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锁董事、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
——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摘要】本文实证检验了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微观作用机理。通过分析 2012 ~
2014年741家民营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发现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主要机制在

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连锁董事能够在企业间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降低资金供需企业间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这就是连锁董事的信息效应，同时连锁董事可以提高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切实提高企业

未来的总效益，这就是连锁董事的资源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资源

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信息效应的发挥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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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呈现良性发展趋势，已

经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主导引

擎。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民营企业对经济增加值、

财政税收、容纳就业、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

的贡献分别占到了65%、80%、90%、75%。虽然民营经

济贡献巨大，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较大的

瓶颈与制约，融资约束便是重要瓶颈之一。世界银行

的报告表明：中国有 75%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将融

资约束列为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屏障。

现有文献主要从法律、市场交易制度等正式制

度的角度考察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及产权

保护等对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重要作用。

Claessens等（2006）运用跨国经验数据，研究发现完

善的金融体系及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有助于民营企

业缓解外部融资约束。也有部分学者考察了非正式

制度中“关系”的作用。所谓“关系”是指企业与其所

在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形成的种种联系，关系作

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增强民营企业获取资源的能

力。目前学者大都从政企关系、银企关系等方面验证

其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于蔚等（2012）认为

政治关联通过发挥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民营企

业的外部融资约束。洪怡恬（2014）认为银企关系对

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融资约束都有一定的缓解效

用，且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程度明显要低于民

营企业。上述文献中的政企关系、银企关系仅仅只是

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受社会制度的制约，政企关系不

被现行政策所提倡，其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效果受

到限制。而银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银企关系难以广

泛存在。企业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实体，为达到利润

最大化的目的必定还会穷尽办法与其他企业建立各

种类型的社会关系，连锁董事就是这些关系之一。

连锁董事是指同一董事在不同企业任职而形成

的一种连锁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通过连锁董事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企业之间可靠、成

本低廉的一种融资渠道。其通过在连锁企业间进行

资源获取与信息共享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

束，降低融资成本。目前国内外对连锁董事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的并购行为、公司绩效、会计师事

务所的选择、信息披露等方面，而研究连锁董事对融

资约束影响的文献少之又少。段海艳（2009）应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着重分析了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对

企业债务融资能力及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王营

（2014）指出董事网络位置优势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

资约束，网络中心度越高，融资约束越容易得到缓

解。上述两位学者虽然提出了连锁董事网络可以缓

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观点，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给出具

体的经验数据，也没有分析连锁董事缓解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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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作用机制。只有理清了机制，才能对症下药采

取对应的措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长远

发展。本文通过全面考察连锁董事、企业信息不对称

程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探析连锁董事缓解民

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

结果为了解连锁董事对信息不对称和融资约束的影

响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数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连锁董事与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理论用来解释在不完美的资本市场

条件下，由于市场主体之间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一致

而对市场行为产生影响的现象。George A. Akerlof
（1970）最早提出信息不对称的概念，认为融资过程

中资金提供者与资金需求者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关

系。Stiglitz和Weiss（1981）认为资金需求者与资金提

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的问题，资金提供者事前无法准确预估资金使用者

的风险程度，即逆向选择，资金提供者事后无法控制

资金使用者的资金用途，即道德风险，这容易导致信

贷市场资金配给现象。邱笛（2015）认为关系型融资

是弥补金融市场失灵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解

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的信贷配给问题。关系

融资方式之一的连锁董事是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能够有效缓解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资金需

求方与资金供给方建立连锁董事关系可以帮助资金

供给方全面真实了解资金需求方的财务状况和资金

使用风险，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同时连锁董事可以参

与资金需求企业决策制定过程，洞悉信贷资金流向，

减少道德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 1：连锁董事可以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

称程度。

（二）连锁董事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

Kroszner和 Strahan（2001）首次从连锁董事的角

度将银行嵌入公司治理网络问题，认为与银行建立

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更有可能从银行获得生产用资

金。Chuluun等（2010）发现连锁董事越多，债券利率

越低，融资成本越低。王营等（2014）则认为董事网络

嵌入能帮助上市公司获得债务融资，并且能够降低

信息不对称冲击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构建了连锁董

事关系网络的民营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利用资源、调

和关系和分享投资信息，提高经营绩效和降低经营

风险。连锁董事还可以架起资金供需企业之间信息

沟通的桥梁，有效降低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从而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假设2：
假设 2：连锁董事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

