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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现如今我国正

迈向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增

长的主要推动力。此外，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技

术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成为

其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有助

于提升其生产效率、改善其生产力，同时还可以提升

其竞争力。在科技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

唯有创新是企业持续进步的源源动力。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强调，要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

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基本理念，其中“创新”被摆在首要的位置。近

十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企业的

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从 2005年的 1.34%上

升至 2015年的 2.07%，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

均值 2.2%相比，差距已大大缩小，表明十年间我国

的科技创新投入有了显著提升。在创新的参与者中，

企业无疑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时考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资金，充足的现金流是支撑企业进行研发的

基础（Howell，2016）。已有大量文献表明，企业的研

发活动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普遍会受到融资约束

（Hall，1992；Hall，2002、2010；唐清泉和徐欣，2010），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研发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管理层的道德风险问

题。而外界的融资约束限制了企业研发的资金投入，

制约了企业的研发活动（Brown等，2012）。因此从融

资的角度来看，企业往往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来获

得便捷且低成本的融资（Hall，2002；鞠晓生等，

2013）。但企业利用内部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一般

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调整成本

较高，当受到外界的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时，企业的创

新活动可能突然中断进而使企业遭受较大的损失

（Hall，2002、2010）；二是由于企业财务的不稳定性

以及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外部冲击可能导致企业

资金链断裂进而使企业中止创新活动。因此，在企业

现金流不稳定或不足以支撑潜在的研发时，企业的

合理避税为其创新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税收支出是企业现金流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面临外界融资较为困难且融资成本较高的问

题时，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避税的方式来减少现

金流出，以降低融资成本。已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

进行合理避税可增加企业的现金流，降低企业的融

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价值（Robinson
和 Sikes，2010；孙刚，2013）。一方面，合理避税活动

的开展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企业因此可

以更多地利用自有资本和股权融资来满足企业的资

金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的避税行为通过“现金流入

效应”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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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也有研究发现，企业避税在增加现金流的同时

也会引发一系列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问题（Desai
等，2007；Desai和Dharmapala，2009），有损企业的最

优决策，影响企业的一系列投资行为。

那么，企业因合理避税而增加的现金流是否缓

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利用 2008 ~ 2014年我国A股制

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避税对技术

创新的影响。进一步地，针对企业避税可能产生的代

理问题，本文探究了公司治理会对企业避税与企业

技术创新活动间关系产生的影响。此外，公司所处的

地区市场化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因此本文检

验了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避税与创新行为

的影响。本研究的可能贡献为：①目前关于企业避税

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避税的负面影响，如降低企

业的投资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等，本文从研发创新

的角度，发现了企业避税的正面意义，该研究丰富和

扩展了相关领域的文献；②探究了企业内部环境（如

公司治理）和外部环境对于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的

影响，为企业完善内外部治理并进行投资决策提供

了建议；③研究结论解释了税负对企业的重要影响，

为有关税收部门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制定税收政策提

供了参考，同时为鼓励科技型企业进行创新，在制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标准时，有关部门可慎重考虑适

当提高加计扣除比例。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从企业的避税行为以及创新活动两个

方面来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一）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研究

对于避税问题的研究始于西方财政学中对税收

规避行为的研究。Allingham和 Sandmo（1972）建立

的A-S模型被认为是避税行为理论模型的开端。

Marrelli（1984）在A-S模型的基础上将避税问题的

研究从个人拓展到企业上。由于我国税制的多样性，

有关税收的问题较为复杂，因此我国对于避税的研

究相对起步较晚。在理论方面，有学者对企业避税的

特征和动因进行了探究（吴申军，2004；刘华，2008）；
在实务方面，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纳税筹划受到

广大企业家的青睐，大量学者对企业的避税行为进

行了研究和讨论。

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避税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关于避税动因的研究；二是研究企业避税

行为的经济后果。在避税动因的研究上，不少学者从

委托代理理论出发，指出当企业避税带来的收益大

于成本时，企业会选择避税（Slemrod，2004）；而较高

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够规制管理层的行为，在抑制寻

租的同时确保管理层采取避税行为的有效性（Desai
和Dharmapala，2009）。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的特

