能力。

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表 3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从

表 3中可以看出，赫芬达尔指数（HHI）与现金流量风险变量

（Cvar）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37；收入

熵（EI）与现金流量风险变量（Cvar）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

关，相关系数为-0.045。从单变量分析的角度，初步支持了本

文的H1。赫芬达尔指数（HHI）与资本结构（Lev）在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053；收入熵（EI）与资本结构

（Lev）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060。这说明

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更有利于运用财务杠杆效应进行债务融

资。现金流量风险变量（Cvar）与资本结构（Lev）在 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96，说明企业的资本结构在一

定程度上能影响现金流量风险。

3. 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流量风险的回归分析。多元化

经营程度与现金流量风险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第二列和第三列，是在没有控制公司规模、净资产收

益率、成长能力、现金持有量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

时，将多元化经营程度和现金流量风险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

HHI与Cvar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119，

EI与Cvar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9。

第四列和第五列增加了所有的控制变量之后，仍然发现多元

化经营程度和现金流量风险负相关。其中，HHI与Cvar在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4，EI与Cvar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046。表明随着企业多

variable

Cvar

HHI

EI

Lev

Size

ROE_w

Growth

Hcash

Shrtop10_n

N

8976

8976

8976

8976

8976

8976

8976

8976

8976

mean

0.073

0.205

0.369

0.471

21.947

0.071

0.463

0.183

0.559

sd

0.077

0.240

0.433

0.303

1.281

0.105

6.942

0.135

0.162

min

0

-0.252

0

0.015

19.133

-0.430

-0.953

0.001

0.036

p25

0.030

0

0

0.293

21.048

0.030

-0.010

0.089

0.444

p50

0.054

0.071

0.169

0.466

21.797

0.070

0.117

0.145

0.568

p75

0.093

0.425

0.674

0.634

22.695

0.120

0.280

0.240

0.681

max

2.269

1

2.340

9.293

25.726

0.370

374.397

0.980

0.982

Cvar

HHI

EI

Lev

Size

ROE_w

Growth

Hcash

Shrtop10_n

Cvar

1

-0.037∗∗∗

-0.045∗∗∗

0.096∗∗∗

-0.139∗∗∗

0.039∗∗∗

0.050∗∗∗

0.021∗∗

-0.036∗∗∗

HHI

1

0.980∗∗∗

0.053∗∗∗

0.110∗∗∗

-0.006

-0.009

0.067∗∗∗

-0.089∗∗∗

EI

1

0.060∗∗∗

0.143∗∗∗

0.001

-0.008

-0.069∗∗∗

-0.078∗∗∗

Lev

1

0.268∗∗∗

-0.048∗∗∗

0.028∗∗∗

-0.307∗∗∗

-0.106∗∗∗

Size

1

0.135∗∗∗

0.031∗∗∗

-0.210∗∗∗

0.230∗∗∗

ROE_w

1

0.059∗∗∗

0.125∗∗∗

0.178∗∗∗

Growth

1

-0.001

0.064∗∗∗

Hcash

1

0.124∗∗∗

Shrtop10_n

1

表 3 变量的相关系数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表 4 多元化经营与现金流量风险（OLS回归）

HHIi，t
EIi，t
Sizei，t

ROE_wi，t

Growthi，t

Hcashi，t

Shrtop10_ni，t

Constant

行业/年份

r 2

r 2_a

N

F

M11

-0.0119∗∗∗

0.0755∗∗∗

控制

0.0014

0.0013

8976

12.5011

M12

-0.0079∗∗∗

0.0760∗∗∗

控制

0.0020

0.0020

8976

17.9070

M13

-0.0074∗∗

-0.0087∗∗∗

0.0441∗∗∗

0.0006***

-0.0096

-0.0079

0.2692∗∗∗

控制

0.0263

0.0257

8976

40.3785

M14

-0.0046∗∗

-0.0087∗∗∗

0.0442∗∗∗

0.0006∗∗∗

-0.0096

-0.0080

0.2678∗∗∗

控制

0.0264

0.0258

8976

40.6029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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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降低，支持