约束。

（三）连锁董事的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

1. 信息效应。在我国资信评估体系存在重大制

度缺陷从而无法准确评估企业贷款风险控制程度的

背景下，如何通过其他渠道降低资金供需双方信息

不对称程度，成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

因素。如上文所述，建立连锁董事关系是缓解信息不

对称的有效途径。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在资金供需双

方任职亲身参与双方公司决策制定过程，直接触及

公司最核心的商业资料，公司经营状况、发展前景、

融资违约风险都尽收眼底。通过连锁董事这种方式

获得信息不仅成本低廉，信息可靠度也非常高。资金

供给方通过连锁董事获得资金需求方的经营状况及

违约风险信息便可以放心给资金需求方贷款，以此

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民

营企业融资约束，这就是连锁董事的信息效应。同

时，不断扩大的连锁董事网络也可作为反映企业未

来经营状况的声誉机制。公司董事作为理性人都会

趋利避害，争相进入具有财务实力和发展前景的公

司，因此连锁董事网络越大说明公司的质量越高。基

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 3：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的信息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2. 资源效应。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获取和控

制外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企业经营成败。在我国信贷

资源分配存在体制性主次的背景下，财务资源的获

取能力决定了企业继续生存的能力。通过建立连锁

董事关系，民营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利用资源，进而提

高经营效率和降低经营风险，这就是连锁董事的资

源效应。资源效应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

第一，在我国“人情社会”的传统文化氛围下，关

系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民营企业为了更好地获

取银行贷款，常常会邀请有银行背景的董事和高管

担任自己公司的董事，由此便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

的连锁董事网络。相比其他民营企业，有银行连锁关

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并且还款期限也会较为

宽松。

第二，民营企业与中间产品供应商、原材料供应

商企业建立连锁董事网络，不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

获得所需的原材料，从而降低材料短缺成本并减小

价格波动风险，还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形成稳

定的双边关系。当企业需要融资时，一方面，具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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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董事关系的中间产品供货商和原材料供应商可以

为企业的贷款提供第三方担保和抵押品，降低银行

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资金从原材料供应商

处购买所需的原材料和资源，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的情况下，具有连锁董事关系的原材料供应商可以

为企业提供商业信贷，推迟收款期限。

第三，连锁董事关系有益于企业之间建立相互

信任，缓解民营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鉴于连锁

董事网络中成员人数相对较少、身份和资质相对稳

定，因此成员之间可以采取互惠的、延时的、非精准

计算的模式进行交易。通过连锁董事建立企业之间

的信任和依赖，使得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组成

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双方更重视与对方的持续合作

关系以获得长远效益，而不会为了暂时避免资金风

险做出追讨债务、撤回资金等不利之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 4：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

的资源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 ~ 2014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所有A股（不包括A＆B、A＆H公司）民营上市

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建立公司数据与董事数据相

匹配的微观数据库。按照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

发展报告》的做法，本文对民营公司的界定以实际控

制人是自然人为标准，排除了没有实际控制人的以

及买壳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本研究所需的数据包

括连锁董事数据、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数据以及公司

财务与治理数据三个方面。连锁董事数据主要采取

手工收集，通过国泰安数据库提供的董事兼职信息

以及大智慧数据库提供的详细董事简历，并辅之以

新浪财经网、百度、Google等搜索网站，搜集样本公

司董事简历，从其任职经历中提取董事兼职信息。金

融市场微观数据和公司财务治理数据取自国泰安数

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本文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①剔

