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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的影响

【摘要】选取2004 ~ 2014年沪深股市主板4个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上市企业高管变更及其特征对企业个股交易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和高管年龄与企业年个股

交易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任期与企业年个股交易间没有显著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滞后一

年董事长变更对企业年个股交易无明显影响，总经理变更与企业年个股交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不论

当年还是滞后一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对企业年个股交易均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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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发行股票是筹集资金的重

要手段。通过发行股票，股份公司可广泛吸收社会暂

时闲置资金为公司投资新项目、发行新产品提供物

质保障。对制造业来说，产品市场前景不明朗，新技

术工艺需要改进，发行股票能够将风险分散到各个

股东，这样即使投资失败，各股东承担的损失也非常

有限。此外，社会公众参与股票投资，使得股市成为

舆论热点，各媒体的宣传会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公司

知名度。个股是股票的具体表现，年个股交易数据能

够反映企业股票的交易情况和股民对公司发展的认

可程度。因此，企业需要研究个股交易情况，从而了

解股票市场行情，稳定股民信心，促进企业发展。

对于股民来说，股票相对于银行存款、债券收益

更高，购买股票可实现资本增值。但由于股票波动性

较大，购买股票的风险也随之增大，交易成本也较

高，对股民来说，他们会购买在其认知范围内能给自

身带来收益的股票。因此，股民会根据企业运营状况

来决定是否购买该公司股票，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关系着企业运营状况。由此可知，企业个股交易情况

不仅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对股民的影响，还能够

反映股民对企业股票盈利的信心。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发挥着重

要作用，他们是公司领导团队的核心，其更换不仅会

影响公司内部稳定和团结，还会对企业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等许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可能引起股

民的心理变化，影响公司个股交易状况，进而影响公

司发展。现实情况中，高管变更情况复杂，通常以对

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高管为代表进行研究，因此本

文选取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高管变更的研究对象。

另外，本文的高管变更不仅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各自

单独变更的情况，还包括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

的情况。同时，本文的变更是指高管继任及其年龄、

任期等特征对个股交易的影响。通过研究，希望为企

业高管变更决策提供一定的依据，减少不合理的变

更对公司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高管变更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关于公司高管变更之后的绩效变化，国内外学

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没有取得较

为一致的结论，通常分成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业绩低劣导致高管更换，

在选择继任者时一定会选择更加有能力和经验的高

管，所以公司业绩理应得到提升。Denis、Denis
（1995），Kang、Shivdasani（1998），柯江林、张必武和

孙健敏（2007）等研究发现，强制性高管变更对企业

经营绩效有显著提升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更换的高管只是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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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劣的一个替罪羊和牺牲品，变更高管对公司业绩

不会有显著影响。Gamson、Scotch（1964），Gamson
W.A.、Zajac（1992）研究发现，CEO变更未能改善公

司业绩，其主要是安抚股东的一种策略；国内学者如

朱红军（2002），张丹、阐海星（2005）的研究结果也证

明高管变更并没有显著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第三种观点认为，高管的变更会对公司绩效造

成负面影响，因为公司领导权的转换会打乱组织内

部原有的行为模式和关系网络，增加组织的运营成

本和磨合成本，因而会降低公司绩效，而低劣的绩效

又会导致新一轮的高管变更，如此循环下去，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非常不利，Fang Hu、Sidney C.M. Leung
（2012），梁芸（2010）等的研究证实了该观点。

（二）个股交易的相关研究

个股交易相关文献中主要从影响个体投资者购

买行为的因素以及个股交易指标方面（股价、收盘

价、交易量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1. 影响个体投资者购买行为因素方面的研究。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证券投资者是理性的，交易动机

理论也告诉我们追求收益最大化，然而大量研究发

现，非理性投资行为驱使购买也比比皆是。国内学者

对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行了研究，施东晖、孙培源

（2002），宋军等（2003），李心丹等（2002）则分别利用

散户的交易数据研究了中国股市散户投资者的交易

行为，发现中国股市中的确存在“羊群效应”、“过度

反应”等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Benos（1998）和
Odean（1998）认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总是基于自

