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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高管权力与并购效应

【摘要】利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并购的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的 Jones模型和因子分析法分别计算并

购前的盈余管理和并购效应的综合得分，并运用回归分析对盈余管理和并购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

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并购前一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且并购前一年盈余管理程

度越高，企业并购效应就越弱；高管权力越大，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影响越大。因此，要提高企业并购效

应，需要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高管权力进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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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海涛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并购已逐渐成

为企业快速成长、扩大市场和增强品牌效应的一个

重要战略。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

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在对美国企业成长进行研究之

后得到结论：纵览美国知名公司，几乎没有一家大公

司是完全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某种程

度的并购发展起来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结

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战略的加快推进，我

国企业并购活动愈加活跃。投中集团的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2015年我国并购事件创新高，较 2014年增

加 37%，披露交易金额 7340亿美元，较 2014年增加

84%，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并购市场。这

说明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并

将逐渐成为主导我国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

于是，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并购进行

研究。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并购效应方面，得

到的结论是企业并购并不总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

富，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给企业带来显著的财富损

失，理论界称之为“成功悖论”和“协同悖论”。这一问

题的存在使得企业并购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理论

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

高管作为企业政策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在并购过

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委托代理理论和管

理层权力理论可知，企业并购等资本扩张活动很大

程度是由高管利益驱动的，高管虽然具有较小的剩

余收益权，但是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其可通过并购增

加自己的寻租收益。而盈余管理作为高管推动并购

顺利进行的一种手段，对并购效应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因此在现金和股票两种主要方式的并购事件中，

高管都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但是，目前鲜有

对高管权力对盈余管理和并购效应之间关系影响的

研究。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基于高管权力的视角分析

盈余管理对企业并购效应的影响，以发生股权并购

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高管权力和并购效应

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并购活动的利益相关者进

行决策提供有益帮助。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作为高管操纵企业利润的一种手段，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会被时常使用。目前，企业在并购

中的支付方式主要有股权支付和现金支付，但无论

采用哪种支付方式，在企业并购活动过程中，高管都

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如果采用股权支付，较高的股价不仅能够减少

主并方的支付数量，使控股股东控制权不被过度稀

释，而且并购成本较低，主并方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

余管理。正如Meeks（2014）研究半强式有效信息市

场后发现，高管为了说服股东同意其并购决策而进

行盈余管理。Louis（2004）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

果，在企业并购前的季报中盈余管理显著为正，且正

向盈余管理的程度与并购交易规模正相关。我国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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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彬、张秋生（2012）在利用 2008 ~ 2010年中国上市

公司换股并购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也发现，

主并方在并购前一年存在显著的正向盈余管理，在

并购当年也存在正向盈余管理，只是不显著。

如果采用现金支付，主并方为了降低筹集并购

资金的成本，也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因为盈余越

高，筹集资金越容易，成本也越低。Louis（2004）以美

国1992 ~ 2000年间137家以现金支付的并购公司为

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并购前主并方进行了正向的

盈余管理。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并购前主并方存

在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并购前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

并购作为企业资本扩张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

方式，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通过并购，企

业本应该提高其价值，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有70%
多的并购案例以效果平平甚至失败而告终。造成企

业并购效应低下的因素很多，盈余管理是不可忽视

的因素之一。由上述文献分析可知，主并方在并购前

有正向操纵盈余管理的行为，而盈余管理实质上是

在不同时点按高管意愿将利润人为进行调整。如果

并购前调增了盈余，并购后就会调减盈余，因为利润

在长期内是不变的，所以并购后以会计利润表现的

并购效应出现了下滑现象。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已对并购中的盈余管理进

行了深入分析。Louis（2004）实证发现，并购前公司

盈余管理会对并购效应产生影响，通过对换股并购

公司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与股票超额收益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程敏（2009）也实证分析了我国非流

通股转让过程中的盈余管理问题，发现盈余管理程

度与股权转让溢价率显著负相关。罗声明（2011）也
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政府主导下企业在并购前调

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是企业并购效应下降的主要

原因。赵立彬、张秋生（2012）在对换股并购的企业进

行实证分析时发现，并购方并购前一年的盈余管理

程度越高，并购后企业业绩下降越多。

综上所述，如果并购前通过增加操控性应计利

润来提高企业盈余，并购后操控性应计利润则会发

生反转，从而导致企业并购效应下降。据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2：并购前的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并购效应之

