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高管的变动对于公司而言是影响较大的事件，

特别是在公司中扮演重要角色的CEO，其更换增加

了公司政策走向和未来表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

定性会引发公司和其他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以

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不确定性。并且这种CEO更换带

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从而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融资的成本（Lambert、Leuz 和
Verrecchia，2007、2012）。本文试图考察CEO变更是

如何影响企业银行贷款的，并进一步探究会计信息

不确定性作为通道如何解释该问题。

本文研究银行贷款是基于如下原因。首先，银行

贷款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融资来源。其次，银行专注于

企业信息的收集，能够在CEO离任后产生较为迅速

的反应。CEO更换的企业信息不确定性增加，银行

可能会收取更高的利差，从而弥补信息收集和监督

的成本。再次，银行可能会收取更高的利息或者缩短

债务的期限来应对CEO变更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

同时，用称职的继任者更换掉表现较差的CEO能够

改善企业的长期表现，进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

种效果在 CEO 强制离任中最为明显（Weisbach，
1995；Denis，1995；Xuan，2009）。但在短期内CEO的

离任会带来较大的信息不确定性，从而对银行贷款

产生影响。

离任产生的信息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银行贷款

的呢？一般而言，银行根据企业相关信息来做出信贷

给付决定，其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方面银行可以

通过上市公司的公告或者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渠道获

取企业的投融资信息，并利用其专业的信息处理手

段分析企业面临的信贷风险水平。另一方面银行通

过长期合作建立的银企关系获取企业的内部信息。

一旦公司发生CEO强制离任事件，原有的银企关系

会受损，银行获取内部消息的通道受阻，信息不确定

性程度加大。特别是在我国2013年之前实施贷款利

率管制的前提下，这种信息不确定性反映在银行贷

款中即是缩小贷款规模和缩短贷款期限。

本文选取了 1996 ~ 2012年上市公司发生CEO
变更前后三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CEO变更与

银行贷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历过

CEO离任的公司往往拥有较为恶化的银行贷款数

据，表现为更短的贷款期限、更小的贷款规模。以往

的文献对CEO被迫离任和自愿离任进行了对比研

究，发现CEO被迫离任带给公司更为明显的变化，

因此很有必要对不同的CEO变更类型分别进行研

究。通过实证分析笔者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CEO
离任类型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在自愿

离任样本中，CEO离任前后银行贷款没有显著的差

异；在被迫离任的样本中，CEO离任前后银行贷款

明显不同，也就是说CEO变更带来的银行贷款的变

化主要来自于CEO被迫离任的类型。据此可以推

断，CEO变更本身并不一定引起银行贷款的变化，

而CEO被迫离任增加了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正是

CEO变更、会计信息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

【摘要】本文试图考察上市公司CEO更换产生的信息不确定性对银行贷款规模和期限的影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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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企业信息的重要渠道是会计信息，这就意味着CEO变更正是通过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引起了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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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变化。本文接着以

盈余管理代表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发现在CEO被

迫离任的情形下会计信息不确定性与银行贷款有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正是CEO
离任对公司银行贷款产生影响的通道。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银行具有独特的信息生产

