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讨论话题主要聚焦于国有企

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今，社会各界对国有企业

改革实施混合所有制是否为有效途径存在较大争

议，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效用受到广泛质疑及关注。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是将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

本相互融合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当前一系列改革

实践证明，我国国有企业注入非国有资本民营化后，

企业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都有所提高。有观点认为，

将民营资本真正注入国有企业，便于企业经营过程

中作出有效决策，从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刘小玄

（2004）从产业效率和风险承担的视角分析发现，非

国有股权尤其是个人股权对民营化企业具有显著的

积极作用。李文贵、余明桂（2013）从企业创新的角度

分析了不同类型非国有股权对企业的影响，结果表

明非国有股权中个人持股与法人持股更高的企业更

具有创新性。也有观点认为，民营资本掌握相关决策

权后，极有可能出现以自身利益为主、牺牲企业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Lin等，2012），从而导致企业发展

受限的情况。因此，从各个角度深入分析国有企业民

营化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个人股份是民营资本中的重要成分，民营企业

的个人股权多以管理者持股的形式存在，高管股权

激励机制是当前企业治理机制的研究热点，但鲜有

文献从高管激励及企业研发创新这两个角度讨论国

有企业与民营化企业差异，本文则以此入手进行研

究，为国企改革思路提供新视角。

在当前以知识为背景的经济时代，经济局势严

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创新也日新月异。从国

家层面看，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支撑并引领着中国

经济的发展，研发成果映射了国家与地区的研发创

新水平，同时也决定着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从企业

层面看，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盈利

空间，改善劳动生产率。同时，企业可以开发出具有

新功能的产品，增加收入，占领市场，从而提升企业

的盈利能力与竞争能力。显然，研发投入已成为企业

立足发展的关键，但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相比高收

入水平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该差距通过表 1中世

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美国、日本以及中国

的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对比也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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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国研发投入情况（%）

世界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R&D/GDP
2000年

2.1
2.4
0.7
0.9
2.7
3.0

2005年

2.0
2.3
0.9
1.3
2.6
3.3

2012年

2.1
2.3
1.2
1.8
2.8
3.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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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对科技创新的

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表1中数据表明，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正处于稳步快速增长中，到

2012年研发投入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8%。但通过对比也能发现，该比值仍低于世界水平

2.1%，与高收入国家、美国、日本差距则更大。由此可

见，研发投入力度不足已成为我国企业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与国际接轨的瓶颈，加大研发投入是提升我

国企业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任务。

企业高管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也是企

业研发投入的战略性决策者，他们的决策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甚至完全调控这些微观因素的方向与趋