间呈负相关关系。

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使高管在企业中的地位逐

渐提高，权力逐渐增大，这不仅会导致企业高管集决

策权、执行权于一身，而且会造成所有者的权力架

空，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作为“经济人”

的高管为了构建“企业帝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

等，以使私有收益最大化，往往把并购作为一种达到

其目的的方式。并购方在并购过程中为使其处于有

利地位，需在资本市场上维持较高的股价，而股价是

资本市场对企业盈余的反映。同时，盈余管理由于本

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隐秘性也受到高管的青睐。

所以，高管权力越大，越倾向于运用可选择的会计政

策、估计等会计方法进行盈余管理。

正如 Louis（2014）的研究结果一样，企业高管

出于资本市场动机，在企业并购之前往往会进行正

向的盈余管理。Bizjak（2014）从薪酬激励的角度研究

高管和盈余管理，发现高管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采用

调整利润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获取较高的薪酬。林芳、

冯丽丽（2012）用两职合一、股权分散度以及董事会

规模来衡量管理层权力，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

越大，企业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而王超（2013）通过

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企业高管权力的因素如高管规

模、年龄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高

管受教育程度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有不显著的负向

影响；高管任期对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有不显著的正

向影响。

本文认为，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特别是当公司所

有权与经营权愈趋分离时，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权

力较大的高管其行为或决策易形成“道德风险”或

“逆向选择”，并购前为了维持高股价对盈余进行操

纵的程度越高，并购后的市场反应越消极。此外，我

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使企业存在严重的内部控制人现

象，高管具有较大的控制权，却没有相应的监督制衡

机制来约束，导致高管可以在一个较自由的环境中

去追逐个人私有收益，从而大大加剧了并购对企业

价值的毁损。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高管权力能显著提升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

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文选取 2012 ~ 2013年间我国沪深股市发生

股权并购的全部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在计算

并购效应时，以并购样本企业并购前一年、当年、后

一年和后两年共四年为考察期，故本文的考察期为

2011 ~ 2015年。

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之上，为了尽量保证实证分

析的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将按照以下程序对初始

样本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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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公司的资本结构和盈利具有较强的行业特

性；②剔除在样本考察期（2011 ~ 2015年）内多次发

生并购的公司样本，以免多次发生并购对实证分析

的可靠性产生影响；③剔除并购当年新上市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规模和资本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④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最终确定了 175家公

司样本。

实证研究用到的公司高管权力数据和并购效应

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数据通过色诺芬数据

库进行补充。盈余管理初始数据也来自以上两个数

据库，然后通过Excel进行处理得到盈余管理最终数

据。分别运用Excel及 SPSS 19.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择

1. 高管权力。Kim（2011）将Finkelstein的专家权

力和声望权力合并为个人能力权力，将高管权力分

为：组织上的权力、所有权权力和个人权力。Bebchuk
（2011）将高管薪酬作为企业高管权力的测度标准。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等对高管权力的信息披露较

少，很多指标无法得到，本文借鉴卢锐（2008）、赵息

和张西栓（2013）、权小锋和吴世农（2010）对高管权

力的测度，并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选择两职合一、

高管任期和股权分散度作为企业高管权力的衡量指

标，这三个指标分别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综合反

映企业高管权力。其中两职合一、高管任期和股权分

散度的值越大，企业高管权力越大。

2.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利用职业经

验改变财务报告的契约后果。目前对于盈余管理的

测度主要有频率分步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

模型。理论界较为认可的是总体应计模型，而Kothari
et al.（2005）在修正的 Jones模型中加入了企业业绩

变量，他们认为这样能更好地衡量企业盈余管理。据

此，本文选择考虑企业业绩和现金流量的修正 Jones
模型来测度企业盈余管理。

（1）

其中：DAi,t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代表企业盈

余管理程度；TAi,t是 i企业第 t年的应计利润总额；

NDAi,t是 i企业第 t年非可操纵性应计利润；Ai,t-1是

i企业第 t-1年的年末总资产，这是为了消除企业规

模差异带来的影响。式中TAi,t和NDAi,t分别通过下

面的计算公式获得：

TAi,t=NIi,t-CFOi,t （2）
其中：NIi,t是 i企业第 t年的净利润；CFOi,t是 i

企业第 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其中：△REVi,t为 i企业第 t年的营业收入变化

