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的科技压力需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努

力才能转化为科技绩效，但这样的转化实施过程、彼此间的

影响关系却鲜少得到细致描述。因此，本文拟对这样的转化、

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探究。利益相关者压力会影响企业对科技

问题所做出的辨识与认知，而管理者做出视科技问题为威胁

或机会的判断决定了管理者解释的构成。利益相关者压力以

管理者解释作为中介，影响了企业对被动和主动文化科技创

新行为的选择。本文在整理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因素的数

据之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

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检

验了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

识、管理者解释这些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假设。最终，验证了

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

中会发挥中介作用，而公众科技意识在这一中介效应中起到

调节作用。这充分体现了管理者解释作为将利益相关者压力

转化为企业主动科技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它的完善将是

企业实施文化科技创新进而构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

可行选择。

二、理论背景

1.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文化科技创新包含文化创新和科

技创新，一是通过文化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发展，二是通过解

决科技问题推进文化创新。Andersson 和 Bateman（2000）认

为，企业的科技意识水平会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首

先，作为决策者的管理者所感知的压力直接影响其文化科技

创新行为；然后，企业的科技意识、管理者的态度对企业科技

决策起了重要的调节功能。为此，当企业成员的科技意识越

强，特别是科技拥护者的决策高层所占比率较高时，企业选

择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而这样的选择需要历经

两个阶段：①针对已有的文化产品，企业被动采取科技手段，

涉及昂贵的设备及技术，即被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采纳；

②作为事前控制的科技创新被置于企业营运的全过程，企业

自愿采取科技手段，即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采纳。

基于企业科技管理的主动性来评判文化科技创新行为，

可以透过Roome（1992）对企业的五大战略选择来体现。早期

对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因素研究，多集中在被动文化科

技创新行为的选择。这一时期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企业文化

科技创新行为的机制影响。接下来，一些学者将中观角度的

产业及集群引入文化科技创新研究，采用博弈论及实证研究

方法，对不同规模企业选择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方式进行分

析，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通常采用自主创新方

式，而小企业则更多选择模仿创新。当前针对企业文化科技

创新的研究则大多通过实证或案例，聚焦于具体的管理实践

以及文化科技创新整合于企业营运的管理过程。这样的研究

大多关注科技或管理的选择结果，较少对选择行为的决策过

程进行深入分析。而这样的决策过程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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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推广实施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都至关重要，这

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2. 利益相关者压力。随着科技问题成为利益相关者与企

业之间直接关联的诱因，将利益相关者压力置于文化科技创

新领域的研究也日渐增加。利益相关者对科技属性的认知是

其压力形成的重要来源，包括科技政策、回应公众科技关注

的程度、科技自我规制等。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在迫使企业针

对科技问题进行决策时，开始重新考虑其战略立足点。鉴于

此，实施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成为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

科技要求所做的努力。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差异对

企业选择科技行为的主动性产生影响，并确保企业商业行动

与决策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认知

概念，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展开深入研究。顺理成章，企

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等就成为文

化科技创新行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研究从利益相关者与

企业间的关系，或拥有的资源等出发，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

类，更多关注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强度或合法性问题。本文则

期望通过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作用，以突

显作为认知变量的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共变

关系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影响。

3. 管理者解释。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是企业受多重压

力综合驱动作用的结果，厘清其中所包含的繁复关系，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管理者对科技与企业关系的解释。对科技

问题的管理者解释包括三个自叙项目：①负面或正面的情绪

瓜葛；②损失或获益的考虑；③感觉可控或不可控。具体而

言，首先，如何内化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相当重要

的，企业面对科技发展问题，所做的反应就是实施文化科技

创新，而管理者解释在这一行为的展开中所发挥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进而对文化科技创新认知的变化影响了企业文化