势，因此从高管激励视角入手研究其对研发投入的

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的热点话题，目前关于高

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作用的文献较多，但针对民

营化企业的较少。综上，本文分别以国有企业和民营

化企业为研究对象，在深入分析高管持股对国有企

业研发创新作用的基础上，检验民营化企业高管激

励会抑制还是促进研发投入，并将其与国有企业进

行对比，进一步剖析高管持股对研发创新的作用机

理，从研发层面对国有企业与民营化企业高管持股

进行更深入的认识，据此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新思

路，提出切实意见。

二、理论分析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主要存在两种效应：

1. 利益趋同效应。代理理论认为，当管理人员

自身拥有企业大部分资源时，他们就能够参与企业

重大决策且有分享利润的经济权利，获得的收益和

他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承担的风险与成本相对应，

高管的经营态度会从在持股前注重短期绩效转变为

提升自己所持股权的未来价值，积极地进行技术创

新和提升企业业绩（Zahra，2000），努力地为实现自

身利益和企业长远发展而工作，这种环境下代理问

题就不明显。另外，董事会可以通过设计合理有效的

高管股权激励方案来缓解利益冲突，激发高管进行

研发创新的意愿，企业也可以用具有吸引力的股权

激励方案聘用到综合素质较高的管理人员，他们的

知识背景、管理能力、对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认知力和

判断力可以使企业适应多元化的动态市场，及时捕

捉到市场中的机会，合理配置长短期资金，作出增加

研发投入决策的可能性也更大，此时，他们就会加大

研发投入以提高企业运营能力和研发创新能力，让

企业处于持久的良性循环中。Hellmann 和 Thiele

（2011）将企业专利数目作为研发创新的衡量指标，

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持股及股价与专利数正相关。因

此，企业用风险收入来激励高管，给予高管一定数量

的股权，这样既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有效避免高

管的短期行为，又可以吸引优秀人才，同时也可以使

高管和股东利益趋同，促使高管积极合理地进行研

发投资，以主人翁态度对待企业日常的或是特殊的

经营决策，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2. 壕沟效应。即当高管持股缺乏监督制约或比

例高于一定水平时，拥有的权力相对就更大，控制力

和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会受到

威胁甚至被破坏，这必然会导致高管股权激励机制

恶化甚至失灵，激励初衷被扭曲。Ryan和Wiggins
（2002）认为研发投入与报酬的类型有关，股票期权

与研发投入正相关，而受限制的股票与研发投入负

相关。刘振、宋献中（2010）在检验CEO激励与研发

投入、规模投资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国高科技企业

实施股权激励的权益比例并未达到一定的阈值，只

有矫正激励投资行为才能真正实现CEO与股东利

益趋同。研发创新类项目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高管不

愿因高风险且收益不确定性较高的项目而增加资金

压力和企业运营成本，因此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自

身利益，忽视企业长远发展。

三、研究假设

我国国有企业地位特殊，其存在是为了通过直

接干预来缓解企业自身成本与社会收益不同而造成

的市场失灵问题（Atkinson，1980），国家会给予较多

政策性支持，因此国有企业无论在研发经费还是研

发人员素质方面都存在明显优势。吴文峰等（2008）
在研究高管的政府背景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中发现，

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的地区，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

正面影响也越强烈，还发现这种影响与政府背景下

的短期贷款融资密切相关。再者，国有企业高管通常

由政府直接任命，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治理过程带

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企业经济目标与行政目标相辅

相成。因此，国有企业高管的目标函数比较复杂。

在一定股权激励范围内，非国有法人控股则能有效

提高研发投入（任海云，2010）。高管人员主要是通过

实现企业当期业绩目标来获取相应经济利益，因而

会增加研发投入并提高对国家投入研发资金的利用

效率。当高管激励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边际收益递

减效应的存在，高管目标由经济层面逐渐转移至政

治层面，高管实现政治目标的意愿比较强烈，因而

更加关注政绩稳定，也会因此放弃高投入、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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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滞后的研发投入项目。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

假设：

H1：在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

倒U型关系。

对于从政府手中接手控制的民营化企业而言，

一方面，产权更加清晰，能够缓解经理人的道德风险

及逆向选择，有效降低原国有结构的高昂代理成本，

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且由于高管主人翁意识增

强，会更关注企业的长期利益及竞争力（涂国前、刘

峰，2010），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及能力，积极为企业谋

求发展。因此，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基于自身声誉、

控制权、企业传承及长期发展的考虑，民营化企业的

高管会更注重长期投资（Pinto，2005），而企业创新

则需要此类具有风险承担意愿和长期价值导向的人

员，因此随着持股比例增加，其会更关注企业研发创

新项目进而增加研发投入。但另一方面，民营化后，

企业的政府监督干预与制衡作用大幅降低，优惠政

策减少，融资渠道变窄，面临着融资难等现实困境，

高管几乎没有晋升动机，研发活动受政府影响较小，

此时高管倾向于做出保守稳健的决策，排斥研发创

新等高风险项目，相应的资金投入会特别谨慎，通常

采取规避态度（郑志刚，2012）。此外，民营化后高管

等非国有大股东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动机更强烈，更

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当高管剩余索取权较大时，甚

至会出现转移掏空企业资源的行为，且因为小股东

的存在，他们并不需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全部经济

后果，而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份的制约作用出现这

种情况的几率较小。综上，民营化企业高管为实现自

身利益出现规避风险、减少研发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即民营化企业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抑制作

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化企业研发投入具有

抑制作用。

四、实证检验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本文以比较研究法、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等方法为主要研究工具，

以CSMAR数据库中大量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所

指的高管包括企业经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以及上市公司年报中公布的其他高管。样本筛选