额；△RECi,t 是 i 企业第 t 年的应收账款变化额；

PPEi,t是 i企业第 t年年末的固定资产。

其中：式（4）的系数可以通过式（3）获得；a0、a1、
a2、a3、a4为式（4）中β0、β1、β2、β3、β4的估计参数。

3. 并购效应。目前测度企业并购效应的方法主

要有两种：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由于我国资本

市场不够成熟和有效，股价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

真实情况，所以对并购效应的测度主要集中在会计

研究法上。会计研究法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选

取若干财务指标分别进行对比分析，如王艳（2014）
等。二是选择多个财务指标，并运用因子分析构造综

合得分模型，通过对比分析综合得分进行研究，如余

鹏翼、王满四（2014），潘颖、王凯（2014）等。

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企业并购效应主要

表现在企业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和未来发展能力上，

故选择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流动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净

资产增长率和托宾Q值做主成分分析，然后求出因

子综合得分。

4. 控制变量。由于企业并购行为决策时间长，

并购宣告时并购决策已经酝酿很久，因此本文的控

制变量均采取并购前一年的数据。参考以往的研究，

选择以下六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独董比例（Rind）、
董事会规模（Bsize）、公司规模（Lnsize）、财务杠杆

（Lev）、盈利能力（Roe）和增长能力（Growth）。
具体变量及其含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为了验证H1，运用均值T检验法；对于H2、H3
的验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MAP=α0+α1Da+α2Power+α3Rind+α4Bsize+
α5Roe+α6Growth+α7Lnsize+α8Lev+ε （模型1）

DAi,t =
TAi,t
Ai,t - 1

-NDAi,t

TAi,t
Ai,t - 1

= a0 + a1
1

Ai,t - 1
+ a2

△REVi,t -△RECi,t
Ai,t - 1

+

a3

PPEi,t
Ai,t - 1

+ a4

CFOi,t
Ai,t - 1

（3）

NDAi,t =β0 +β1
1

Ai,t - 1
+β2

△REVi,t -△RECi,t
Ai,t - 1

+β3

PPEi,t
Ai,t - 1

+β4

CFOi,t
Ai,t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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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β0+β1Da+β2Power+β3Power×Da+
β4Rind+β5Bsize+β6Roe+β7Growth+β8Lnsize+
β9Lev+ε （模型2）

其中，Da、Power、Rind、Bsize、Roe、Growth、
Lnsize、Lev分别为并购前一年盈余管理、高管权力、

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资产增长率、

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

在对并购效应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并购前一

年 KMO 为 0.606，Bartlett 检验值为 614.321，P<
0.001；并购当年的KMO为 0.580，Bartlett检验值为

1215.404，P<0.001；并购后一年的 KMO 为 0.684，
Bartlett检验值为 2014.738，P<0.001；并购后两年的

KMO 为 0.578，Bartlett 检验值为 743.852，P<0.001。
以上结果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

表 2给出了全样本公司高管权力、盈余管理和

并购效应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a 的平均值为

0.05，表明企业并购前一年总体上存在着正向盈余

管理，某种程度上验证了H1；最小值为-0.28，说明

有个别企业并购前存在着负向盈余管理，有些经营

较好的公司为了并购后效应的提升可能会在并购前

进行负向盈余管理。从高管权力虚拟型和连续型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其均值分别为 0.23和
0.97，表明企业高管具有一定的权力。独董比例的均

值为 0.37，说明企业基本按照规定设置了较高比例

的独立董事来进行监管，董事会规模平均为9.23人，

说明企业都能保证一定规模的董事会，这与孙金帅

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样。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增

