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降低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

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然而会计信息披露质

量本身受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这两种权力博弈的

影响（潘琰、辛清泉，2004）。董事会秘书（简称“董

秘”）是上市公司与证监部门及投资者的联络人，与

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开国等

（2011）研究发现，董秘的个人特征（如年龄、任职时

间、教育水平、兼任情况和相关经验）与信息披露质

量没有显著关系；孙杰（2014）通过研究董秘的背景

特征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发现，董秘年龄、财务经验

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董秘兼任情况与财务重述

显著正相关；高强和伍利娜（2008）研究发现，若副总

兼任董秘，则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得到提高，而由

董事兼任董秘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影

响。已有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

已有研究仅从董秘这个治理节点出发，没有考虑信

息披露过程中其他公司治理环节对董秘的影响。因

此，本文从董秘的信息权这个新的角度研究董秘对

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管是否会干

预董秘作用的发挥。

本文从公司治理结构出发，研究董秘、高管这两

个重要的治理环节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

拓展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渠道。本文的贡献在于：

①已有研究主要从董秘的个人特征来研究董秘对信

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从信息权这个新视角研究董

秘的治理效应，丰富并拓展了相关文献；②进一步从

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研究高管权力是否会干预董秘

作用的发挥，在关注董秘影响的同时，深入研究了信

息披露的内部环境即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董秘信息权与信息披露质量。《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董秘的六项主要职责是：

①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②协调公司与投资者之间

的关系；③处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务；④督促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⑤股权事务管理；⑥三会组织与文件的保

管。该规则进一步明确了董秘最重要的职责是与监

管机构协调、信息披露和处理投资者关系。可见，董

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公司信

息披露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信息披露

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很少从董秘的角

度进行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公

司规模、董事会结构等方面对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

究。Craswell和Taylor（1992）以石油、天然气等特殊

行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代理成本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

平的影响，发现反映代理成本的指标如公司所有权

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公司规模和现金流风险对自

愿性信息披露水平都有一定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

现股权越分散的公司，其管理者越有可能披露更多

的信息。Eng和Mak（2003）通过公司披露的信息中

非强制性战略信息、非财务信息和财务信息的占比

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研究股权结构和董事会

组成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发现管理层持

股比例越低越有助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

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却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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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在董事会结构方面，Dechow等（1996）发
现内部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概率

成正比。Beasley（1996）同样发现公司发生财务舞弊

的概率与董事会规模成正比，而与外部董事的比例

成反比。

自 2006年实施的《公司法》正式确立了董秘的

高管地位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董秘对信息披露

的影响。高强和伍利娜（2008）分析 2007年修订的

《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由副总或董事担任董秘的规定

发现，公司副总担任董秘时，信息披露质量会更高，

而董事担任董秘却对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周开国等（2011）通过采用KV度量法衡量信息披露

质量，进而研究董秘的个人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

影响，研究发现董秘的个人特征并没有起到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的作用。高凤莲和王志强（2015）结合社

会资本嵌入性理论进行研究发现，董秘拥有的个人

社会资本有利于董秘从公司内部获取相关信息，由

此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董秘是否能够通过信息

披露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

议。究其原因在于我国董秘制度不健全，《公司法》虽

然赋予了董秘高管的职位，但只对董秘的职责做了

相应的规定，没有对董秘的履职活动做出具体的制

度安排，仅仅由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出台相应规则

加以规范（刘美玉、赵侠，2014），这就导致了董秘虽

然被赋予高管地位却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对应的权

力，在此情况下，董秘的职责很难有效履行。Aghion
等（1997）认为权力包括正式权力和实际权力，而实

际权力由信息的分布结构决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

况下，谁具有信息优势，谁就拥有实际有效的权力，

而不论其拥有的正式权力如何。所以说信息是有效

权力的来源。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在正式权力没有得

到落实的时候，董秘可以借助拥有的信息渠道占据

信息上的优势，从而实现实际权力，并且以此弥补正

式权力的缺失。董秘的信息权间接提高了其在公司

中的权力地位，为充分履行职责提供了前提条件，进

而可以发挥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维克里和莫里斯指出，只要有利

益多元化存在，那么信息就是非对称的。所有权与经

营权的分离导致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目标不一致，这

种利益冲突必然会引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董秘

的职责主要是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利益，显然，

董秘与管理者必定会存在利益的不一致，进而导致

信息的不对称。赵家仪、高义融（2000）和林润辉（2001）

的研究指出，信息权是一种工具性权力，经济主体可

以运用所拥有的信息权克服信息不对称；高凤莲和

王志强（2015）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证明了董秘的社会

资本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借助于所拥有的社会关

系网络，董秘可以获取公司内部核心信息，进而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

综上所述，董秘的信息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董秘制度的不完善，使其能够充分履行职责，同时，