除数据不全的样本；②剔除金融类和被 ST的公司；

③剔除2010年以后上市的民营公司，刚上市的民营

公司往往资金充足、融资约束小；④为消除极端值的

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 1%及 99%分位上进行缩

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形成包含了741家民营公司

的1960个有效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设定与度量

1. 连锁董事（Interlock）。已有文献通常采用网

络中心度与结构洞指标来衡量公司在网络中的位

置。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虽是考察整体网络的

重要变量，但是由于样本容量太大，手工收集所有董

事兼职资料并制作中心矩阵会存在较大的误差。因

此本文参考杨蓓等（2011）的做法使用虚拟变量来衡

量企业是否存在连锁董事关系，当某个公司的董事

同时在其他公司董事会任职时取值为 1，反之为 0。
本文所指的连锁董事包括以下两种情况：公司独立

董事兼职其他公司独立董事、执行董事或非执行董

事；公司的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兼职其他公司的执

行董事、非执行董事。只要董事简历信息显示存在上

述两种类别中的一项，我们就定义该企业为存在连

锁董事关系企业。

2. 信息不对称（ASY）。参照于蔚等（2012）的做

法，本文利用公司日个股交易数据来分析证券市场

中知情与非知情交易者关于企业未来价值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并将之作为资金供给企业与资金需求企

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代理变量。股票价值的信

息不对称程度是影响股票流动性的关键要素，由

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

题越严重，股票的流动性就会越差，股票单位成交

量对应的价格变化越大。衡量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

如下：

ASYit = 1
Dit
∑
k= 1

Dit ||

其中：rit（k）表示 i企业在 t年度第 k个交易日的

股票收益率；Vit（k）表示日成交量；Dit表示当年的交

易天数。ASY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

度越高。

3. 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是无法直接

观察得到的，因此目前的文献主要通过模型来衡量

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模型主要包括两种：Fazzari等提

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Almeida等提出的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然而投资—现金流敏感

性模型的适用性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连玉君等

（2007）通过经验数据实证研究表明随着融资约束程

度的加大，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并不会变强。因此

本文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来间接衡量民营

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面临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因

为很难从外部获取资金，所以必须从营业现金流中

提出更多的现金来维持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以便投

资于未来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进而表现为更强的现

金流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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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变量。本文参照于蔚等（2012）及王营

（2014）的相关研究确定控制变量。表 1列示了本文

的主要研究变量及控制变量。文章还控制了年度和

行业虚拟变量，其中行业类别划分参照2012年中国

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归属于制造业取值为 1，非制

造业取值为0。

（三）模型设计

为探究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

机制——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本文试图用信息不

对称指标反映信息效应，从而将信息效应从两种效

应中分离出来，以比较两种效应之间的地位差别。参

考于蔚等（2012）的做法，本文建立三个模型以验证

连锁董事、信息不对称及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模型

（1）主要检验连锁董事是否可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

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即是否发挥了信息效应，其计算

公式如下所示：

ASY=β1Interlock+β2Size+β3Roa+β4Lev+
β5H10+β6Firmage+β7Plrum+￡ （1）

模型1中，β1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如果β1显著为

负，说明连锁董事可以帮助民营企业缓解信息不对

称，而且信息不对称指标可以作为信息效应的代理

变量。

为了探究连锁董事是否能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

束，并且识别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建立模型（2）、模
型（3）：

△Cash=α0CF+α1CF×Interlock+α2Interlock+
α3Q+α4Size+￡ （2）

△Cash=λ0CF+λ1CF×Interlock+λ2Interlock+
λ3Q+λ4Size+λ5CF×ASY+λ6ASY+￡ （3）

其中：CF×Interlock代表营业现金流与连锁董

事的交互项；CF×ASY代表营业现金流与信息不对

称的交互项。在模型（2）中我们主要关注α1的符号及

显著性，如果α1显著为负，就说明没有连锁董事的企

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更高，有更强的融资约束，即

连锁董事可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为了进一步

验证连锁董事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模型（3）引
入了连锁董事（Interlock）、信息不对称指标（ASY）以
及现金流与二者的交互项（CF×Interlock、CF×ASY），
如果不控制CF×ASY，CF×Interlock的系数λ1包含了

连锁董事的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而控制了CF×
ASY 将信息效应分离出来后，CF×Interlock的系数

λ1仅反映资源效应。因此如果分离CF×ASY后，λ1

不再显著，则表明信息效应占主导地位，如果λ5不显

著而λ1显著，则表明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如果λ5和

λ1都显著，则表明资源效应、信息效应都占据主导地

位。本文还对模型（2）、模型（3）进行了扩展，在扩展

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资本支出（Tpc）和短期负债

变动（Sdr），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省略公式列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 Eviews 8软件对样本变量进行描述性统