科技创新行为。其次，视科技问题为机会还是威胁，决定了企

业将运营中介入的科技属性是当作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还

是成本增加的原因。再次，解决科技问题可能增加企业管理

风险，管理者对风险具有可控或不可控的认知。管理者的风

险规避态度决定了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这也体现

在企业的管理行为中，如企业如何管理科技信息及应对科技

发展的危机。

综上可知，以往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研究，较少

从行为认知角度开展。针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研究则更偏重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当然也关注企业战略选择的主动

性，但针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研究

并非主流。譬如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压力重要性的感知这种

涉及认知心理的研究则更容易被忽视；管理者解释更多的是

被列入行为意识的范畴，而缺乏对管理者认知的行为结果进

行延伸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检验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

压力与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时，分别从三

个方面对管理者解释进行衡量：企业对文化科技创新的态

度、得失权衡以及实施的可控程度。笔者认为，视科技发展为

机会的管理者解释在以上三个方面倾向于正向；反之，视科

技发展为威胁的管理者解释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倾向于负向。

更进一步：第一，管理者对外部环境压力的辨识及认知就是

高层管理者的科技认知，也可以说是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感

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的管理认知；第二，管理者的认

知应落实到企业的制度安排；第三，将管理者的认知传递给

企业员工则是制度实施的具体行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

研究构念模型如图1：

三、假设提出

1.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管理者解释。

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了企业对科技管理的选择，而包括培训

在内的管理者解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强化了这种影响。这样

的相关关系得到了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

论的动态能力维度的支持，同时也通过相关实证研究得到了

验证。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员工作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常常是企业主动文化科技创新实

施的接受者与执行者，对他们的培训得到了高层管理者支

持，这也包含在将管理者的科技认知推广到企业员工管理行

为的管理者解释中。管理者对科技发展的机会与威胁辨识认

知，决定了企业是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还是被动文化科技创

新。管理者解释将利益相关者压力转化为企业文化科技创新

的过程中，其中介作用不仅会催生新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机

会，还因为管理者解释这样的机制保证，使新知识被整合进

已有的技术诀窍中，使文化科技创新得到战略性的实施。为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利益相关者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促进作用。

H2：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文化科技创新行为

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

识。事实上，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一种公众科技意识的外在行

为表现。从行为认知角度对利益相关者压力进行研究可知，

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一种共变且相互影响的

关系。因此，公众科技意识在影响管理层科技认知的同时，与

利益相关者压力一样，会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产生影

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影响对文化

科技创新行为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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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意识与管理者解释。企业管理者自身对科技问题

的认知必然受到作为情景因素的公众科技意识的主流影响，

因此，高层管理者对待科技问题的态度体现了其科技意识与

认知，它们影响着管理者解释。而且，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互动

与整合作为企业应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有效选择，自然形成

管理者解释的重要内容。这样做在于善用多主体间的矛盾以

追求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而解决信息及权力的不对称。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公众科技意识在管理者解释发挥中介效用的过程中

起到了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及方法

1. 样本选择及处理。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设计了含35个

题项的测度问卷，整个过程严格遵守信度、题项代表性、概

念可操作性等原则，确保了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首先，通过对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的初步调研，收回有效问卷 96份，利用

SPSS 21.0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问卷的KMO值

为 0.736，Cronbach's Alpha 值 为 0.802。其 中 ，Cronbach's

Alpha值基本都在 0.8以上，表明总体的信度较好。利用主成

分分析、正交旋转剔除部分不合适的选项，最终确定 31个选

项的问卷（其中包括5个基本情况的选项）。然后进行预测试，

通过对企业的管理层、员工等的实地走访、邮件联系等方式

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 373份，回收有效问卷 300份，有效回

收率为 80.4%，基本满足后期实证分析的样本量要求。由表 1

样本的基本信息可知，所选样本基本涵盖了不同的规模及行

业企业，表明本研究具有广泛性。将数据导入SPSS 21.0，再次

进行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Cronbach's Alpha值为 0.804，折