董秘的信息权降低了其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程度。因此，我们认为，董秘的信息权大小决定着董

秘能否真正发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秘的信息

权越大，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2. 高管权力、董秘信息权与信息披露质量。所有

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导致委托代理关系产生，这种委

托代理关系在公司内部治理中体现为：①股东与董

事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②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

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

系中，管理层由于掌握更多公司信息而处于信息优

势地位，董事会相对而言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这种信

息不对称的存在会引发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从

事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

国外关于高管与董事会的研究认为高管会干预

董事的任命。Hermalin和Weisbach（1998）研究发现，

虽然公司法规定由股东任命董事会成员，但在实践

中，往往由权力较大的高管决定任命，股东只是投票

表决同意与否，管理层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会降低

董事会的独立性，使得董事会的监督控制作用减弱。

Fracassi和Tate（2012）认为高管会利用自身权力干预

董事的任命，并且尽可能任命那些在现有关系网中

的董事。如果越来越多的董事与高管有关联，那么董

事会将起不到原有的监督作用，公司内部治理作用

就会被减弱，从而使得公司的价值逐渐减小。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具有强权的高管有影

响会计信息披露的动机。Mande和 Son（2012）认为，

高管会运用自身权力影响公司董事会结构，进而减

少董事会对财务报表的监控，以期通过操纵盈余来

满足或者打击分析师的盈利预测。Bizjak等（2009）认
为高管权力越大就越有动机操纵盈余，高管权力越

大的公司出现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Francis 等
（2008）和Malmendier、Tate（2009）认为具有更高的

外部声誉的高管会出于维持自己声誉地位以及职业

生涯的原因从事盈余管理，从而使得公司的盈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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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降。

董秘由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负责，从这一层

面上来说董秘这个职位属于董事会的一部分，高管

权力的增加很有可能导致高管对董秘的任命进行干

预。当董秘被高管收买，或者高管运用其权力聘请与

其有关联的董秘时，董秘可能就是一个摆设，此时，

高管便可以控制公司的信息披露内容及程度。另外，

董秘虽然被赋予了高管地位，但要对董事会负责并

对管理层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因此董秘可能完全

沦为董事会的附属品而不能融入管理层，这就意味

着董秘与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剧，此时

公司的信息披露便是管理层与董事会博弈的产物。

当高管权力相对较大时，为了防止董秘披露对自己不

利的信息，高管会提供给董秘较少甚至是错误的信

息，这样就会降低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由于董秘要

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负责，如果信息披露出现问题，高

管很容易将责任完全推给董秘，使得高管因为财务

舞弊而受到处罚的成本大大降低，这就有可能提高

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概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 2：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加，董秘信息权对信

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2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修订

进一步完善了与董秘相关的制度，基于此，本文选取

深市 2011 ~ 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

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类企业；②剔

除 ST企业；③剔除研究期间高管发生变更的企业，

因为高管的变更会导致高管权力变动，不利于本文

的研究；④剔除 2012年及之后上市的企业；⑤剔除

财务数据缺失以及无法获得董秘相关信息的企业。

最终获得2901个样本观测值。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

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数的Winsorize
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部