长率的均值都为正数，特别是资产增长率平均为

60.38%，表明企业在并购前都保持着较高的盈利能

力和成长性。企业平均规模约为 21 亿元（e21.48≈
2131304350），表明企业基本能保持较大的规模。资

产负债率最大为 99.84%，最小为 1.67%，均值为

59.40%，表明企业间资本结构差异很大，有些企业基

本没有债务，个别企业债务高达 99.84%，但是整体

来看企业负债率超过 50%，说明并购前企业通常有

较高的负债率。

（三）盈余管理和并购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修正的 Jones模型计算出样本公

司并购前的盈余管理水平，然后运用均值T检验判

断样本公司并购前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以及并购

后效应是否降低。

并购效应
（Performance）

盈余管理
（Earnings

Management）

高管权力
（Executive

power）

控制变量

变量代码

MAP

Da

Dual

Tenure

Diso

Power1

Power2

Rind

Bsize
Lnsize
Lev
Roe

Growth

含义

财务效应

操纵性
应计利润

两职兼任

高管任期

股权分散度

权力虚拟
变量

权力连续
变量

独董比例

董事会规模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增长率

说明

（并购后一年的财
务效应+并购后两
年的财务效应）/2

并购前一年的操
纵性应计利润

当董事长兼任总
经理时取 1，否则
取0
高管任期大于3年
取1，否则取0
第二至第十大股
东持股比例之和/
第一股东持股比
例>1 取 1，否则取
0
Dual + Tenure +
Diso≥2 取 1，否则
取0
Dual+ Tenure
+Diso
独立董事人数/董
事会人数

董事会人数

总资产取对数

负债/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t 年的资产变化/t
年末的资产

表 1 变量含义表

Da

Power1

Power2

MAP-1

（MAP1+MAP2）/2

△MAP

Rind

Bsize

Roe（%）

Growth（%）

Lnsize

Lev（%）

N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175

Minimum

-0.28

0.00

0.00

-4

-2.22

-1.8

0.25

4.00

-16.45

-71.94

18.07

1.67

Maximum

0.57

1.00

3.00

1.59

3.26

3.82

0.60

21.00

71.35

696．06

27.35

99.84

Mean

0.05

0.23

0.97

0.08

0.02

-0.07

0.37

9.23

3.94

60.38

21.48

59.40

Std.
Deviation

0.16

0.42

0.77

0.52

0.49

0.52

0.05

2.06

7.91

526.1

1.28

72.30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MAP-1、（MAP1+MAP2）/2、△MAP 分别表示并
购前一年的综合因子得分、并购后两年平均综合因子得
分以及两者之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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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样本公司并购前一年的操纵性应计

利润的均值为0.05，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了均

值T检验。也就是说，并购公司在并购前一年存在显

著的正向盈余管理行为，H1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

赵立彬、张秋生（2012）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并购

当年企业虽然存在着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不

显著。

从均值T检验的结果来看，并购后与并购前的

均值之差为-0.07，而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并购后与并购前一年相比并购效应降低了，这与相

关研究结论一致。

（四）盈余管理、高管权力和并购效应

表 5是高管权力、盈余管理与并购效应的回归

结果。模型1实证分析盈余管理与并购效应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调整R2为 0.488，说明模型拟合度较

好，解释变量能较好地反映并购效应，而且 F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从检验结果来看，Da的系数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并购前的盈余管理导致并

购后效应降低。该实证结果与 Louis（2004）、李增福

等（2011）、赵立彬和张秋生（2012）的结论一样，并购

前通过操纵性盈余调增企业利润，并购后操纵性盈

余会发生反转，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滑，并购效应降

低。这一结论验证了H2。
把高管权力虚拟变量和连续变量分别加入到模

型 1中进行考察，得到模型 2和模型 3。实证结果表

明：在模型2中，高管权力与盈余管理的系数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模型 3中，高管权力

与盈余管理的系数分别在 1%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这一结论与单独检验的结论基本一致。实证结

果说明，高管权力和盈余管理不但单独对并购效应

产生影响，而且高管通过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而对

并购效应产生负向影响，这更进一步验证了H2。
模型 4和模型 5分别将高管权力虚拟变量和连

续型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其对盈余管理和并

购效应之间关系的影响。在模型 4中，Da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交叉项Power1×Da的系

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高管权力能提升

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的影响作用，即高管权力越大，

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的负向影响越强。模型 5是将

高管权力连续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盈余管理

和并购效应之间关系的影响，Power2×Da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实证结果与模型4一致。该结