半信度为 0.837、0.882，均大于 0.8，表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

同时，各个测量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值在 0.8以上，表明

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KMO检验的结果显示，各

潜在变量的KMO值均超过 0.7，因子载荷的数值也比较理

想，体现了较好的效度。

2. 变量定义。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包括：文化科技创新的

战略选择、文化科技创新过程、文化科技创新的实现机制及

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包括被动文化科技创新和

主动文化科技创新，其将为企业带来科技绩效与经济绩效的

双重增长。利益相关者压力作为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

的重要因素，其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驱动，依赖于管

理者解释发挥中介作用。而公众科技意识这一认知变量则成

为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情景因素。对相关变量的指标测

度如表2所示。

3. 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首先，分析了构念测量模型并

估计了它们相关的因子载荷；然后，设定及检测代表假设的

模型。管理者解释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中的中介作用路径模

型，通过15个观察变量、4个潜变量进行测量。将SPSS 21.0的

数据导入AMOS 21.0中，输出运算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见，初始模型的Chi-square/df为 3.301>3，表明

构建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有些不理想，需要修正模

型。按照吴明隆（2013）总结的修正方法，增列企业科技管理

实施（观察变量SIM）误差变量（观察变量 e14）与科技认知推

广（观察变量POM）的误差变量（观察变量 e15）的共变关系，

结构变量

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

利益相关者
压力

管理者解释

公众科技意识

测量变量

主动文化科技创新结果

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过程

被动文化科技创新结果

被动文化科技创新过程

消费者抵制

政府科技治理举措

媒体压力

内部利益相关者压力

高层管理者科技认知

企业科技管理制度安排

企业科技管理实施

科技认知推广

缺乏科技保护认知

被动接受科技治理的制
度约束

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治理

变量代码

PETI1

PETI2

AETI1

AETI2

CP

GP

MP

ISP

TMTP

EMS

SIM

POM

M1

M2

M3

变量

规模

行业

属性

资产500万元以下

资产500万 ~ 1千万元

资产1千万 ~ 5千万元

资产5千万 ~ 1亿元

资产1亿元以上

广播影视

动漫

音像传媒

工艺设计、雕塑和环境艺术

广告装潢

软件和计算机服务

视觉与表演艺术

服装设计

其他

占比（%）

30.3

13.3

15.0

9.7

31.7

7.3

5.7

12.7

2.3

4.0

24.0

8.0

1.3

34.7

表 1 样本描述

表 2 变量指标说明

表 3 研究模型的拟合指标

初始模型

修正模型

Chi-square/df

3.301

2.807

RMSEA

0.087

0.065

GFI

0.788

0.883

CFI

0.710

0.864

PGFI

0.508

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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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df 为 2.807<3，RMSEA 为 0.065 介于 0.06 与 0.08

变通适配区间，其他的比较及简约适配度指标均基本处于临

界值，接受虚无假设，表明数据基本达到拟合，优化了初始模

型，最终的改进模型如图2所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显著性

检验见表4。

由图2和表4可知，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为正值，且都具

有显著关系。首先，利益相关者压力、管理者解释及公众科技

意识都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影响。其中，管理者解释

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显著，路径系数高达

0.611；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对企业文化科技创

新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低于 0.2，表明两变量的直接影

响相对较弱。其次，利益相关者压力及公众科技意识对管理

者解释的影响显著，路径系数都远远高于0.5。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呈现一种共变关系，这样的相互影响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

为表现出正向影响作用，虽然其路径系数值相对较小。再次，

各维度的观察变量与其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也都在0.5以

上，说明各变量的测评选项具备高支持度。还需要说明的是，

管理者解释的科技管理实施（观察变量SIM）误差变量（观察

变量 e14）与科技认知推广（观察变量POM）的误差变量（观

察变量 e15）也具有显著相关性，系数为 0.22。这其中的原因

可能在于企业对科技管理制度的实施与科技认知的推广之

间存在共似性，两者有极密切的相互影响。即科技认知向基

层的渗入有利于制度的有效实施，而制度的有效推进又强化

了员工对科技认知的转变。最后，利用AMOS 21.0效用分解

功能，深入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便于对比变量间

的作用效果。

通过计算，得出各潜变量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与总效

果（见表 5）。通过表 5可知，第一，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

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效应远小于以管理者解释为中介所得

到的间接效应，因此，利益相关者压力需要借助管理者解释

这一中介变量，使其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总效应得以体

现。第二，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效

应大于以公众科技意识为中介而得到的间接效应，为此，公

众科技意识并没有成为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的中介变量。也再次证明，以上关于利益相关者压力与