分高管权力和董秘数据通过对公司年报和新浪财经

网相关信息补充整理得到。信息披露质量数据通过

手工收集整理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信息披

露考评结果得到。

（二）变量定义

1. 信息披露质量（Infrate）。目前，学术界衡量信

息披露质量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权威机构的评

分，如我国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等；二是学者自己

建立评分表进行打分。考虑到学者评分会受到主观

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备客观公正性，因

此，本文采用深交所公布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衡量

信息披露质量。深交所从2001年开始每年对在深交

所上市的公司进行综合信息披露考评，将信息披露

质量从高到低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等

级，2011年之后相应改为A、B、C、D四个等级。已有

研究将信息披露质量评为优秀及良好（A、B）的公司

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程新生等，2015；刘彬，

2014）。为了更准确地研究信息披露质量，本文对等

级D、C、B、A依次赋值0、1、2、3。
2. 董秘信息权（Infpower）。本文所述的信息权

主要指信息的获取权，借鉴程新生等（2015）的研究，

按信息范围的不同将董秘信息权分为对公司内部信

息的获取权、对公司外部信息的获取权和对专业领

域信息的获取权，指标取值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拟合，用拟

合后得到的综合因子衡量董秘信息权：

（1）对公司内部信息的获取权（X1）。如果在被

任命为董秘之前曾担任过公司部门经理、负责人或

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那么董秘对公司的运营情况

会有一定的掌握，而且有获取信息的平台，可以获取

更多公司内部信息；如果之前没有在公司担任过任

何职位，但在被任命为董秘的同时被任命为公司副

总，在这种情况下，董秘可以利用其作为副总的权力

获取公司内部信息。

（2）对公司外部信息的获取权（X2）。如果董秘

在任职之前曾在其他公司担任过董秘职务、曾从事

过证券事务代表工作，那么在证券监管部门还有投

资者方面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3）对财务专业领域信息的获取权（X3）。如果

董秘有财务会计专业背景或者从业经验，则能够通

表 1 董秘信息权的构建

衡量指标

对公司内部信息的
获取权（X1）

对公司外部信息的
获取权（X2）

对财务专业领域信
息的获取权（X3）
对法律专业领域信
息的获取权（X4）

取值

任职前，曾为公司部门经理、负责
人或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取 1，
否则取0
除前述情况外，在任职的同时被任
命为公司副总的取1，否则取0
曾在其他企业担任董秘的取 1，否
则取0
从事过证券事务代表工作的取 1，
否则取0
有财务会计专业背景或者从业经
验的取1，否则取0
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从业经验的
取1，否则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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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拥有的财务专业知识对信息披露事项有更好的把

握，能更准确披露公司的会计信息。

（4）对法律专业领域信息的获取权（X4）。如果

董秘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从业经验，则对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更深的认识，更有助于使公

司披露的信息合规化、合法化。

3. 高管权力（Mpower）。本文对高管的定义借鉴

刘焱和姚海鑫（2014）的研究，具体指公司管理层的

核心人物，也即拥有实际决策权的总经理、总裁或者

CEO。Finkelstein（1992）分别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

所有权权力和声誉权力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高管权

力，目前绝大多数关于高管权力的测量也都是围绕

这一思路展开。进一步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
赵息和张西栓（2013）、刘焱和姚海鑫（2014）、卢馨等

（2014）的研究，选取如下六个指标来度量高管权力，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得到

的综合因子衡量高管权力。具体指标定义及取值如

表2所示：

（1）组织权力是指某个正式职位被赋予的合法

权力，通过高管的两职兼任情况和董事会规模来衡

量：①两职兼任（dual）：高管兼任董事长会扩大其权

力范围，从而增大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当高管兼任董

事长时取1，否则取0。②董事会规模（Dsize）：当董事

会规模较大时，董事会的决策效率相对较低，对高管

决策的监督控制就会减弱，高管的组织权力相对而

言就会增大。当董事会规模超过行业均值时取 1，否
则取0。

（2）专家权力是指因具备知识而产生的影响力，

这种权力来源于管理者个人拥有的专业知识或技

能，所以本文采用高管职称（rank）来反映其专家权

力，当高管具有高级职称时取1，否则取0。
（3）所有权权力，通过高管是否持股和股权分散

程度来衡量：①高管持股（share）：高管持有公司股份

会提升其在公司重要会议上的话语权，从而加大其

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强化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当高管