征和盈利模式影响着企业避税行为，国有股占比越

高，企业实际税率越高（吴联生，2009）；盈余管理程

度越高的企业避税问题越严重（叶康涛，2006），此外

管理层的激励使高管愿意承担更大的避税风险以进

行避税（吕伟和李明辉，2012）。
对于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现有研究成果

也持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避税降低了企业

税负，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股东财富，从而提高了

企业价值（Philips，2003；Granham 和 Tuker，2006）。
Desai等（2009）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发现，开展避税活

动与公司的价值提升具有正相关关系；王跃堂等

（2009）发现，实际所得税税率较低的企业通过盈余

管理降低企业税负，提升了企业价值，并带来了积极

的市场反应。但其他学者持相反观点，有的认为企业

避税不会增加企业价值（Desai和Dharmapala，2009；
陈旭东等，2011）；有的认为避税行为会加剧信息不

对称，由此导致代理问题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

（刘行和叶康涛，2013）。
综合国内外的文献发现，目前关于避税的研究

主要从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两方面展开，避税的

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自身特征、外部监管、内部治理

等；而关于避税的经济后果尚无定论，尤其是避税对

于企业活动的影响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值得进一

步探讨和研究。

（二）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创新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最早是在1912年由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
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目前，国内外大

量学者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企业创新进行了研究，

我国学者柳卸林（1993）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技术创

新的过程和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和市场结构、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等；著名技术创新专家傅家骥（1998）
则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及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等。聚焦到企业层面

上，较多学者探讨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

以及企业特征对创新的影响，罗思平和于永达

（2012）、Hirshleifer等（2012）以及Sapra和Subramanian
（2014）发现管理者特征、管理层激励机制对于企业

创新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外部制度环境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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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企业的创新。在股权方面，李春涛和宋敏（2010）
研究发现，无论从创新投入还是产出的角度来看，国

有企业都更具有创新性，其观点验证了周黎安和罗

凯（2005）的结论。此外诸多研究认为，企业内部由代

理问题引发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有重要影响

（O'Connor 和 Rafferty，2012），Hiller 等（2011）也认

为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是促进技术

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鲁桐和党印（2014）实
证检验了不同行业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

系，发现不同行业中公司治理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

影响存在差异。除了上述因素，在企业层面，决定企

业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规模、所

处行业以及公司治理因素等（Jaffe，1988；吴延兵，

2007；聂辉华等，2008）。
综上所述，有关企业创新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外

界环境以及企业特征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上，研究企

业其他活动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匮

乏。基于此，本文选取企业的避税行为作为研究对

象，探讨其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填补了相关领域

的空缺。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不同于企业其他的日常经营活动，企业技术创

新活动的产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且融资成本和

调整成本也相对较高（Hall，2002）。这些特征使得企

业的创新过程具有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并可能会

引发道德风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点：一是企业和

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技术的专有性以及

研发活动的高度保密性，同时为了防止技术被窃取

或模仿，企业在进行研发活动时往往不愿意向外界

披露较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披露的有关创

新项目的信息质量比较低（Anton和Yao，1998）。在
技术创新活动中，外界的资本市场相对于企业就像

“柠檬市场”，其获取的有关企业研发的信息有限，尤

其是针对周期相对较长的研发项目信息。短期的项

目往往较容易判断风险，长期项目由于流程更为复

杂、研发周期更长，因而具有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

等特征，投资者很难从中区分优劣，从而会比一般的

投资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Leland和Pyle，1977）。基
于上述原因，企业在进行研发投资时面临的外部融

资成本要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二是研发活动可能引

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这类似于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

问题而导致的道德风险，一方面，经理人可能会做出

一些损害股东利益的利己行为（如过度投资或投资

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企业可以通过负债的方式减

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来缓解这一问题，但这会增加

外部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对风险的厌恶和规

避，经理人往往不愿意进行不确定性较大的高风险

投资，这将增加企业经营的代理成本，产生代理问题

（Chen和Chu，2005）。上述由企业技术创新所引发

的一系列问题会增加研发项目投资收益的不确定

性，导致投资者和债权人会索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作

为补偿，这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基于以上原因，

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会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