己的某种判断、某种信息、技术面分析或是基本面分

析。Hasan Dincer（2016）认为投资者感知会影响公司

股票选择，因此他认为在考虑消费者股票购买决策

行为时，消费者的非理性购买亦是研究重点。

2. 个股交易指标方面的研究。张文路（2006）和
戴俊等（2014）分别对收盘价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

并分别对以连续竞价和日加权价作为收盘价的形成

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表明两种方式各有千秋。

吴林秀（2016）对深圳交易所个股交易数据进行了研

究，发现前收盘价和开盘价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

系，同时前收盘价引导着开盘价。周开国等（2009）对
我国香港股票市场个股交易数据进行了研究，借助

个股交易金额等指标分析了指令不均衡对个股收益

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指令不均衡对个股收益率具有

解释作用和预测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收盘价、开盘

价和个股交易金额是学者们在对中国股市研究中主

要考虑的因素。

三、研究假设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投资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

产生的经济交换成本包含搜寻信息成本、做出购买

决策的成本以及选取适当时机出售股票的成本等，

因此投资者会根据市场行情和企业经营状况谨慎做

出购买决策以降低交易成本。

基于流动性交易理论，投资者做出购买决策是

基于市场上传达的某种信息，根据这种信息投资者

会对公司股票做出判断，即购买某公司股票是否能

达到为其实现盈利的预期，因而对该公司高管变更

这一信息的解读影响着股民交易行为。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本文认为高管变更对企业

绩效会产生负向影响。高管变更状态下，新任管理者

要适应公司文化氛围，短时间内无法确立公司发展

战略，使得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企业经营状况出现短

期下滑现象。而公司经营状况与股票价格正相关，一

旦企业经营状况不善，股价就会下跌。股价是影响投

资者购买的重要因素之一，股价降低会导致股民交

易信心下降，减少股票购买量或者以低价出售公司

股票，从而出现股价走低、股票交易量减少等种种迹

象。因此本文认为高管变更会对个股交易产生负面

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H1：董事长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面作用。

H2：总经理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面作用。

H3：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

产生负面作用。

根据Wiersema M. F.、Bantel K. A.（1992），徐经

长、王胜海（2010）等的研究，高管平均年龄增大不利

于公司绩效水平提高。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继任

年轻高管相对年长的高管来讲，虽经验不足，但更愿

意接受挑战。同时继任年轻高管的工作表现对其今

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存在较大的影响，会在新工作岗

位上付出更大心力，更有拼搏的热情，更愿意主动学

习，在接手新职位之后能高效地处理公司存在的问

题，因此本文认为年轻的继任者对稳定股民信心更

有帮助。鉴于此，提出假设：

H4：董事长年龄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向作用。

H5：总经理年龄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向作用。

同时，根据程倩（2011）和李金早（2007）等的研

究，随着高管任期的延长，高管任期对企业绩效有积

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高管担任职务期限越长，对职

务承担的责任会越大，同时高管自我实现的需要越

迫切，而企业绩效的提升是对其工作成果最直接的

肯定，因此任期越长，他们在岗位上越愿意付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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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公司发展决策时会越谨慎。同时，高管在位时间

的增加使得高管与董事会之间的磨合可能更好，所

做决策能够得到董事会支持，对公司的控制力也逐

渐增强，在公司发展措施上就表现得相对稳健。鉴于

此，本文提出假设：

H6：董事长任期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正面作用。

H7：总经理任期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正面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样本选取。本文选取 2004 ~ 2014年期间沪、

深主板上市公司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四个行业（按

照证监会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划分）的 159家公司作

为研究样本。这四个行业均属于制造业，并且各个行

业上市公司相对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国民

经济发展的基础行业，其个股的发展状况受到各方

重视。同时，本文所研究的四个行业中，有 5家企业

是特殊处理企业，因为其所占比例很小，影响可以忽

略不计，故没有剔除。另外，在样本企业中，只有两家

企业第一大股东是个人，因此企业第一大股东与企

业高层管理者重合现象对本文研究产生的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

2. 数据来源。个股交易数据是从国泰安数据库

中下载后整理获得，高管变更及其特征信息是根据

公司公告披露信息手工整理获得，主要分析高管变

更及其特征对个股交易的影响。同时，为了增强数据

的可比性和相关性，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处理，本文

以高管是否变更为虚拟变量，不论公司在同一年度

变更几次，都只归为变更处理。在研究的四个行业

里，尚没有出现公司高管在同一年里变更多次的现

象。因此，本文中高管变更与否与高管变更次数是一

样的。本文全部数据运用Excel和 SPSS 20.0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从以往研究来看，通常选取个股交