标准为：①选择 2009 ~ 2013年实际控制人为国有的

上市公司，并从中剔除 2009 ~ 2013年实现民营化的

企业；②选择 2009 ~ 2013年实现民营化的企业，并

选取民营化后至少存在 3年数据的企业；③剔除无

法获得相关数据的样本，如ST、∗ST、已退市、报表无

法查阅的样本；④剔除金融行业样本；⑤剔除2009
~ 2013五年间无法获得关键变量数据的上市公司。

以上截取的深沪两市 2009 ~ 2013年间披露研

发支出的所有 A股上市公司，按标准筛选后得到

1306个有效国有企业面板数据，456个有效民营化

企业面板数据，并基于此进行实证研究。

2. 变量定义。本文选取的具体变量及其含义见

表2。

3. 模型构建。本文构建了如下两个模型：

R&D=β0+β1MSH+β2X+ε （1）
R&D=β0+β1MSH+β2MSH2+β3X+ε （2）
4. 描述性统计。表3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显示，民

营化企业规模的均值显著大于国有企业，且民营化

企业半数以上为高科技行业。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

均值为 2.82%，显然小于民营化企业的 4.75%，但民

营化企业研发投入标准差远大于国有企业，即个体

样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研发投入分散程度较大，所

以也不能只根据均值就认为民营化企业研发状况优

于国有企业。从高管持股指标来看，国有企业高管持

股比例与民营化企业均值相近。

5. 相关性分析。为了检验筛选的各个变量数据

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

量对研发投入的解释力较强，但各解释变量之间相

关系数较小，普遍都低于 0.5，说明各变量之间并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

影响。

6. 回归分析。根据研究假设，本文运用 SPSS和

变量类型

被解释
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研发投入

高管持股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资产收益率

现金流量

成长性

上市年龄

资产结构

行业属性

年度

符号

R&D

MSH

SIZE

LEV

ROA

CAS

PB

AGE

TAG

IND

YEAR

计量公式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高管持股比例加 1的自
然对数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年末负债/总资产

净利润/总资产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总股本数

市净率

截至某年上市年限

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高科技企业取1；非高科
技企业取0

年度控制变量

表 2 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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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A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首先检验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的

关系，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模型（1）中高

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在 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正

相关关系，模型（2）中高管持股一次项系数为正，并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模型（1）结果一致，高管持股

平方项系数为负，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管

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表现为开口向下的

倒U型曲线。根据计算，拐点处高管持股比例加1的
自然对数大致为 2.473，说明当股权比例加 1对数的

值在 0 ~ 2.473范围内增长时，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

入增加，但当该值大于这一拐点后，持股比例的增加

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描述性统计

得知，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平均数为0.1418，最大

值为 3.6802，说明目前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高管持股

位于拐点左侧，股权激励

还有很大上升空间，同时

也表明一部分企业高管

股权激励已超出合理范

围，产生了负面作用，该

实证结果验证了H1。
然后检验民营化企

业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

投入的关系，发现模型

（1）中高管股权激励与企

业研发投入在 5%的水平

上显著负相关，而模型

（2）中，民营化企业高管

股权激励一次项与二次

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存在拐点，模型（1）的
回归结果表明民营化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

投入具有抑制作用，H2得到验证。

此外，从两组企业样本回归结果中还可发现，国

有企业与民营化企业中，IND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

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高科技企业会对研发投入产生

正向影响，它们对研发的需求本身就比较大，积极性

也较高。国有企业各控制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民营化企业则并非如此，原因可能是民营化企业发

展模式在转变适应期间，尚未成熟。再者，本文可获

取的民营化企业样本是民营化当年及其后3 ~ 4年，

年限较短且样本量小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7. 进一步分析。上文研究结论显示，国有企业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型关系，民营

化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则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由此