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他资产却存

在减值或跌价风险或是周转困难等问题，现金流比

其他资产更为可靠。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税金支出

（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占现金流出的很大一部分，会

影响企业各种活动。目前，针对中小企业和成长期的

企业，较多国家通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税收

减免、科技补贴）来激励其进行创新投资，政府这一

系列政策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Campodonico
等，2016）。然而，对于那些未享受到税收优惠的企

业，合理避税为其增加现金流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

路。一方面，企业避税通过“现金流入效应”增加了企

业的现金，同时增加了股东未来的现金流入，在这种

情况下股东会减少其当期要求的资金回报，企业的

权益融资成本会降低，这对于开展投资活动（例如研

发投入活动）有着积极影响；另一方面，Gordon等

（2001）研究发现小规模公司的负债结构更易受到所

得税税率的影响，因此其更愿意使用自有资本满足

资金需求，此时企业开展合理的避税活动能降低实

际所得税税率。基于此，我们认为企业进行合理的避

税是可以通过增加现金流来促进研发创新的。

但企业在避税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其他负面问

题，从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现有研究显示，企业的

避税活动背后可能伴随着复杂的财务交易和财务操

纵行为，它们将引发企业财务信息系统失灵，加剧企

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经理人缺乏有效的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可能通过寻租、过度投资、在

职消费等机会主义行为来攫取私利（Desai等，2007；
Atwood等，2010；Blaylock，2012），因此，即使企业通

过避税增加了现金流，经理人也可能会规避创新活

动，不会将避税产生的现金用在高风险且不确定性

大的研发投入上。同时，由避税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

和道德风险问题会加大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带

来更大的风险，但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导致投

资人和债权人会索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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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成额外的“交易费用”，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

（Hasan等，2014）。原本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已一定

程度地制约着企业的创新活动，此时融资成本的进

一步增加更会抑制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因此，企业因合理避税带来的现金流的增加是

否能真正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对

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立假设：

Ha：企业的合理避税行为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活动。

Hb：企业的合理避税行为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

新活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选自2008 ~ 2014年沪深交易所的A股

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剔除ST/PT或退市以及数

据有缺失的样本，共得到 5648个观测值。为了避免

极值的影响，对模型中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各1%的

缩尾处理。其中，企业名义税率的数据来自Wind数
据库，企业研发投入数据来自同花顺数据库，各省份

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出版的王小鲁、樊

纲、余文静编著的《中国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其

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相关的数据处理

和回归分析采用Stata 13.0软件完成。

（二）回归模型建立

本文建立模型（1）进行回归来验证Ha以及Hb：
RD=β0+β1TAX+β2size+β3age+β4lev+β5soe+

β6ppe+β7ocf+β8bm+β9shrt+β10shrz+β11bdsz+
β12bdindt+β13mshr+β14mkt+year+indr+ε （1）

其中，因变量RD代表企业的研发投入，为期末

资产标准化后的R&D投入（R&D/期末资产）。自变

量TAX为企业避税程度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刘行

和叶康涛（2013）对于避税的衡量方法，分别使用了

rate（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lrate（rate的五年平

均值）、BTD（会计—税收差异）、DDBTD（扣除应计

影响利润后的会计—税收差异）以及企业避税综合

指标 taxavoid五个指标来衡量，指标的取值越大代

表企业的避税程度越大。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size
为公司规模，等于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age为
企业上市年数；lev为企业财务杠杆；soe为股权性

质，为国有控股公司取值 1，否则为 0；ppe为固定资

产比例，等于年末固定资产总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ocf为经营现金流，等于年末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占

年末营业收入的比例；bm为账面市值比；shrt为股权

集中度，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z为股权制衡

度，等于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bdsz为
董事会规模，等于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bdindt为独