果表明，高管权力能显著提升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

的负向影响作用。为了更好地呈现高管权力的调节

效应，以模型4和模型5为基础绘制高管权力调节效

应图，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图中可知，高管权力大的函数其直线斜率也

较大，表明权力越大的企业盈余管理对并购效应的

影响也越大，这与前述分析结果一致。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实证发现独董比例和董事

会规模与并购效应正相关，但是不够显著，说明独立

董事在某程度上能够发挥其制衡作用。企业净资产

收益率和资产增长率与并购效应显著正相关，说明

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发生的并购活动越能提升企

业价值。企业资产与并购效应正相关，表明企业规模

越大、企业实力越强，并购后的效应越强。资产负债

Da0
Da-1

△MAP

T
1.012
3.756
-1.716

N
175
175
175

P值

0.313
0

0.088

Mean
0.02
0.05∗∗
-0.07∗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
著，下同。

表 3 盈余管理和并购效应均值T检验

变量

截距项

Da

Power1

Power2

Power1×
Da

Power2×
Da

Rind

Board

Roe

Growth

lnsize

lev

F
调整R2

模型1
-1.425∗∗

（-2.420）
-0.878∗∗∗
（-3.920）

0.218
（0.339）
0.026∗

（1.784）
0.001∗∗∗
（4.818）
0.0004∗∗∗
（7.120）
0.059∗∗

（2.470）
-0.002∗∗∗
（-3.822）
24.739∗∗∗

0.488

模型2
-1.227∗∗

（-2.086）
-0.671∗∗∗
（-2.801）
-0.174∗∗

（-2.263）

0.319
（0.501）
0.027∗

（1.868）
0.001∗∗∗
（4.471）
0.0004∗∗∗
（7.297）
0.048∗∗

（2.012）
-0.001∗∗∗
（-3.250）
22.821∗∗∗

0.501

模型3
-0.519

（-0.902）
-0.391∗

（-1.706）

-0.226∗∗∗
（-5.174）

0.334
（0.558）
0.024∗

（1.828）
0.001∗∗∗
（3.680）
0.0004∗∗∗
（7.431）

0.023
（0.997）
-0.001∗∗∗
（-2.665）
28.334∗∗∗

0.557

模型4
-1.625∗∗∗
（-2.850）
-0.626∗∗

（-2.176）
-0.257∗∗∗
（-3.537）

-0.086∗
（-1.926）

1.317∗∗
（2.442）
0.028∗

（1.942）
0.001∗∗∗
（4.191）
0.0005∗∗∗
（8.796）
0.490∗∗

（2.008）
-0.001∗∗∗
（-2.816）
23.978∗∗∗

0.480

模型5
-1.690

（-1.210）
-0.537∗∗∗

（-3.686））

-0.257∗∗∗
（-6.413）

-0.107∗∗∗
（-3.672）

0.888∗
（1.751）
0.025∗

（1.855）
0.001∗∗∗
（3.481）
0.004∗∗∗
（8.434）

0.021
（0.904）
-0.001∗∗

（-2.408）
31.604∗∗∗

0.552

表 5 高管权力、盈余管理与并购效应的回归结果



□·40·财会月刊2017.15

率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负债率越高，企

业的并购效应越差。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基本上是

合理的，所有的假设均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程度，利用变量替换

法进行敏感性检验。由于测度高管权力的变量很多，

选择高管持股比例、高管年龄、两职合一、独董比例、

董事会规模和高管薪酬做因子分析，求出综合因子

得分。对于盈余管理的计量选择 Jones模型测度，将

变量进行替换，重新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与前文

结论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

并购必将成为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战略选择，企业并购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和高管权力

也将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企业并购过

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高管人员出于自身

利益寻租考虑，具有一定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而盈

余管理程度又影响着企业并购后的效应。本文研究

结论表明：并购前大部分企业存在着显著的盈余管

理行为，并购前的盈余管理对企业并购效应有着负

向影响，而且高管权力能增强这种负向影响。因此，

企业为了提高并购效应，需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形成

完整的监督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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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型4高管权力调节效应

图 2 模型5高管权力调节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