持有公司股份时取 1，否则取 0。②股权分散程度

（Edisp）：当公司股权较为集中时，高管受股东的监

督程度更高，在决策上受大股东的影响越大；当公司

股权较为分散时，股东之间会相互制衡，高管在决策

上就会有一定的自主权。当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

例之和超过第一大股东时取1，否则取0。
（4）声誉权力。当高管在其他企业有兼职时，其

在做决策时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用高管是否在

其他企业有兼职（PTjob）来衡量其声誉权力，当高管

有兼职时取1，否则取0。
4. 控制变量。①公司规模（Size）。企业规模越

大，需要的资金支持越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高有利

于企业融资。陈运森（2012）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

信息透明度越高，因此，假设该控制变量的系数显著

为正。②净资产收益率（Roe）。公司盈利能力与信息

披露质量正相关（于鹏，2007；陈运森，2012），且由信

号理论可知，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问题，为了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情况的出现，盈利能力强的上市

公司会更多地披露公司相关信息，以向银行、投资者

等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强的信号，使其更容易获得融

资机会。故假设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③财务杠杆系

数（Lev）。公司资产负债率越高，其面临的财务风险

就越大，总经理进行信息操纵的可能性也越大，从而

使得信息披露的质量越低（曾颖和陆正飞，2006），因
此假设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④公司的终极控制人

性质（Soe）。Eng和Mak（2003）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

的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故假

设其回归系数为正。⑤独立董事比例（Indep）。独立

董事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高强和伍利

娜，2008），故假设其系数显著为正。本文所涉及的具

体变量定义如表3所示。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 1，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董秘的信息权越大，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设计

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1）：
Infrate=β0+β1Infpower+β2Size+β3Soe+β4Lev+

β5Roe+β6Indep+βiYeari+βjIndj+ε （1）
为了检验假设 2，即随着高管权力的增加，董秘

的信息权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设计

权力维度

组织权力

专家权力

所有权
权力

声誉权力

变量定义

两职兼任（dual）

董事会规模
（Dsize）

职称（rank）

高管持股
（share）

股权分散程度
（Edisp）

是否在其他
企业有兼职
（PTjob）

变量取值

高管兼任董事长时取 1，否
则取0
董事会规模超过行业均值
时取1，否则取0
当高管具有高级职称时取
1，否则取0
当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时取
1，否则取0
当公司第二至十大股东持
股比例之和超过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时取1，否则取0

当高管在其他企业有兼职
时取1，否则取0

表 2 高管权力的定义及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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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2）：
Infrate=β0+β1Infpower+β2Mpower+β3Infpower

×Mpower+β4Size+β5Soe+β6Lev+β7Roe+β8Indep+
βiYeari+βjIndj+ε （2）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统计。表 4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从表 4可以看出，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公司的

信息披露质量均值为2.117，且中位数为2，说明大多

数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在良好水平；董秘信息权的

均值为 0.64，标准差为 0.188，最大值为 0.89；高管权

力的均值为 0.56，标准差为 0.255，最大值为 1.14；资

产负债率的均值为 0.368，中位数为 0.338，最大值高

达 0.844，说明上市公司整体的资本结构是合理的，

但是有少部分公司资产负债率过高；独立董事比例

均值为 0.375，说明独立董事的设置符合《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即独

立董事占董事会比重至少达到1/3。
为进一步观察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本文分年

度整理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如表5所示：

从表 5可以看到，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信息披

露质量为良好的企业在70%左右，占很大比重，这说

明如前面的描述性统计所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趋于良好，但是信息披露质量为优秀的企业仅占

20%左右，相对较低，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

量有待提高。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信息披露质量整体

呈上升趋势，但是 2011 ~ 2012年仅良好和及格水平

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而 2013 ~ 2014年信息披露质

量为优秀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这初步说明在

2012年修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董秘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后，董秘发挥了更大的

作用。进一步通过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差异 t检验

和中位数差异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 2011 ~ 2012
年期间与2013 ~ 2014年期间的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

可以看到，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在1%的

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6列示了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

以看到，董秘的信息权与信息披露质量在1%的水平

上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1一致，但是还需要通过进

一步的模型回归来检验。高管权力与信息披露质量

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PanelA：信息披露质量分年度的统计结果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PanelB：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检验