立董事比例；mshr为管理层持股比例；mkt为市场化

指数。此外，模型还控制了行业（indr）和年度（year）。
（三）关键变量衡量

1. 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现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

出发，主要将企业研发投入、无形资产与专利作为替

代指标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本文参考赵

晶和孟维烜（2016）的做法，用研发投入（R&D投入）

衡量企业创新水平。由于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研

发投入差距较大，因此参考李春涛和宋敏（2010）以
及鲁桐和党印（2014）的做法，将企业研发投入用期

末资产标准化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此外，考

虑到目前的会计准则规定自 2007年起上市公司对

研究与开发费用的费用化与资本化部分分开披露，

公司应该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开发支出的

本期增加额，本文选择 2008 ~ 2014年作为样本年度

区间。

2. 企业避税程度。现阶段，有两大类衡量企业

避税的方法被广泛用于学术研究（Hanoln 和

Heitzman，2010）。对于第一类避税指标，国外的研究

多采用实际税率（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总利润）来

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但是在我国背景下，税制在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有较大差异，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

的各种税收优惠使得我国企业采用的税率不尽相

同，若直接采用实际税率可能造成企业间的不可比。

为了使避税的测量更符合我国实际，本文采用名义

税率减去实际税率的差来测量避税程度（陈旭东等，

2011；刘行和叶康涛，2013），命名为 rate。此外，由于

我国的税收优惠或者税务纠纷持续的周期较长，仅

仅使用当期的实际税率衡量企业避税是不恰当的。

因此，本文参考Dyreng等（2008）以及刘行和叶康涛

（2013）的做法，使用名义所得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

税率之差的五年平均值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命名

为 lrate。第二类避税指标则是采用会计—税收差异

（BTD）来刻画避税程度。一般而言，会计—税收差

异代表会计上的收益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

其不仅代表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差异，也反映了

企业避税的结果（Plesko，2002；Desai，2003）。Desai和
Dharmapala（2009）提出可使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

后的会计—税收差异（DDBTD）来刻画企业的避税

程度，公式如下：

BTDit=αTACCit+μi+ξ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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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ACC 表示总应计利润

［（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

流）/总资产］；μi表示公司 i在样本期

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ξit表示 t年度残差

与公司平均残差μi 的偏离度。DD⁃
BTD=μi+ξit，表示BTD中不能被应计

利润解释的部分。上述指标被Kim等

（2011）、陈旭东等（2011）、刘行和叶康

涛（2013）广泛运用于避税研究中。上

述四个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的避税

程度越髙。此外，基于篇幅的考虑，同

时为了方便下文进一步分析的进行，

本文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3）的做

法，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了四个

变量的主成分，构建了一个避税综合

指标 taxavoid，该变量取值越大，代表

企业避税程度越高。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在表 1的五个避税指标中，除

了 rate的均值小于零，其他四个避税

指标（lrate、BTD、DDBTD、taxavoid）
的平均值均为正，说明当前企业普遍

存在避税行为，此外避

税指标的均值与中位数

的值相差不大，基本符

合正态分布；企业按资

产标准化后的研发投入

RD 的均值为 0.017，最
小值为正，企业的研发

投入占期末资产的比例

大约为 1.7%，比例相对

较低，说明当今企业虽

然普遍存在创新行为，

但创新的意愿和强度不

大，RD中位数为 0.016，
与平均值相差不大，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二）相关性分析