了H1。

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单一化的发展路线已经不能适

应发展需求，在我国L型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实行跨产品、跨行业的扩张，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传统行

业供给过剩全面凸显，风险增大，钢铁、煤炭、有色、水泥、印

染等传统行业利润率下降。而一些新兴产业利润率高，进入

壁垒低，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加现金的流动

性，降低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同时，合理的横向多元化

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摊薄固定成本；纵向的多元化可

以整合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

现金流量风险。另外，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外部资本市

场的投资者难以及时获得关于企业状况的全面、有效信息，

企业的外部资本市场融资存在一定的约束。集团化发展的企

业可以建立起高效的内部资本市场，化解竞争威胁并实现资

源共享，同时还能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让资金

流向最有价值的项目，突破外部资本市场的限制，提高企业

经营业绩，降低现金流量风险。

4. 多元化经营程度与资本结构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

表5所示。

表 5第二列，以HHI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时，发现

多元化经营程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

测试；表5第四列，以EI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时，发现多

元化经营程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测

试。进一步地，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多元化经营程度的平方

项 SqHHI 和 SqEI，结果如表中的第三列和第五列所示。以

HHI 衡量多元化经营程度时，发现 HHI 的系数为 0.1103，

SqHHI的系数为-0.1900，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EI衡

量多元化经营程度时，发现EI的系数为 0.0393，SqEI的系数

为-0.0343，且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综上，当企业多元化经

营程度提高时，企业资产负债率会上升，但是随着多元化经

营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会下降，即多元化

经营程度和资本结构之间呈倒U型关系，验证了H2。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

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正在经历着

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际经济

格局正在深刻调整。许多行业中的企业在“新常态”之下纷纷

走上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往往受到企

业资本结构、资金状况和现金流的影响。在企业财务杠杆较

小、债务压力较小的多元化初期，企业可能采取激进的扩张

发展战略，为了发展需要提高债务融资的比例，此时企业资

本结构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如在“新常

态”背景和“互联网+”的大格局下，房地产企业也纷纷走向了

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涉足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总体负债比率

上升。虽然多元化经营战略确实可以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多元化经营带来的经营风险，但随着多元