易金额、流通市值等来衡量个股交易情况，本文将个

股年收盘价、年交易金额作为因变量。年收盘价是最

后一个交易日的日收盘价，是反映股票市价的有效

数据，年收盘价反映了一段时间内的股票行情，分析

年收盘价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当年股票投资者对于公

司的认可程度；而年交易金额则是当年投资者股票

交易额的直观表现，根据年交易金额的大小可以较

为准确地了解当年股票的交易量。因此本文选取年

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作为个股交易的衡量指标。

2.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含董事长变更、总

经理变更、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变更、董事长年龄、总

经理年龄、董事长任期、总经理任期。

3. 控制变量。在现实情况中，公司年龄、公司规

模、行业属性等也会对个股交易产生影响。本文将以

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各变量定义

见表1。

（三）模型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模型：

Price=α0+α1Size+α2Year+α3Industry+α4Turn+ε
其中，α0为截距，α1、α2、α3、α4为回归方程系

数，ε为残差。

对于交易金额指标，只需将因变量换掉即可，模

型不再一一列出。

五、实证分析

本文考虑到数据公布时间的滞后性、高管真正

任期开始和高管变更具体时间的模糊性（在本文中，

未对高管变更具体时间进行统计和考虑），只研究高

管变更是否会对个股交易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

样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对所有变量进行了基本的描述性统计。从

表2可以看出，在本文研究的四个行业里，企业年收

盘价、年交易金额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期内，

高管任职年龄差异比较大，董事长从 32 ~ 66岁不

等，总经理从26 ~ 70岁不等。高管任期方面，董事长

和高管任期从1 ~ 10年不等。企业年龄差异比较大，

因变量

自变量

控制
变量

变量名称

年收盘价

年交易金额

董事长变更

董事长年龄

董事长任期

总经理变更

总经理年龄

总经理任期

董事长和总经
理同时变更

公司规模

公司年龄

行业属性

变量符号

Price
Amount
Turn1
Age1

Tenure1
Turn2
Age2

Tenure2

Turn3

Size
Year

Industry

变量描述

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股票成交额与交易费用之和

董事长变更为1，不变更为0
董事长担任该职务时的年龄

董事长担任该职务的期限

总经理变更为1，不变更为0
总经理担任该职务时的年龄

总经理担任该职务的期限

同时变更为 1，不同时变更
为0
公司年末总资产

报告期内公司上市年限

行业有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四类。
是该类别时取1，不是取0

表 1 变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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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 ~ 29年不等。企业规模差异也比较大，从 0.179
亿 ~ 4148.706亿元不等。

（二）高管变更及其特征与企业个股交易关系的

实证分析

表3是对当年数据进行分析获得的高管变更与

企业个股交易情况关系的结果，其中董事长和总经

理分别变更与个股交易之间的关系在下文会详细分

析，在该部分只对高管同时变更与个股交易关系进

行说明与分析。从表3可知，当年董事长和总经理同

时变更与企业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额呈负相关关系，

即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会导致企业年个股交易

情况变差。这可能是因为董事长和总经理在我国企

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董事长负责制定公司重大

决策，总经理负责执行，二者各司其职，两者同时变

更会对股民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会导致个股交易

情况发生变化，因此H3得证。

下面对高管分别变更及其特征与个股交易情况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 董事长变更及其特征与企业个股交易的关

系。根据表 4，在研究董事长变更时，公司规模与年

收盘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公司规模越大，年

收盘价会越高。同时，公司规模和个股交易金额也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股民在购买股票