功能。一般而言，银行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来获取借款

人信息。一种方式是通过投入一定成本，搜集借款人

相关信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关系贷款来获取现有

借款人的私人信息。从上述两种方式来看，银行的信

息生产功能削弱了公司信息披露对贷款成本的影

响。但是，存在两种重要因素使得银行信息生产功能

并不能完全消除银行和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一

是信息成本。面对众多客户和海量信息，银行搜集、

整理和分析各类信息需要成本，这种成本有时还比

较巨大。二是信息隐瞒。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银行

会考虑两种可能性：第一，公司可能会隐瞒显示贷款

违约风险增加的信息；第二，公司私下提供的信息可

能并不真实。为尽可能减少信息搜集成本并甄别借

款人私人信息的真伪，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

贷款违约风险，银行也会认真分析借款人当前和过

去披露的信息，了解和掌握其真实情况。于是，对于

自愿并持续进行及时、详细和真实的信息披露的公

司，银行对借款人未来发展前景和偿债能力了解得

越清楚，就越有可能收取更低的贷款利息。

作为负责企业经营事务的最高行政人员，CEO
负责整个企业的管理、战略、经营策略等重大问题，

控制企业核心的资源和人力。不同的CEO对企业的

经营战略和发展方向认识不同，采用的策略也有所

不同。企业更换CEO后，未来发展方向和经营策略

常常会随之改变。特别是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对

CEO的更换意味着对原有CEO经营方向和战略的

全面否定，继任者往往也会在投资方向、经营理念、

资本支出、融资策略等方面做出大的调整和改变。在

短期内企业经营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债权

人的银行会对不确定性做出评估，从而增加其信息

获取的成本。同时一般而言，继任者会打破企业与银

行原有的银企关系，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评估结

果和信贷决策。Chang（2009）在对我国上市公司

CEO变更的研究中发现，CEO变更往往与企业经

营绩效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绩效较差时CEO被

迫离任的可能性会增加。同时在CEO变更之后的短

时期内企业的经营绩效会更加恶化，但是长期来看

其经营业绩会逐渐变好。

企业发生CEO更换后伴随而来的是其战略方

向的不确定性，而银行对于风险特别是信息不确定

性风险较为敏感。同时，现有研究文献表明CEO的

更换会导致股票市场发生较大的波动（Clayton，
Hartzell和Rosenberg，2005）。银行可能会对CEO更

换的企业收取更高的利息，以弥补其更高的信息获

取成本，但由于国内对贷款利率进行管制，银行对信

息不对称的反应往往是缩小借贷规模或缩短债务期

限。一般而言，在过去实施的政策不是很有效的情况

下，董事会倾向于把现有的CEO替换掉，由新的继

任者执掌公司。因此，CEO被迫离任的公司在经营

战略上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相反，CEO自愿离任

的企业会在经营战略上改变较少。Clay，Hartzell 和
Rosenberg（2005）发现自愿离任的CEO所在公司的

股价波动要小于被迫离任的情形。Denis（1995）和
Huson（2004）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CEO自

愿离任的公司，CEO被迫离任的公司在总资产、员

工数量、资本支出等方面有着更大的变化。基于此可

以推断，发生CEO被迫离任的公司其信息不确定性

更大，从而面临更严苛的银行贷款条件。因此，本文

提出下面的研究假设：

假设 1：相较于CEO自愿离任的公司，CEO被

迫离任的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规模更小、期限更短。

Murphy（1993）认为，当CEO因为业绩较差被

强制离任后，继任者往往会倾向于操纵企业的研发

支出、广告或者其他支出进行所谓的“利润清洗”。

Pourciau（1993）研究了盈余管理与高管人员非正常

变更之间的关系，发现在非正常高管变更之后，继任

高管通常会操纵会计项目、减少当年会计盈余并增

加下一年会计盈余。杜兴强、周泽将（2010）在研究我

国CEO变更数据的基础上，认为CEO的变更一般

会引起继任者实施盈余管理，特别是在CEO被迫离

任的情形下负向盈余管理倾向更加明显。可见，在

CEO被迫离任的公司中，继任者实施盈余管理的动

机会增强，从而增加了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

确定性导致了银行贷款的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相较于CEO自愿离任的公司，CEO被

迫离任的公司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程度显著增加。

银行在向企业提供资金前，需要对企业进行信

贷审批，因此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可持

续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以此作为是否向企业发放贷

款及确定贷款额度、期限的依据。作为债权人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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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有效监控公司的财务风险并据此调整其信贷政

策就显得非常重要。银行要监控企业财务风险，就必

须充分了解其会计信息，基于会计信息分析其各方

面的能力，据以做出信贷决策。在提供贷款后，银行

还会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监控，以了解企业资金

的走向及使用情况。可见，银行在评估借款人的私人

信息和监督效率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在CEO被

迫离任的情形下，企业的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加大，进

而会导致银行在做出信贷决策时更为谨慎，提供的

信贷规模会缩小、信贷期限变短。基于以上分析，本

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CEO被迫离任导致的银行贷款期限和

规模的变化，正是通过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这一通道

实现的。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CEO变更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覆盖