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①连锁董事平均值

为 0.446，说明样本企业中 45%的企业存在连锁董事

现象，连锁董事作为关系融资渠道被各企业所重视；

②信息不对称指标最大值为 0.953，最小值为 0.028，
均值为0.402，说明样本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普遍存

在且企业间差异较大；③控制变量中的投资机会Q
最大值为 29.099，最小值为 0.939，说明各企业具有

的投资机会有较大的差距。

（二）连锁董事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分析

本节通过模型（1）考察连锁董事是否可以缓解

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表3列示了模型（1）的回归

变量
性质

主
要
研
究
变
量

控
制
变
量

变量代码

Interlock

ASY

CF

△Cash

Size

Roa

Lev

H10

Plrum

Firmage

Q

Sdr

Tpc

变量名称

连锁董事

信息不对称

营业现金流

现金流量
变动

企业规模

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股权集中度

董事长是否
兼任总经理

企业年龄

投资机会

短期负债
变动

资本支出

衡量方法

存在为1，反之为0

以公司日个股交易数据衡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总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本期期末
余额/本期资产总额-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上期期末余
额/上期资产总额

总资产对数值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总负债/总资产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

是取1，否取0

企业成立年数的对数值

（股票市值+净债务）/有形
资产现行价值

本期流动负债/本期资产总
额-上期流动负债/上期资
产总额

资本支出=（本期固定资产+
本期在建工程+本期工程物
资）/本期资产总额-（上期
固定资产+上期在建工程+
上期工程物资）/上期资产总
额

表 1 变量说明

2017.02 财会月刊·37·□



结果，分析表3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连锁董事与信

息不对称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连锁董事

确实可以很好地缓解资金供需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假设1成立。连锁董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传

递民营企业经营绩效信息以降低逆向选择的成本，

存在连锁董事的资金供给方在了解民营企业经营能

力基础上贷给其资金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模型（1）的
回归结果也验证了信息不对称指标可以作为信息效

应的代理变量。②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符合预期设

计。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可，资金供

给方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

信息；企业存续越长久，越容易与资金供给方形成战

略合作关系，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低；企业股权集中

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高。

（三）连锁董事缓解融资约束机制检验

本节首先考察连锁董事是否可以缓解融资约

束，其次考察连锁董事究竟通过信息效应还是资源

效应缓解融资约束。

表4第2、4列是模型（2）的多元回归结果，第3、5
列是模型（3）的多元回归结果，参考Almeida等的扩

展模型和Khurana等的修正模型，第 4、5列的扩展

模型还加入了资本支出和短期债务变动作为控制

变量。

由表4第2列及第4列可知，无论是否存在连锁

董事，民营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都显著为正，

表明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CF×Interlock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