时会考虑公司资产规模，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应对

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能够给股民足够的信心保障

和物质支持。另外，企业年龄与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

额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企业上市

时间越久，其管理越规范，受到市场和股民的监督也

越多，各项发展措施相对透明，企业整体发展趋于稳

定，因此股民更倾向选择它们。同时，董事长是否变

更与企业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均呈现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说明董事长变更会使企业个股交易情况变

差。在当年，董事长变更传达给股民的信号是企业经

营存在问题，这会降低股民购买公司股票的信心，从

而出现董事长变更而年收盘价走低、交易金额减少

的现象。

在研究董事长年龄和任期与企业个股交易之间

的关系时，董事长年龄与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之

变量

Year
Industry1
Industry2
Industry3
Industry4

Size
Turn1
Turn2
Turn3
调整R2

Price
0.055∗∗

-0.079∗∗∗
-0.022
0.055∗∗
0.183∗∗∗
-0.055∗∗

0.048

Amount
0.167∗∗∗

-0.033
-0.051∗∗
0.058∗∗
0.484∗∗∗
-0.070∗∗∗

0.247

Price
0.053∗∗

-0.083∗∗∗
-0.022
0.053∗

0.183∗∗∗

-0.052∗∗

0.048

Amount
0.165∗∗∗

-0.038
-0.052∗∗
0.056∗∗
0.485∗∗∗

-0.054∗∗∗

0.289

Price
0.055∗∗

-0.081∗∗∗
-0.023
0.055∗∗
0.183∗∗∗

-0.032∗
0.046

Amount
0.167∗∗∗

-0.035
-0.053∗∗
0.058∗∗
0.484∗∗∗

-0.049∗∗
0.288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下同。

变量

Year

电器机械及
器械制造业
（Industry1）

汽车制造业
（Industry2）

通用设备
制造业

（Industry3）

专用设备
制造业

（Industry4）

Size（亿元）

Price

Amount
（亿元）

Turn1

Age1

Tenure1

Turn2

Age2

Tenure2

Turn3

N

1749

1749

1749

1749

1749

1749

1679

1679

1749

1749

154

1749

1749

191

1749

极小值

2.00

0.00

0.00

0.00

0.00

0.179

1.12

0.289

0.00

0.00

0.50

0.00

0.00

0.50

0.00

极大值

29.00

1.00

1.00

1.00

1.00

4148.706

89.00

2067.07

1.00

66.00

10.00

1.00

70.00

10.00

1.00

均值

13.80

0.33

0.26

0.17

0.23

78.359

10.83

177.021

0.16

7.85

3.39

0.19

8.72

3.36

0.07

标准差

4.75

0.47

0.44

0.38

0.42

229.226

9.46

237.041

0.37

18.05

2.38

0.39

18.26

2.17

0.25

表 2 描述性统计

表 3 高管变更与个股交易关系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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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董事长年龄越大，企业收

盘价越低，年交易金额也会越少。这可能是因为随着

董事长年龄的增大，其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变慢，

不能及时应对企业面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股民

对企业的信任度有所降低。董事长任期与企业年收

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

明董事长任期的长短不会对企业年个股交易产生明

显的影响。股票交易中，股民最关心的是购买公司股

票是否能为其带来收入，在股民的认知中，董事长任

期的长短不会对公司的收益产生影响，因而股民在

购买时会将董事长任期因素忽略。综上，H1、H4成
立，H6不成立。

2.总经理变更及其特征与企业个股交易的关

系。从表5可知，在研究总经理变更与企业个股交易

之间关系的模型中，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与年收盘

价和年交易金额间依然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总经

理是否变更与企业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都呈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即总经理变更会降低企业个股年收盘

价，同时导致年交易金额下降，也就是说总经理变更

会使企业个股交易情况变差。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

常运营，与公司利益直接相关，总经理变更同样会导

致股民信心下降，进而使他们减少对公司股票的购

买量，交易金额减少。同时，总经理变更造成的市场

交易状况不稳定也会带来股票价格降低等问题，因

此可以得出总经理变更在当年与个股交易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在研究总经理特征与企业个股交易关系的模型