了1999 ~ 2009年上市公司CEO变更情况，并将其中

由企业兼并或者收购引起的CEO变更数据删除。根

据 Parrino（1997）的研究，CEO 被迫离任可定义

为：①上市公告中明确变更理由为辞退的；②未满

60岁，并且不是因个人健康、死亡或者代理的离任。

其他离任方式均视为自愿离任。

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以及股权激励、控制权和高

管薪酬数据亦来源于CSMAR数据库，包含上市公

司1996 ~ 2012年的资料。之所以选择年份在2012年
以前，是因为 2013年国家开放了对贷款利率的管

制，这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对两个数据库的资

料进行合并的基础上，做了如下处理：首先，为了对比

CEO变更前后银行贷款的变化，在CEO变化的年

份设置了 7年的窗口期。即CEO变化前三年（t=-3
到 t=-1）和后三年（t=1到 t=3）的财务数据应当保持

完整，剔除掉不满足要求的公司数据。其次，为了保

证CEO变更窗口期不发生重叠，将在 t=0到 t=3的
时期内发生CEO变更的样本排除在外。同时一年内

多次发生CEO变更的企业视为一次变更。再次，删

除在发生CEO变更超过三年后退市的企业，一般而

言这些企业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问题，其财务

状况变化与CEO变更关联不大。最后，考虑到金融

行业企业的融资行为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的差异，

按照文献通用做法剔除金融行业企业。

（二）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即银行贷款成本。本文以样本

公司在CEO变更前后三年贷款（设定了七年的窗口

期来研究CEO变更的影响）的规模和期限结构作为

银行贷款成本的替代变量。具体包括负债总额/资产

总额、长期负债/负债总额和负债对数。由于2013年
7月 20日以前处于贷款利率管制阶段，因此贷款利

率未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2. 解释变量，即企业CEO变更（哑变量Post），

以及企业会计信息不确定性（Info uncertainty）。其中

对企业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度量采用了MDD指标

（McNichols，2002），它是企业信息可获得性的评价

指标，其计算模型如下：

CAi，t=a+b1CFOi，t-1+b2CFOi，t+b3CFOi，t+1+
b4△Salesi，t+b5PPEi，t+ei，t

上式中：CA代表企业的预提费用，体现了企业

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a为常量；CFO表示经营现金

流，计算特殊项目前的净收益减去预提费用；Sales表
示总的营业收入；PPE为固定资产占账面价值的比

例；e代表企业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设定 Info uncertainty代表企业的会计

信息不确定性程度，在计算中先按照上式求出各行

业的CA指数，再与企业CAi的指数作对比，将与行

业指数的分离度作为存在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情

形，即 Info uncertainty为企业 i的CAi，t与其所在行

业CA的方差，Info uncertainty越大，代表企业所产

生的会计信息不对称性程度越高。

3. 控制变量。由于银行贷款受经济周期和政府

政策的影响较大，为了消除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选

取了每年度贷款平均的基准利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模型。在企业层面上，主要的控制变量有公司规模、

账面市值比、利润率、有形资产比率、杠杆率以及年

度的股票回报波动率。主要变量及含义见表1。

表 1 变量及含义

变量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Daratio
Lnlong

Lsratio

Post
Info uncertainty
Firm size
Market-to-book
Profitability
Tangibility
Leverage
Stock return volatility

变量说明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

负债对数

长期负债/负债总额（负债的期限
结构）

CEO变更（若CEO变更则取1）
会计信息不确定性

公司规模

账面市值比

利润率

有形资产比率

杠杆率

股票回报波动率（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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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模型

在验证假设 1 的过程中，借助回归方程分析

CEO变更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对全样本按照CEO
被迫离任和CEO自愿离任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实

证检验。

实证模型设置如下：

Loan Termi，j，t=α+β1Posti，t+θkControlsk，i，j，t
+ei，j，t

在该模型中：Loan Term代表被解释变量的内

容，包括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负债对数以及负债的

期限结构；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

在验证假设 2 的过程中，借助回归方程分析

CEO 被迫离任对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对

CEO被迫离任的子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模型设置如下：

Info uncertaintyi，t=α+β1Posti，t+
θkControlsk，i，j，t+ei，j，t

在验证假设 3 的过程中，借助回归方程分析

CEO被迫离任、会计信息不对称对银行贷款的影

响，进而验证CEO被迫离任是否通过会计信息不确

定性通道对银行贷款产生影响。

实证模型设置如下：

Loan Termi，j，t=α+β1Posti，t+β2Info uncertaintyi，t

+θkControlsk，i，j，t+ei，j，t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减少异常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本文对解释

变量第1和99百分位上的观察值进行了缩尾处理。表

2是缩尾处理后各变量观察值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 2来看，CEO变更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所