2011 ~ 2012

2013 ~ 2014

A

数量
（个）

142
140
158
175

比例
（%）

19.94
19.18
21.67
23.97

均值差异 t值

中位数差异 z值

B

数量
（个）

499
513
515
496

比例
（%）

70.08
70.27
70.64
67.95

C

数量
（个）

67
76
54
54

比例
（%）

9.41
10.41
7.41
7.40

2.709∗∗∗
（0.003）

2.790∗∗∗
（0.005）

D

数量
（个）

4
1
2
5

比例
（%）

5.70
0.14
0.28
0.68

合计

712
730
729
730

变量

Infrate

Infpower

Mpower

Size

Soe

Lev

Roe

Indep

样本量

2901

2901

2901

2901

2901

2901

2901

2901

均值

2.117

0.640

0.560

21.626

0.247

0.368

0.082

0.375

标准差

0.549

0.188

0.255

1.054

0.431

0.212

0.083

0.054

最小值

0

0

0

19.740

0

0.028

-0.222

0.333

中位数

2

0.640

0.560

21.469

0

0.338

0.075

0.333

最大值

3

0.890

1.140

25.132

1

0.844

0.347

0.571

表 3 变量说明

变量属性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信息披露
质量

董秘
信息权

高管权力

公司规模

公司终极
控制人性
质

财务杠杆
系数

净资产
收益率

独立董事
比例

年度

行业

变量符号

Infrate

Infpower

Mpower

Size

Soe

Lev

Roe

Indep

Year
Ind

变量定义及衡量

按深交所公布的信息
披露质量评级的等级
D、C、B、A 依次赋值为
0、1、2、3
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
综合指数衡量

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
综合指数衡量

公司规模，等于公司年
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终极控制人性质，如果
为国有控股公司，则取
值为1，否则为0

公司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独立董事比例，等于独
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
人数

年度变量

行业变量

表 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5 信息披露质量分年度的比较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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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归结果分析。表 7列示了模型（1）和模型

（2）的回归结果，其中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

与董秘信息权显著正相关，假设1通过了检验，说明

董秘的信息权越大，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控制

变量 Size、Lev和Roe的回归结果与我们预期的一

致；变量Soe的回归系数虽然与预期一致，但是不显

著，说明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控股公司在信息披

露质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独立董事比

例与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与已有文献

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已有文

献在研究独立董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

响时，没有从公司整体治理结构角度出

发。独立董事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独立性，

其是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中

能否形成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完善的制衡

机制，张祎明（2015）发现高管与独立董

事之间会相互制衡，因此高管权力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进

而影响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来看，董秘信息权仍与信

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高管权力与信息披露质量

显著正相关，说明在董秘信息权为0的情况下，高管

虽然可以控制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但是为了满足

证券监管的要求或者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需求，高

管可能会适当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比如曾颖和

陆正飞（2006）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与边际股权

融资成本负相关，高管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可能会适

当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潘琰、辛清泉（2004）指
出，管理者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融资，会向

外部市场如银行和投资者传递公司盈利能力强的信

号，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就很可能对外披露高质量

的会计信息。

虽然高管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但是这一结果是高管出于满足私利的行为造成

的，所以高管权力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回归系数比董

秘信息权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回归系数小；董秘信息

权与高管权力的交乘项 Infpower×Mpower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假设2 通过了检验，说明在高管权力的

影响下，董秘信息权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会

减弱，具体表现为，高管权力越大，董秘信息权对信

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小，当公司董秘能够获取

的公司信息超过高管想要披露的信息的时候，高管

就会利用其拥有的权力对董秘进行干预。模型（2）控
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基本一致。

3. 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本文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的做法，分别对

反映董秘信息权的各指标与高管权力的各维度指标

求均值，用得到的均值替代因子分析法拟合而成的

综合因子，并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 8
所示。稳健性检验的结论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说明