中，总经理年龄与企业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总经理年龄与企业年个

股交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总经理任期

与企业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

关关系，也就是说总经理任期对企业年个股交易不

会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年轻的总经理在日常操作

中更加灵活，在公司面临风险的状况下更能随机应

变，能更加稳定股民的购买信心，所以总经理较年

轻，个股交易指标会较好。而对于股民来说，他们更

变量

Year
Industry1
Industry2
Industry3
Industry4

Size
Turn1
Age1

Tenure1
调整R2

Price
0.055∗∗

-0.079∗∗∗
-0.022
0.055∗∗
0.183∗∗∗
-0.055∗∗

0.048

0.055∗∗

-0.079∗∗∗
-0.022
0.055∗∗
0.184∗∗∗

-0.048∗∗

0.047

-0.051
0.138

0.155∗
0.244∗∗∗
0.278∗∗∗

-0.086
0.088

Amount
0.167∗∗∗

-0.033
-0.051∗∗
0.058∗∗
0.484∗∗∗
-0.070∗∗∗

0.291

0.168∗∗∗

-0.051∗∗
0.059∗∗
0.485∗∗∗

-0.067∗∗∗

0.291

0.204∗∗∗
0.109

0.045
0.051

0.553∗∗∗

-0.104
0.355

表 4 董事长及其特征与个股交易的关系

变量

Year
Industry1
Industry2
Industry3
Industry4

Size
Turn2
Age2

Tenure2
调整R2

Price
0.053∗∗

-0.083∗∗∗
-0.022
0.053∗

0.183∗∗∗
-0.052∗∗

0.048

0.054∗∗

-0.082∗∗∗
-0.021
0.054∗∗
0.184∗∗∗

-0.045∗

0.047

0.157∗∗

-0.08
0.052
0.076
0.037

-0.012
0.013

Amount
0.165∗∗∗

-0.038
-0.052∗∗
0.056∗∗
0.485∗∗∗
-0.054∗∗∗

0.289

0.166

-0.038
-0.052∗∗
0.056∗∗
0.485∗∗∗

-0.053∗∗∗

0.289

0.243

-0.095
-0.042
-0.018
0.341∗∗∗

-0.102
0.193

表 5 总经理变更及其特征与个股交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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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总经理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的能力，任期并

不重要，所以任期对企业个股交易不产生影响。综

上，H2、H5成立，H7不成立。

3. 进一步分析。为了验证高管变更对个股交易

带来的持续性影响，本文对高管变更与个股交易数

据做滞后一年处理。

在研究滞后一年高管变更的影响时，从表 6可
以看出，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与年收盘价和年交易

金额依然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董事长是否变更

对企业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都不存在显著的影

响，也就是说董事长变更的负向作用在一年之后被

大大削弱。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董事长是公司的

战略决策者，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在新一年的战略

决策符合股民预期，从而使得股民信心上升，重新购

买公司股票；另一方面，现实中董事长变更只是影响

个股交易的其中一个因素，长期来看，会存在其他影

响个股交易的事件发生，这可能会弱化董事长变更

对个股交易的影响。

观察滞后一年总经理变更和个股交易之间的关

系发现，总经理变更与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之间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总经理变更与企业个股

交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相

对于董事长，总经理在公司运作中发挥着基础性作

用，是公司的决策执行者，决策运行效率更大程度上

取决于总经理，因此，总经理变更产生的影响更为持

久，所以在滞后一年里，总经理与企业个股交易仍存

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同时还可以发现，滞后一年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同时变更与企业股票年收盘价和年交易金额均呈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会导

致企业年个股交易情况变差。因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在公司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即使在滞后的一年里，两