下降，也就是说在CEO变更后的短期内企业业绩会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也与前述文献中的结论相符。

从债务期限来看，CEO变更后债务期限的平均值和

中位数均有所下降，债务的规模也有所减小，大致符

合预期。从股票收益的波动率来看，CEO变更使得

股票收益的波动率加大，与前述文献中的结论相符。

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来看，CEO变更后会计信息不

确定性程度明显加大，必然会影响以会计信息作为

重要信息来源的银行信贷决策。

（二）实证结果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实证研究的目的

主要是证明CEO被迫离任通过影响会计信息不确

定性，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的变化，即会计信息不确定

性是CEO被迫离任影响银行贷款的中介变量。参照

温忠麟（2004）对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本文设定实

证分析的顺序是，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对CEO自

愿离任和被迫离任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之所

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原因在于各个企业

有较明显的个体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很好

地把握这些个体效应，同时银行贷款受政府信贷政

策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添加

年度虚拟变量有利于提高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回归

分析可以验证假设1是否成立，即CEO被迫离任是

否引起银行贷款规模和期限结构的变化。其次，对

CEO被迫离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与CEO自

愿离任相比，CEO被迫离任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之

间是否有更强的关联性。最后，通过在解释变量中加

入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和CEO被迫离任，以确定会计

信息不确定性是否为CEO被迫离任影响银行信贷

决策的通道。

1. 变更类型分类回归。表3通过对CEO变更类

型分子样本进行回归，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检

验在不同类型CEO变更情形下银行贷款所受到的

影响。为此，这里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检

验结果显示，在CEO自愿离任的样本中哑变量Post
在统计上不显著，而CEO被迫离任样本中 Post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在控制企业、年

度和行业等其他因素后，CEO被迫离任对银行贷款

产生了影响，而CEO自愿离任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并

不显著。这就证实了假设 1，即相较于自愿离任，

CEO被迫离任带来了银行贷款规模的下降和贷款

期限的缩短。

从符号来看，CEO变更与银行贷款的相关指标

表 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Leverage
Profitability
Tangibility
Market-to-book
Firm size
Stock return volatility
Info uncertainty
Daratio
Lsratio
Lnlong

CEO变更前

平均值

0.26
0.047
0.322
2.998
7.649
0.366
0.063
0.481
0.289
18.559

中位数

0.251
0.045
0.265
2.235
7.505
0.34
0.041
0.498
0.194
18.618

CEO变更后

平均值

0.263
0.039∗
0.307
2.97

7.930∗∗∗
0.402∗∗∗
0.071

0.462∗∗∗
0.248
18.34

中位数

0.253
0.040∗
0.248

2.055∗∗∗
7.818∗∗∗
0.355∗∗∗
0.045

0.481∗∗∗
0.183∗∗∗
18.52

注：∗∗∗、∗∗、∗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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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CEO变更发生之后，银行

贷款的各项指标发生了恶化，总体贷款规模下降、贷

款期限结构倾向于缩短，与假设1相符。根据以往研

究可以断定，CEO被迫离任后的继任者都会对原有

的经营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必然会带来信

息不确定性的增加。在控制住CEO变更后可能会调

整的一些变量后，依然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差异，在控

制住其他变量后发现这种差异不是来自于继任者对

企业调整的结果，而是来自于银行作为信息的接受

和处理者面对信息不确定性而对信贷决策进行调整

的结果。从数据上来看，CEO变更后银行贷款规模

较变更前下降了5%左右，在贷款的期限结构上长期

借款减少了近 10%。这也说明了我国银行在贷款利

率被管制的情况下对风险较高的企业主要采用缩短

借款期限、缩小放贷规模的方式进行信贷限制。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杠杆率与银行贷款呈负

向相关关系，利润率、有形资产比例以及企业规模、

股票回报波动率与银行贷款呈正向相关关系。一般

而言，企业规模越大能够吸引的银行贷款规模越大、

贷款期限越长；企业有形资产比例越高，可抵押的资

产就越多，相应的银行贷款规模就越大、期限就越

长；企业的财务杠杆越高，风险越高，相应的银行贷

款规模就越小、期限就越短。

2. CEO被迫离任对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

借鉴相关文献研究，影响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控制

变量主要有高管报酬（Income）、股权激励（Incentive）、
控制权（Control）等，以及前述的控制变量杠杆率

（Leverage）、公司规模（Firm size）、利润率（Profitability）
等。对CEO被迫离任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