本文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Infrate
Infpower
Mpower

Size
Soe
Lev
Roe
Indep

Infrate
1

0.079∗∗∗
0.061∗∗∗
0.176∗∗∗
0.045∗∗

-0.094∗∗∗
0.302∗∗∗
-0.046∗∗

Infpower

1
0.055∗∗∗
-0.078∗∗∗
-0.020

-0.073∗∗∗
0.0150

-0.055∗∗∗

Mpower

1
-0.012

-0.178∗∗∗
-0.090∗∗∗
0.047∗∗

-0.079∗∗∗

Size

1
0.338∗∗∗
0.575∗∗∗
0.178∗∗∗
-0.020

Soe

1
0.282∗∗∗
0.020

-0.075∗∗∗

Lev

1
-0.056∗∗∗
-0.037∗∗

Roe

1
-0.006

Indep

1

表 6 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7 模型（1）和（2）的回归结果

变量

Infpower

Mpower

Infpower×Mpower

Size

Soe

Lev

Roe

Indep

Constant cut1

Constant cut2

Constant cut3

年度与行业效应

Prob>chi2
Pseudo R2

Observations

预期符号

＋

＋

－

＋

＋

－

＋

＋

模型（1）
1.063∗∗∗
（4.75）

0.607∗∗∗
（11.41）

0.135
（1.28）
-2.650∗∗∗
（-9.95）
7.189∗∗∗
（13.26）
-1.945∗∗
（-2.47）
6.743∗∗∗
（5.64）
10.10∗∗∗
（8.67）
14.29∗∗∗
（12.05）

控制

0.0000
0.1080
2901

模型（2）
1.963∗∗∗
（3.74）
1.243∗∗
（2.23）
-1.604∗

（-1.91）
0.602∗∗∗
（11.27）

0.158
（1.46）
-2.644∗∗∗
（-9.90）
7.203∗∗∗
（13.27）
-1.849∗∗
（-2.34）
7.328∗∗∗
（5.96）
10.69∗∗∗
（8.89）
14.88∗∗∗
（12.17）

控制

0.0000
0.1092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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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1 ~ 2014年深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

研究样本，研究董秘信息权与高管权力对信息披露

质量的影响，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相互作用角度

分析董秘是否能够发挥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董秘

的信息权越大，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董秘如果

能够获取信息披露所需要的相关公司内外部信息，

便能显著提高信息披露质量；②当高管对董秘的履

职活动进行干预时，随着高管权力增加，董秘信息权

的效力会减弱。

根据本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①在公司内部设置一个专门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的岗

位对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

果该职位权责不对等的话，很容易给权力较大的高

管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机会。《股票上市规则》中不

断完善与董秘相关的制度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应该在《公司法》中详细规定董

秘的权责，将与董秘职责相对应的权力落到实处。

②信息权是经济主体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前提，本

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董秘信息权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

的信息披露质量，应该在公司内部设置专门的信息

披露委员会，加大信息披露所需的信息权，从而进一

步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自 2015年起，部分上市公司

开始设置信息披露委员会，信息披露委员会设立的

有效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③在公司内部

治理结构中，权力在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分

配问题关系到公司治理的制衡与效率之间的抉择，

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如果股东和董事会的权

力过大，那么高管的作用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公司

的决策准确性或者及时性都会降低，从而使得企业

绩效下降，但是高管权力过大的话，又会引发道德风

险行为，同样会损害企业的价值，所以，权力的合理

分配在公司治理中不容忽视。应该对高管权力进行

何种程度的控制才能实现公司治理的制衡与效率的

均衡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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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Infpower

Mpower

Infpower×Mpower

Size

Soe

Lev

Roe

Indep

Constant cut1

Constant cut2

Constant cut3

年度与行业效应

Prob>chi2
Pseudo R2

Observations

模型（1）
0.941∗∗∗
（3.57）

0.594∗∗∗
（11.19）

0.141
（1.33）
-2.644∗∗∗
（-9.93）
7.162∗∗∗
（13.25）
-1.911∗∗
（-2.42）
6.287∗∗∗
（5.31）
9.650∗∗∗
（8.36）
13.82∗∗∗
（11.78）

控制

0.0000
0.1059
2901

模型（2）
2.972∗∗∗
（4.32）
2.426∗∗∗
（3.57）
-4.014∗∗∗
（-3.20）
0.594∗∗∗
（11.11）

0.170
（1.57）
-2.647∗∗∗
（-9.90）
7.151∗∗∗
（13.21）
-1.567∗

（-1.93）
7.567∗∗∗
（6.09）
10.93∗∗∗
（9.00）
15.12∗∗∗
（12.24）

控制

0.0000
0.1087
2901

表 8 稳健性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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