者的同时变更仍会造成股民信心的下降，因此两者

的同时变更会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向作用。

变量

Year
Industry1
Industry2
Industry3
Industry4

Size
Turn1
Turn2
Turn3
调整R2

Price
0.025

-0.082∗∗∗
-0.011
0.056∗

0.141∗∗∗
-0.022

0.028

Amount
0.124∗∗∗

-0.038
-0.058∗∗
0.055∗∗
0.462∗∗∗
-0.027

0.247

Price
0.023

0.090∗∗∗

0.061∗∗
0.135∗∗∗
0.141∗∗∗

-0.060∗∗

0.031

Amount
0.123∗∗∗
0.043

-0.023
0.092∗∗∗
0.463∗∗∗

-0.042∗

0.248

Price
0.026

-0.081∗∗∗
-0.012
0.056∗∗
0.140∗∗∗

-0.055∗∗
0.031

Amount
0.125∗∗∗

-0.038
-0.059∗∗
0.055∗∗
0.462∗∗∗

-0.038∗
0.248

表 6 滞后一年高管变更与个股交易的关系

4. 小结。本文对高管变更对企业年个股交易的

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结果如表7所示。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当年董事长变更、总经理

变更、两者同时变更与企业年个股交易均呈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即企业高层管理者变动会使企业年个

股交易情况变差；当年董事长年龄和总经理年龄与

企业年个股交易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新任高

管的年龄越大，企业个股交易情况越差；而当年企业

高管管理者任期与企业个股交易无明显关系。在研

究高管变更带来的持续性影响中，董事长变更及其

特征对企业年个股交易不构成影响，即董事长变更

在当年的负作用得以削弱；总经理变更及年龄对企

业个股交易产生负向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总经理在

影响股民交易心理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董事长和

总经理同时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向作用，即

两者同时变更会使股民购买信心减弱，从而减少个

股交易。

六、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发行股票可以帮助企业筹

集资金，提高公司知名度、信誉度，因而股票交易情

况能够反映股民对公司的认可程度。本文选取沪深

A股上市企业中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四个行业的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及

其年龄任期等因素与企业个股交易的相关性，得到

以下结论：①公司规模越大，企业年个股交易状况越

好。②当年企业高管单独变更或同时变更都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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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1

H2

H3

H4

H5

H6

H7

内 容

董事长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
面作用

总经理变更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
面作用

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对企业个
股交易产生负面作用

董事长年龄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
向作用

总经理年龄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负
向作用

董事长任期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正
面作用

总经理任期对企业个股交易产生正
面作用

验证结果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不成立

假设不成立

年个股交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管变更会

使企业年个股交易情况变差；当年企业高管年龄与

企业年个股交易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高

管年龄越大，企业年个股交易状况可能会越差；当年

企业高管的任期对企业年个股交易不会产生太大影

响。③滞后一年企业董事长变更对企业年个股交易

不具有影响作用，即董事长变更及其特征不会影响

企业年个股交易状况；企业总经理变更与企业年个

股交易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总经理变更会使企

业年个股交易状况变差；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

变更与企业年个股交易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

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企业年个股交易情况

也会变差。

（二）对策与建议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本文结合我国企业现状，

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1. 降低高管变更频率，减少变更次数。通过本

文研究分析，高管的更换会减少企业当年个股交易。

企业个股交易是反映股民对公司信心的重要指标，

更是上市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当年高层管理

者的变动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因此，企业要尽量保持

高层管理者的稳定，减少更换频率。如果企业高管必

须进行变更，则要慎重选择继任人。由于总经理变更

带来的负向作用持续时间更长，所以对于新任总经

理的选择要更加慎重。同时还要注意，尽量不要同时

更换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减少因变更给企业年个

股交易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任用较为年轻的高层管理者。分析结果表

明，在当年，管理者年龄越大，企业年个股交易状况

越差。本文认为，年轻管理者在公司存在经营问题的

情况下，愿意变革的决心更大，为了证明自身能力和

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在管理公司时会付出更大的热

情，从而稳定股民信心，增加企业年个股交易。因此，

企业要尽量任用年轻的管理者。

（三）研究展望

本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有待改进：①本文样

本来自沪深股市A股上市企业中的159家上市企业

2004 ~ 2014年共11年的面板数据，涉及行业多为制

造业，而市场上上市企业众多，本文并没有做详细研

究，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②本文主要研究高管变

更对企业年个股交易的影响，高管变更不仅包括高

管年龄、任期等信息，还包括高管是否持股、高管籍

贯、学历、工作经验等信息，这些属性可能也会对企

业年个股交易产生影响。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增加这

些变量，以更加全面地验证其与企业年个股交易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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