表4所示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会计信息不确定性与CEO被

迫离任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影响较为显著，这就

意味着CEO被迫离任使得企业的会计信息不确定

性程度增大，从而验证了假设 2，即CEO被迫离任

后，继任者往往会采取盈余管理手段对会计信息进

行调整，这种盈余管理带来了较大的会计信息不确

定性。在将控制变量作一定程度的改变后，结果仍然

稳健。

就控制变量而言，从表 4来看，高管的报酬越

高，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越大，符合预期的情形。因为

报酬越高，高管为了保持其工作地位，越有动机通过

盈余管理操纵会计信息。股权激励的变动与会计信

息不确定性呈反向相关关系，说明增加公司总经理

持股额能够抑制高管的短视行为，但其对盈余管理

Post

Leverage

Profitability

Tangibility

Market-to-book

Firm size

Stock return volatility

Constant

Loan types and purposes
Industry and year effects
Observations
Fit-Statistics

A．CEO被迫离任

Daratio
-0.150∗∗∗
（-2.15）
-1.205∗∗∗
（-4.42）

0.511
（1.44）
-0.212

（-1.15）
-0.010

（-1.08）
0.066

（1.59）
1.183∗∗∗
（4.04）
0.278

（0.46）
Yes
Yes
582

0.662

Lsratio
-0.475∗∗∗
（-3.23）
-1.042∗∗

（-1.15）
2.977∗∗∗
（3.53）
0.070

（0.18）
-0.010

（-0.87）
0.286∗∗∗
（3.94）
0.775∗

（1.76）
-6.066∗∗∗
（-10.73）

Yes
Yes
582

0.467

Lnlong
-0.129∗∗∗
（-4.79）
-1.068∗∗∗
（-6.37）

0.126
（0.42）
0.172

（0.14）
-0.014∗∗∗
（-0.46）

0.116∗∗∗
（4.07）
0.422∗∗∗
（2.46）

0.4
（0.25）

Yes
Yes
582

2.718

B．CEO自愿离任

Daratio
-1.1149

（-1.58）
-1.212∗∗∗
（-9.72）
0.813∗∗∗
（2.78）
0.063

（0.64）
-0.016∗∗∗
（-3.90）

0.079∗∗∗
（3.33）
1.38∗∗∗
（8.51）
0.266

（0.81）
Yes
Yes
2458
0.653

Lsratio
-0.012

（-0.19）
-1.726∗∗∗
（-8.50）
1.098∗∗∗
（2.98）
-0.175

（-1.04）
-0.026∗∗∗
（-3.87）

0.133∗∗∗
（4.07）
1.789∗∗∗
（8.13）
-5.362∗∗∗
（-20.87）

Yes
Yes
2458
0.348

Lnlong
-0.03

（-0.13）
-0.793∗∗∗
（-5.69）
0.401∗∗∗
（0.58）

-0.168∗∗∗
（-0.79）

-0.004∗
（-0.08）

0.125∗∗∗
（5.13）
0.605∗∗∗
（3.79）
1.519∗∗∗
（1.37）

Yes
Yes
2458
2.944

表 3 CEO自愿离任与被迫离任子样本回归

注：括号中为 t检验值，标准误差经过异方差调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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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持

股比例过低，往往无法发挥有效激励高管或降低代

理成本的作用，结论与预期大致一致。从表4可看出

企业控制权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呈反向相关关系，

但影响并不显著，说明控制权的加强减少了高管出

于报酬最大化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较大的控制权

限制了企业继任CEO对企业的控制力和对会计信

息的操控力。

3. 加入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CEO被迫离任样

本回归。目前文献对CEO变更影响股票回报波动率

的内部通道的研究中，均将会计信息不确定性作为

二者联系的关键点。本文正是基于此将会计信息不

确定性指标引入模型，试图验证CEO变更通过引起

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进而带来银行贷款的变化。表 5
中即为加入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CEO被迫离任子

样本回归结果。其中，Info uncertainty代表存在会计

信息不确定性的企业，其数值越大说明企业进行盈

余管理的数额越大，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就越大。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CEO变更、企业、年