表 2为模型中主要变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矩

阵，由于篇幅有限，其他变量未列出。

由表 2 可以看出，五个避税指标（rate、lrate、
BTD、DDBTD和 taxavoid）间皆为正向关系，相关性

较高且基本都显著，说明这五个避税指标的指向是

一致的，一方面验证了避税指标设置的合理性，另一

方面说明五个指标可以从不同维度测度企业的避税

程度。此外，有四个避税指标与研发投入RD间的相

关系数皆显著为正，初步说明企业的避税行为可以

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体结论待进一步检验。

变量符号

rate

lrate

BTD

DDBTD

taxavoid

RD

size

age

lev

soe

ppe

ocf

bm

shrt

shrz

bdsz

bdindt

mshr

mkt

变量名称

名义税率与实际
税率的差

rate的五年平均值

会计—税收差异

扣除应计利润影响
后的会计—税收差
异

企业避税综合指标

研发投入

公司规模

上市年数

财务杠杆

股权性质

固定资产比例

经营现金流

账面市值比

股权集中度

股权制衡度

董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

管理层持股比例

市场化指数

样本数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5648

均值

-0.225

1.160

0.065

0.060

0.000

0.017

21.739

7.227

0.382

0.345

0.237

4.907

0.818

0.362

0.662

2.956

0.369

0.153

7.477

中位数

0.263

0.839

0.054

0.054

-0.003

0.016

21.584

5.000

0.380

0.000

0.212

4.607

0.616

0.352

0.508

3.000

0.333

0.002

7.660

标准差

11.392

7.352

0.050

0.068

1.039

0.015

1.089

5.593

0.193

0.475

0.137

6.821

0.717

0.145

0.576

0.277

0.052

0.221

1.668

最小值

-58.532

-29.679

-0.000

-0.158

-5.263

0.000

19.289

1.000

0.042

0.000

0.010

-17.698

0.030

0.036

0.021

2.236

0.300

0.000

2.530

最大值

47.602

26.763

0.261

0.282

3.825

0.067

25.078

20.000

0.955

1.000

0.668

25.741

9.622

0.885

2.657

3.873

0.571

0.706

9.950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

rate
lrate
BTD

DDBTD
RD

taxavoid
shrt
bdsz
mkt

rate
1.000

0.593∗∗∗
0.110∗∗∗
0.043∗∗∗
0.052∗∗∗
0.679∗∗∗
0.003

-0.033∗∗
-0.016

lrate

1.000
0.042∗∗∗
0.011
0.024∗

0.629∗∗∗
0.008
-0.021

-0.051∗∗∗

BTD

1.000
0.590∗∗∗
0.120∗∗∗
0.673∗∗∗
0.013
-0.009
0.026∗∗

DDBTD

1.000
0.024∗

0.622∗∗∗
0.016

0.044∗∗∗
0.011

RD

1.000
0.086∗∗∗
-0.030∗∗
-0.079∗∗∗
0.287∗∗∗

taxavoid

1.000
0.015
-0.008
-0.011

shrt

1.000
-0.015
0.018

bdsz

1.000
-0.192∗∗∗

mkt

1.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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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将模型中连续变量

去中心化处理后，代入模型进行分析，此外由

于因变量RD的取值普遍较小，回归时将RD
乘以 100以改变量纲，此时自变量前的系数

代表的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RD 将变动

0.01个单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表 3 中，避税指标 rate、lrate、BTD、

DDBTD以及 taxavoid前的系数在 1%的水平

上皆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企业的合理避税行为确实可以促进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动，验证了Ha。这说明一方面，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具有较高的信息不对

称性，外界获取的有关企业研发的信息有限，

企业在进行研发投资时面临的外部融资成本

要高于内部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活

动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和债权人

会索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将增加企

业的融资成本。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

会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较高的外部融资成

本要求企业须有充足的内部资金，而企业的

避税活动通过“现金流入效应”增加了企业的

现金，对于开展投资活动（例如研发投入活

动）有着积极影响；此外，企业进行合理避税

能降低实际所得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倾向于更多地利用自有资本和股权融资来满

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尽管企业避税可能存在

代理问题等负面影响，但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足以掩盖其正面作用，总体上，企业避税可