民营企业相比，没有连锁董事的民营企业面临更强

的融资约束，必须提取更多的营业现金流作为预防

性现金，因此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更高。实证结果表

明连锁董事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假

设2成立。

表 4第 3列和第 5列可以清楚地解释连锁董事

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作用机制。前文理论部分提出

连锁董事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融资约束，

模型（1）已证明信息不对称可以作为信息效应的代

理变量，模型（3）控制CF×ASY将信息效应分离出来

Interlock

Size

H10

Lev

Firmage

R2

观测值

回归系数

-0.0062∗∗∗
-0.0115∗∗∗
0.0500∗∗∗
0.0065

-0.0051∗∗∗
0.3238

1960

标准误差

0.0014

0.0008

0.0069

0.0041

0.0019

变量名称

Interlock

ASY

Size

Roa

Lev

Firmage

H10

Plrum

Q

CF

△Cash

Tpc

Sdr

平均值

0.446

0.402

21.780

0.052

0.402

2.687

0.133

0.335

3.349

0.044

-0.026

-0.002

0.051

中位值

0.000

0.056

21.705

0.041

0.393

2.708

0.100

0.000

2.615

0.040

-0.015

0.003

0.038

最大值

1.000

0.953

25.051

0.464

0.953

3.497

0.724

1.000

29.099

0.684

0.337

0.456

0.358

最小值

0.000

0.028

18.343

0.001

0.028

1.792

0.006

0.000

0.939

-0.262

-0.508

-0.528

0.000

标准差

0.497

0.199

0.985

0.049

0.199

0.363

0.102

0.472

2.648

0.079

0.093

0.090

0.050

观测值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1960

表 3 模型（1）连锁董事与信息不对称回归结果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CF

CF×
Interlock

Interlock

CF×ASY

ASY

Q

Size

Tpc

Sdr

R2

观测值

模型（2）
0.3292∗∗∗
（0.0936）
-0.2202∗∗
（0.0947）

0.0119
（0.0082）

-0.0038∗∗
（0.0015）

0.0037
（0.0041）

0.0675
1960

模型（3）
0.3008∗∗

（0.1298）
-0.2222∗∗
（0.0973）

0.0094
（0.0083）

0.4787
（0.3166）

0.4123∗
（0.2120）
-0.0037∗∗
（0.0015）

0.0001
（0.0045）

0.0734
1960

扩展模型（2）
0.3163∗∗∗
（0.0540）
-0.1563∗
（0.0920）

0.0086
（0.0079）

-0.0041∗∗∗
（0.0015）

0.0040
（0.0040）
-0.2326∗∗∗
（0.0380）
-0.2225∗∗∗
（0.0691）

0.1328
1960

扩展模型（3）
0.2887∗∗

（0.1254）
-0.1581∗
（0.0945）

0.0064
（0.0080）

0.4626
（0.3603）

0.3652∗
（0.2050）
-0.0040∗∗∗
（0.0015）

0.0009
（0.0043）
-0.2299∗∗∗
（0.0380）
-0.2222∗∗∗
（0.0691）

0.1375
1960

表 4 连锁董事与融资约束多元回归结果

注：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和行业，∗∗∗表示在1%的水平

上显著。

注：回归中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内表示各解释变

量稳健性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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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CF×Interlock仅仅代表资源效应。实证结果显

示CF×Interlock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10%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存在连锁董事的民营企业表现出较低的现

金—现金流敏感性，而ASY×CF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资源效应是连锁董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的主

导效应，信息效应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假设 4成立，

假设3不成立。在第4列和第5列中控制变量短期负

债变动（Sdr）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推断

短期负债是被用于替代现金进行支付而不是作为现

金持有。资本支出（Tpc）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这与张纯和吕伟（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

着资本支出的不断增加，民营企业会提取更多的现

金以满足资本支出的需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指标与连锁董事指标之间

的内生性影响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借鉴于蔚等

（2012）的做法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联立方

程，运用三阶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稳健性检验，检

验结果与本文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即连锁董事缓解

融资约束的资源效应占主导地位，信息效应相对处

于劣势地位。同时为了避免地区差异影响实证研究

结果，本文在三个模型中加入了地区虚拟变量，得出

的结论与前文一致。另外本文还用连锁董事的数量

占公司董事总人数的比例进行替代检验，检验结果

与前文的结果无异。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2012 ~ 2014年741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

本，分析了连锁董事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

机制，结论如下：第一，连锁董事可以降低资金供给

方与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指

标可以作为信息效应的代理变量。资金供给方通过

连锁董事分享的资金需求方经营状况、违约风险信

息可以节省前期风险评估费用，放心给资金需求方

贷款，以此来降低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第

二，连锁董事主要通过资源效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

约束。通过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网络，民营企业之间可

以相互利用资源、共享投资信息，从而缓解融资约

束。通过连锁董事建立企业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得

资金提供者和资金需求者组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

合作双方更看重企业未来的长期利益，企业融资约

束得到缓解。第三，连锁董事缓解融资约束的信息效

应并不显著。总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仍然普遍面临

融资约束的瓶颈，因此应该鼓励民营企业适度扩大

连锁董事网络，通过连锁董事资源效应使得民营企

业廉价高效地获取融资资金，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但

是由于每个董事兼职席位的限制以及董事精力的局

限，单个董事兼职的公司不可能无限增加，因此应该

最大限度地发挥现存连锁董事的作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连锁董事、信息不

对称、融资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发现了连锁董

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作用机制，丰富了关系网络

研究的内容，也为后续研究非正式制度对融资约束

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在信息不对称衡量指

标以及信息效应显著性、数据样本完整性和控制变

量的全面性方面均有改善的空间，后续研究可以提

出更能反映资金供需双方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衡量

指标，完善计量分析模型，对连锁董事缓解融资约束

的信息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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