度、行业等因素后盈余管理对银行贷款产生直接的

影响，系数显著性较强。从而可以推断，继任者进行

盈余管理等操作能被银行觉察到，增加了企业会计

信息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了银行的信贷决策，换句

话说，继任者进行盈余管理是银行“意料之中”的事，

因此反映在银行的信贷决策上即为缩短贷款期限或

者缩小贷款规模。这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相符，即

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其获得的信息对企业进行风险水

平的评估和判断。对比表 3 中 A 部分的 Post 系数

可以看出，在添加了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解释变量

Info uncertainty 后，Post 的系数明显变小，意味着

Post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变量 Info
uncertainty进行传递的，当控制住会计信息不确定

性后Post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减小。只有当CEO离任

是被迫离任时，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才会对银行贷

款产生影响。也就是说，CEO被迫离任通过产生更

大的信息不确定性而对企业的银行贷款产生影响。

结合表 3和表 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离

任导致银行贷款发生变化的条件有两个：一是CEO
离任一般为被迫离任，二是企业存在着信息不确定

性。在控制了企业的信息不确定性后，CEO的离任

并不会对银行的风险判断和信贷判断产生影响，因

为离任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已经被控制住，没有其

他路径可以将CEO离任的影响作用于银行的信贷

决策。这就证实了CEO离任对银行贷款的影响是借

助于会计信息不确定性进行传递的。同时表 2和表

4显示CEO被迫离任会产生远大于自愿离任所带

来的会计信息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信息的不确定

性引起了银行信息搜寻成本和评估风险的增加，进

而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

五、结论

CEO作为企业经营的关键人物，其更换直接影

响企业经营的战略方向，同时也会改变银企关系，加

大企业信息的不确定性，最终会影响银行的信贷决

策。目前对CEO变更的研究主要针对业绩变化和股

价波动来进行，对银行贷款影响的研究很少。银行贷

款是企业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对CEO变更与银行

贷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是必要和紧迫的。

表 4 CEO被迫离任对会计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

Post

Control

Incentive

Income

Control variables

Loan types and
purposes

Industry and
year effects

Observations

Fit-Statistics

Info
uncertainty

0.077∗∗
（2.39）

0.031∗∗∗
（11.04）

Yes

Yes

Yes

2775

0.652

Info
uncertainty

0.021∗∗∗
（3.26）

-0.023
（-0.09）

0.012∗∗∗
（9.21）

Yes

Yes

Yes

2775

0.369

Info
uncertainty

0.016∗∗∗
（2.68）

-0.0144
（-0.05）

-0.0001
（-0.22）

0.0085∗∗∗
（7.03）

Yes

Yes

Yes

2775

2.825

表 5 加入会计信息不确定性
的CEO被迫离任子样本回归

Post

Info uncertainty

Control variables

Loan types and purposes

Industry and year effects

Observations

Fit-Statistics

Daratio

-0.012∗∗

（-1.39）

-0.116∗∗∗

（-4.23）

Yes

Yes

Yes

2775

0.652

Lsratio

-0.008∗∗∗

（-2.07）

-1.222∗∗

（-2.18）

Yes

Yes

Yes

2775

0.369

Lnlong

-0.004∗∗

（-3.67）

-0.356∗∗∗

（-3.45）

Yes

Yes

Yes

2775

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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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变更对公司政策和经营产生的影响在以

往文献中都得到了验证，本文试图解决CEO变更如

何影响银行贷款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CEO被迫

离任会带来银行贷款规模的缩小和贷款期限的缩

短，相反，CEO自愿离任没有产生类似的不良后果。

之后对CEO变更影响银行贷款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发现CEO变更带来的会计信息不确定性是该影响

传递的通道。特别是CEO被迫离任情形下，继任者

往往倾向于实施盈余管理、控制会计信息，从而加大

了企业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公司信息的

可预测性，最终增加了银行获取信息的成本。

本文关注的主要是银行贷款的规模和期限结

构，而贷款决策还包括了利率、抵押以及限制性条款

等内容，CEO变更对银行贷款规模和期限结构有影

响，也间接地说明了其对贷款决策的其他方面会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以此为基

础，重点研究CEO变更对银行贷款利率、抵押以及

限制性条款的影响。同时在我国企业二元所有制结

构下，对不同所有制下CEO变更对银行贷款产生影

响的研究也是有意义且必要的。这种研究对探寻民

营企业“金融歧视”问题的根源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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