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以及委托代理等问题的日益深化，当企业

偿债压力增大时，企业可能减缓多元化扩张的速度。也就是

说，多元化经营程度与企业资本结构呈现倒U型的关系。

5. 多元化经营程度、资本结构和现金流量风险的回归分

析。多元化经营程度、资本结构和现金流量风险的回归结果

如表6所示。

由表6的第二列可知，在使用HHI指标来衡量企业多元

化经营的程度时，发现 HHI×Lev 的系数为 0.3314，SqLev×

HHI的系数为-0.0688，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使用EI指

标来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时，发现 EI×Lev 的系数为

0.2072，SqLev×EI的系数为-0.0616，也都在 1%的水平上显

著。验证了本文的H3。由此表明，当多元化经营程度提高时，

现金流量风险会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而升高，可能是

HHIi，t
Sizei，t

ROE_wi，t

Growthi，t

Hcashi，t

Shrtop10_ni，t

SqHHIi，t
EIi，t

SqEIi，t
Constant

行业/年份

r 2

r 2_a

N

F

M21

-0.0032

0.0598∗∗∗

-0.0905∗∗∗

0.0013∗∗∗

-0.5234∗∗∗

-0.2457∗∗∗

-0.6011∗∗∗

控制

0.1557

0.1551

8976

275.593

M22

0.1103∗∗∗

0.0595∗∗∗

-0.0916∗∗∗

0.0013∗∗∗

-0.5223∗∗∗

-0.2396∗∗∗

-0.1900∗∗∗

-0.6035∗∗∗

控制

0.1564

0.1558

8976

237.531

M23

0.0598∗∗∗

-0.0905∗∗∗

0.0013∗∗∗

-0.5234∗∗∗

-0.2455∗∗∗

-0.0013

-0.6012∗∗∗

控制

0.1557

0.1551

8976

275.587

M24

0.0596∗∗∗

-0.0910∗∗∗

0.0013∗∗∗

-0.5221∗∗∗

-0.2402∗∗∗

0.0393∗∗

-0.0343∗∗

-0.6056∗∗∗

控制

0.1562

0.1555

8976

237.129

表 5 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OLS回归）

表 6 多元化经营、资本结构与现金流量风险（2SLS回归）

Levi，t

HHIi，t
SqLevi，t

HHIi，t×Levi，t

SqLevi，t×HHIi，t
EIi，t

EIi，t×Levi，t

SqLevi，t×EIi，t
Control Variables

Constant

N

M31

-0.1184∗∗∗

-0.1441∗∗∗

0.0167∗∗∗

0.3314∗∗∗

-0.0688∗∗∗

控制

0.1239∗∗∗

8976

M32

-0.1183∗∗∗

0.0178∗∗∗

-0.0863∗∗∗

0.2072∗∗∗

-0.0616∗∗∗

控制

0.1241∗∗∗

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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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企业多元化初期刚进入一个行业或者领域，资源还未得

到有效的整合，现金流量的不稳定伴随着负债比例的增加而

增加，导致现金流量风险加大。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进一

步提高，现金流量风险会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而降

低，可能是因为企业多元化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同时企

业偿债压力增大，多元化扩张速度放缓，继续借入资金的比

重下降。综上可知，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现金流量风

险与资本结构呈倒U型关系。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本文结论的可靠性，资本结构变量在用资产负

债率衡量之外，分别将长期资本负债率、产权比率和现金流

量债务比三个指标代入模型（1）、（2）和（3）中进行检验。

第一，当采用长期资本负债率（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负

债+股东权益总额）时，模型（1）和模型（3）通过了检验。在模

型（2）中，当用HHI作为多元化经营变量时，均未通过检验；

当用EI作为多元化经营变量时，部分通过检验。可能是因为

长期资本负债率这一指标仅考虑了企业的非流动负债，不甚

合理。短期债务融资在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结构中占据着

绝对的主导地位。由于金融体制对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选择

的影响以及短期债务融资可以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运行成

效和降低代理成本，企业在考虑债务融资时更倾向于短期债

务融资。因此，用仅考虑了非长期负债的长期资本负债率指

标来衡量资本结构并不合理，导致了模型（2）未通过检验。

第二，当采用产权比率（负债总额/权益总额）时，剔除亏

损企业的观测值，得到相同的结论。在模型（2）中，HHI的系

数为 0.516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SqHHI的系数为-0.8229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EI的系数为 0.1990且在 1%的水平上

显著，SqEI的系数为-0.152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

（3）中，Lev×HHI 的系数为 0.0705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SqLev×HHI的系数为-0.006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Lev×EI

的系数为 0.036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SqLev×EI的系数为

-0.00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第三，当采用现金流量债务比（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债券总额）时，剔除亏损企业的观测值，得到相同的结论。在

模型（2）中，HHI的系数为-0.238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SqHHI的系数为 0.258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EI的系数为

-0.124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SqEI的系数为0.0671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在模型（3）中，Lev×HHI的系数为-0.2177且

在 1%的水平上显著，SqLev×HHI的系数为 0.0533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Lev×EI的系数为-0.1190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SqLev×EI的系数为0.03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

以初步得出结论：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现金流量风险存在

负相关的关系，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企业资产负债

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且现金流量风险随着资产负债率的

上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六、研究结论、启示及局限性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2010 ~ 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

本，考察了多元化经营和资本结构对现金流量风险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元化经营的程度与

企业的现金流量风险负相关；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多元化经营

程度与资本结构呈倒U型关系；随着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

高，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会随着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呈现

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两者呈倒U型关系。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当前我国许多企业进行了多元化

扩张，但多元化经营以及多元化经营之后的资本结构是否对

企业的现金流量风险产生影响，结论不统一，使得对其研究

具有了一定的意义。随着企业的发展，适度的多元化和适度

的举债有利于企业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产生行业竞争优

势，降低企业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只考虑了多元化经营、资本结

构和现金流量风险之间的关系，未将多元化经营战略细分为

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战略，分别分析它们和资本结构

以及现金流量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不同的企业在不

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现金流量风险以及所采用的负债政

策也会有所差别，若区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进行考察，结论

会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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