变量

常量

MSH

MSH2

SIZE

LEV

ROA

CAS

IND

YEAR

F

Adj-R2

国有企业

系数

9.512∗∗∗

3.482∗∗∗

-0.704∗∗∗

-0.239∗∗∗

-3437∗∗∗

-5.131∗∗

0.136∗∗

1.636∗∗∗

控制

26.764∗∗∗

0.178

t

5.747

6.673

-2.981

-3.033

-5.829

-2.407

2.585

3.564

民营化企业

系数

11.041

-9.734

9.368

-0.463

1.758

-0.792

3.129∗∗∗

2.699∗∗∗

控制

7.317∗∗∗

0.109

t

0.878

-1.216

0.539

-0.765

0.541

-0.112

6.905

3.123

变量

常量

MSH
SIZE
LEV
ROA
CAS
IND

YEAR
F

Adj-R2

国有企业

系数

9.834∗∗∗
2.004∗∗∗
-0.252∗∗∗
-3.429∗∗∗
-4.580∗∗
0.143∗∗∗
1.816∗∗∗

控制

28.379∗∗∗
0.173

t
5.936
8.886
-3.196
-5.799
-2.150
2.703
3.978

民营化企业

系数

10.057
-5.650∗∗
-0.426
0.017
-0.766
3.134∗∗∗
2.701∗∗∗

控制

8.03∗∗∗
0.110

t
0.809
-2.188
-0.708
0.536
-0.108
6.920
3.127

变量

R&D

MSH

SIZE

LEV

ROA

CAS

IND

INV

UV

GI

N

国有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1306

民营化

456

456

456

456

456

456

456

456

456

456

极小值

国有

0

0

0.0478

-0.7817

-0.2976

0

0

-0.1586

-2.8535

0

民营化

0

0

19.544

0.0110

-0.3216

0

0

-0.0307

0

0

极大值

国有

51.55

3.6802

1.0325

1.5603

0.2917

21.2506

1

1.6154

3.9687

3.944

民营化

124.84

0.6115

25.0591

0.7292

0.3514

6.3973

1

2.6513

2.3196

2.9079

均值（%）

国有

2.8224

0.1418

0.5016

0

0.3551

1.6427

0.06

0.0652

0

0.5189

民营化

4.7525

0.1552

21.1243

0.2339

0.05411

0.9302

0.65

0.1464

0.1176

0.5214

标准差

国有

3.5971

0.4307

1.4038

0.1020

0.0506

1.8315

0.233

0.1183

0.7245

0.5023

民营化

10.1958

0.1539

0.7945

0.1650

0.0565

1.0501

0.476

0.2629

0.2203

0.4081

表 3 国有与民营化企业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4 模型（1）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

著。下同。

表 5 模型（2）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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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取前文理论分析中暗含的假设：政府干预作用

与高管持股增加后的机会主义自利行为并存于企业

之中，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

当政府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程度较大时，管理层

经营决策权被削弱，二者之间会出现两种关系：一种

是政府为实现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保障财政收

入、改善社会福利等目标，赋予管辖区域企业尤其是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且相关目标及政绩考核实现

的最佳途径往往是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这甚至会导致过

度投资（Chen，2011）。这种作用力进一步内化于风

险投资创新等活动中，当政治目标的实现偏离企业

股东财富价值最大化目标时，会激发高管自利和抵

制政府干预的动机，二者形成博弈竞争关系。另一

种是政府实施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措施（Fryr、Sh⁃
leifer，1997），为企业提供政策优惠、资源支持、融资

担保等以促进企业发展，这将减轻高管融资等方面

的外部压力，在市场运作中以政府力量给予企业无

形的保护，同时政府也会加强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

与激励，避免企业为规避风险等而发生短期行为，此

时高管则会迎合政府需求，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协同

关系。

当政府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程度减弱时，监督力

度会减小，高管持股增加，自主经营决策的能力增

强，高管可能会顺应市场发展合理适度地进行投资，

也可能会产生自利动机或为规避风险而进行非效率

投资。

下文将检验政府干预与高管持股对企业非效率

投资行为的作用方向，并通过交互项检验二者之间

是竞争关系还是协同关系。

企业因政府干预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主要表现

为被要求进入战略性行业，或者为满足就业需求负

担冗余就业人员。林毅夫等（2004）的研究中用资本

密集程度（资本/劳动力）代表政策性负担程度，本文

的资本密集程度（CI）为固定资产净值与职工人数

之比，建立如下模型。其 STATA分析残差的绝对值

大小即为企业因政策性负担偏离最优值资本密集程

度的值，用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用UI表示。

CIt=β0+β1PBt-1+β2SIZEt-1+β3LEVt-1+
β4CASt-1+β5ROAt-1+β6TAGt-1+β7INDt-1+
β8YEAR+ε

大量关于非效率投资的文献均表明，用

Richadson（2006）模型的残差来衡量非效率投资更

符合我国国情，其STATA分析残差正值表明投资过

度，负值表明投资不足，因此可用绝对值大小代表非

效率投资程度，用UV表示。Richadson（2006）非效率

投资衡量模型如下：

INVt=β0+β1PBt-1+β2SIZEt-1+β3LEVt-1+
β4CASt-1+β5ROAt-1+β6TAGt-1+β7INDt-1+
β8YEAR+ε