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此外，企业的经

营现金流ocf与RD的关系基本显著为正，说

明当企业有较为充足的现金流时，研发活动

会更广泛，上述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观点一

致。企业规模 size与RD的关系显著为负，说

明小企业为了扩张、市场占有等原因会增加

创新活动，这与 Jaffe（1988）的观点一致。

六、进一步分析

（一）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1. 问题提出与模型设定。根据前文的分

析，企业避税活动的背后可能伴随着复杂的

财务操纵和交易行为，它们将使企业的财务

信息系统失灵，加剧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

度。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看，企业的

rate

lrate

BTD

DDBTD

taxavoid

size

lev

soe

ocf

ppe

age

bm

shrt

mshr

shrz

bdsz

bdindt

mkt

截距

行业

年度

R2

N

（1）

0.0041∗∗∗
（4.690）

-0.4146∗∗∗
（-5.242）

0.1504
（1.054）

0.0442
（0.778）

0.0100∗∗∗
（5.507）

-0.1967∗∗
（-2.513）

0.0386
（0.731）

-0.0055
（-0.164）

0.4375∗
（1.653）

0.6994∗∗
（2.572）

0.0245
（0.620）

0.3896∗∗∗
（5.907）

-0.0177
（-0.075）

0.0213
（0.622）

-1.6685∗∗∗
（-14.374）

控制

控制

0.3411

5648

（2）

0.0058∗∗∗
（3.527）

-0.4081∗∗∗
（-5.087）

0.1397
（0.962）

0.0443
（0.751）

0.0102∗∗∗
（5.702）

-0.1907∗∗
（-2.424）

0.0465
（0.827）

-0.0131
（-0.377）

0.4804∗
（1.928）

0.6705∗∗
（2.493）

0.0257
（0.638）

0.3843∗∗∗
（5.723）

-0.0486
（-0.214）

0.0239
（0.681）

-1.6192∗∗∗
（-12.296）

控制

控制

0.3400

5648

（3）

2.7470∗∗∗
（3.906）

-0.4014∗∗∗
（-4.778）

0.2426
（1.552）

0.0541
（0.940）

0.0067∗∗∗
（4.324）

-0.0780∗
（-1.698）

0.0313
（0.640）

0.0298
（0.911）

0.3153
（1.078）

0.6713∗∗
（2.293）

0.0036
（0.091）

0.3717∗∗∗
（5.715）

0.0245
（0.123）

0.0216
（0.619）

-1.6772∗∗∗
（-15.550）

控制

控制

0.3456

5648

（4）

2.4402∗∗∗
（3.703）

-0.3991∗∗∗
（-5.383）

0.1670
（1.263）

0.0452
（0.781）

-0.0122∗∗
（-2.393）

-0.1589∗∗
（-2.227）

0.0307
（0.587）

-0.0089
（-0.244）

0.4129
（1.611）

0.6725∗∗
（2.503）

0.0158
（0.415）

0.3772∗∗∗
（5.647）

-0.0288
（-0.128）

0.0240
（0.682）

-1.6540∗∗∗
（-13.607）

控制

控制

0.3404

5648

（5）

0.1221∗∗∗
（6.154）

-0.4286∗∗∗
（-5.135）

0.2255
（1.523）

0.0558
（0.963）

0.0026∗
（1.862）

-0.1508∗
（-1.866）

0.0483
（0.883）

0.0175
（0.536）

0.3901
（1.406）

0.6977∗∗
（2.399）

0.0221
（0.541）

0.3824∗∗∗
（5.705）

-0.0200
（-0.087）

0.0216
（0.613）

-1.6589∗∗∗
（-14.135）

控制

控制

0.3447

5648

表 3 企业避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

中列示的为 t值；被解释变量为RD（期末资产标准化后的研发投

入）；第（1）~（5）列分别为 rate，lrate，BTD，DDBTD和 taxavoid的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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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避税行为可能会产生代理问题，一方面，按照自

由现金流假说（Michael C. Jensen，1986）以及现金耗

费假说的思想，企业可能存在管理者通过寻租、过度

投资、在职消费等机会主义行为攫取私利的风险

（Desai等，2007；Atwood等，2010；Blaylock，2012），因
此即使企业通过合理避税增加了现金流，管理层可

能也会用其进行过度投资或者将其用于在职消费，

而非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大股东可能会通

过资产侵占来转移资产，包括企业通过各个渠道获

得的现金，从而导致企业的投资不足，尤其是创新活

动的投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避税所带来的现

金流增加因被管理者或大股东不合理运用或侵占而

使企业的创新活动受阻，同时成为企业的一种代理

成本。按照现代企业治理理论，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

能一定程度上抑制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使税

收规避能够更多地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张兆国等，

2015）。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由代理问题引发的

公司治理机制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Holm⁃
strom，1989；O'Cornor 和 Rafferty，2012）。Hiller 等
（2011）也发现，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于企业技