公众科技意识的相互影响是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正向作

表 4 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统计

变量关系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管理者解释

管理者解释←利益相关者压力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利益相关者压力

管理者解释←公众科技意识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公众科技意识

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

标准化
路径系数

0.611

0.847

0.111

0.753

0.181

0.421

C.R

2.915∗∗

2.209∗∗

2.278∗∗

6.366∗∗∗

2.184∗∗

3.436∗∗∗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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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构方程及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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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综上所述，本文所构建的管理者解释在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模型基本得到验证。

五、结论及讨论

1. H1得到验证。促使企业实施主动文化科技创新，需要

保持公众、媒体、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科技问题积

极解决的强大压力。但这样的压力也需要得到企业股东等内

部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即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管理者解释是正

相关关系，管理者解释对文化科技创新具有极大影响。

2. H2得到验证。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

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企业高层管理者的

科技认知、落实管理者认知的企业科技管理体系，以及推广

管理者认知至员工的制度实施等，由三者形成的管理者解

释充分发挥了中介效应。将利益相关者压力与内化为企业选

择文化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从而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文化科

技创新行为影响的总效应放大。

3. H3得到验证。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共

变且相互影响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两者间的相互强化。为此，

对于企业而言，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可以通过对公众科技意

识的了解与改变来达成。又由于意识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公

众科技意识也会影响个体管理者的科技认知及决策，进而对

企业文化科技创新产生影响。检验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与

公众科技意识之间这样的相互影响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存

在正向的影响作用。

4. H4得到验证。公众科技意识与管理者解释有较强的

正相关关系，管理者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管理层认知决

定，而管理层认知的形成又受到公众科技意识的影响。根据

认知心理学，公众的认知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感知

和响应措施。Bayard B.和 Jolly C.（2007）认为，对科技保护的

认知影响着行为和态度，认知水平的提高将促使农民采取积

极的态度来创新科技，提高对科技保护的满意度。在这里，公

众感知就是科技意识，响应措施就是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

作为拥有更多专业信息的主体，在培养公众科技认知能力方

面，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公开、更多的沟通方式来参与。

5. 研究局限及改进。因为有关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管理

者解释的理论体系尚在发展中，与经典理论的严谨性与成熟

性尚有差距，所以本文在理论模型构建上稍显粗略。限于篇

幅，虽然样本选择在行业与地区上都不算囿于一隅，但在结

构方程的验证中，却未将它们作为调节变量或控制变量，使

得研究不够深入与精准。未来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对管理者解

释的中介作用展开深入分析：从管理机制层面，细化利益相

关者压力内化为实施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从而为

企业文化科技创新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机制保障；从行为决策

角度，应对公众科技意识影响高层管理者的科技认知进而影

响其决策过程展开研究，为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理

论支持。除此之外，在未来研究中，还可以对企业文化科技创

新行为的主动性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以将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进行多层次的划分，以对应管理者解释的三维度衡量，

从而对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管理者解释的对应关系进

行更透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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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型中各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直
接
效
应

间
接
效
应

总
效
应

变量

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

管理者解释

公众科技意识

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

管理者解释

公众科技意识

文化科技创新
行为

管理者解释

公众科技意识

文化科技
创新行为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管理者
解释

0.61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611

0.000

0.000

利益相关者
压力

0.111

0.847

0.421

0.518

0.000

0.076

0.629

0.847

0.187

公众科
技意识

0.181

0.753

0.000

0.000

0.000

0.000

0.181

0.753

0.000

□改革与发展

□·40·财会月刊201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