模型中 INV代表企业投资额，其计算方法为表

6中新增投资与总资产的比值：

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高管股权激励、政府干预

程度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模型：

UV=β0+β1UI+β2MSH+β3UI×MSH+β4X+ε
（3）

表 7的实证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UI和MSH
与非效率投资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但二者

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

干预与高管激励均能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政府基

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稳定发展目标，会鼓励企业扩大

投资甚至造成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而高管持股

增加，出于保障自身利益或规避风险，也会产生非效

率投资行为，然而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下，高管股

权激励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监督，二者之间相

互博弈制约，会抑制非效率投资。但高管持股大幅增

加后，政府干预力度有限，博弈制约作用下降，对非

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也会下降，因此非效率投资呈

曲线变化，企业研发投入也会因此呈曲线变化。在民

营化企业，政府干预程度（UI）与非效率投资（UV）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高管激励（MSH）则会

在 10%的水平上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主要是由于

政府干预程度大幅减弱，监督力度减小，随着高管

持股增加，其自主决策能力及机会主义倾向均增

强，因此更有可能因规避风险或基于其他目的产生

非效率投资，研发投入等有效行为也因此受到抑制。

由此可见，该激励分析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具有可

名称

总投资

维持性投资

新增投资

计算方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
子公司及其他经营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
费用摊销

新增投资=总投资-维持性投资
新增投资=适度投资+非效率投资

表 6 投资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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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

5. 稳健性检验。为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稳健性，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且如下稳健性测试均

表明本研究结果稳定性较好。①改变被解释变量定

义及计量方式，用研发支出与净资产之比代替研发

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用高管持股比例来衡量高管

激励，总样本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②改变非效

率投资模型中企业成长性的衡量方式，用营业收入

增长率代替市净率，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

呈倒U型关系，即一定范围内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

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超出这一范围则产生反向影

响。因此，国有企业应关注到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

入的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完善高管激励机制，适当

有度地将国有股权转化为高管等重要人员股权，设

计科学规范的股权分配方案，使国有企业的内部产

权更明确，激发高管人员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

驱动力。同时，国有企业在通过高管持股降低委托代

理成本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同时，应发挥好政府

的监督作用，防止高管人员自利短视行为，使高管自

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相辅相成，促进企业有效投资，从

而增强国有企业研发创新能力。

第二，民营化企业高管激励抑制了企业研发投

入，即民营化后企业受政府监督制约的程度较低，管

理层自利及规避风险等动机内化到经营决策中，产

生非效率投资，研发创新投入减少。这也就是说，国

有企业民营化后投资效率、研发创新等并不见得会

得到改善，在相对成熟稳定的市场经济下，适度的中

国特色政府干预有助于监督制约企业管理中出现的

机会主义、代理成本较高等现象，保护了社会及企业

双方的利益。因此，在我国正处于转轨期的背景下，

经济建设与改革措施仍需要逐步探索，渐进式稳步

推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应避免国有股权的完全

退出，同时合理配置个人等非国有股权比例，建立全

面严谨的非国有股权进入国企评价体系，并制定后

期考核监督制衡机制，使企业的经营更加公开、透

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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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常量

UI
MSH

UI×MSH
SIZE
LEV
ROA
CAS
IND

YEAR
F

Adj-R2

国有企业

系数

-0.375∗∗∗
0.390∗∗∗
0.151∗∗∗
-0.078∗
0.210∗∗
0.238
0.773∗
0.021∗∗
0.004

控制

9.463∗∗∗
0.072

t
-5.118
9.554
2.823
-0.592
1.835
1.243
1.734
1.896
0.042

民营化企业

系数

0.637∗
-0.001
0.186∗
-0.288∗
-0.027
0.037

0.561∗∗∗
0.008

0.043∗∗
控制

2.886∗∗∗
0.047

t
1.888
-0.032
1.752
-1.835
-1.614
0.383
2.750
0.622
1.977

表 7 模型（3）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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