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主要包括董事会、股东和激

励机制三个层面。本文选取股东层面的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

探讨公司治理对于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活动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从股权结构上来看，根据目前的研究结

果，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Shleifer 和
Vishny（1986）在其经典论文中指出，在企业存在控

股股东的情况下，股价上涨会使控股股东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趋同，使其有动力对管理层进行更为有效

的监督，从而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和“搭便车”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管理层的行为。此外，鲁桐和党

印（2014）也表示，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可以减少两权

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较高的股

权集中度可以缓解企业避税产生的代理问题，规制

管理层的行为，促使其将避税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增

加投放到研发活动中去，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

水平。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综合避税

指标 taxavoid和公司治理的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 shrt的交乘项，来探究公司治理对于企业避

税和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建立如下：

RD=β0+β1taxavoid+β2taxavoid×shrt+β3size+
β4age+β5lev+β6soe+β7ppe+β8ocf+β9mb+β10shrt+
β11shrz+β12bdsz+β13bdindt+β14mshrt+β15mkt+

year+indr+ε （3）
前文中构建了包含四个避税指标（rate、lrate、BTD

和DDBTD）以及一个避税综合指标 taxavoid 的模

型。由于篇幅有限，此处选取避税综合指标 taxavoid
作为企业避税的代理变量，其与公司治理的代理变

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rt的交乘项的系数用来衡

量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

2. 回归结果与分析。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4
第（1）列所示。

由表 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taxavoid×shrt（企

业避税指标和股权集中度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企业避税

和技术创新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结果揭示，有效的

内部治理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规制

管理层的行为，是促进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因素。而

股权的集中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同，可以更好地监

督管理层的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将避税产生的现金

流增加投放到研发活动中。以上回归结果表明，良好

的公司治理确实可以缓解企业由于两权分离产生的

代理问题，对于企业避税和创新活动有着正向的调

节作用。

（二）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1. 问题提出与模型设定。企业在日常经营以及

投资决策活动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企业

内部因素的作用，还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其中较

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在

我国，地区的立法和法规制定能力相对有限，市场化

水平更多地反映了制度实施的保障程度，也部分地

反映了法制的完善程度。樊纲、王小鲁和余文静

（2017）认为市场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体

制转轨的全过程。根据其研究将市场化解构为：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

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程度

和法律制度环境几个部分。当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

平越高时，说明该地区政府对市场干预相对越少，非

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越大，产品和要素市场越发达，中介组织发展和法律

保障机制越完善。现有学者已从政府干预（黄兴孪

和沈维涛，2009；王凤荣和高飞，2012；）、法制水平

（郭华等，2016）、金融发展（袁云峰和黄炳艺，2011；
米展，2016）等方面探讨了市场化程度的几个分支对

企业行为以及企业业绩的影响，发现较高的市场化

程度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业绩的提升均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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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了市场化程度与区域创

新的关系（冯宗宪等，2011；孙晓阳和詹祥，2016），发

现市场化程度可以促进地区创新能力和效率。根据

现有研究推断，一方面，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市

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企业所处地区的中

介组织发展和法律等规章制度越完善，在外部的制

约下，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投资行为也会越有保障；另

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可以促进区域的创新能力，该地

区的企业由于产业集群或技术交流等会彼此间正向

影响，进而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我

们认为完善的市场环境可以规范企业的避税行为，

使避税产生的现金流被有效投放到技术创新活动

中，即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企业避税和

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综合避税指

标 taxavoid和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指数mkt的交乘

项来探究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避税

和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建立如下：

RD=β0+β1taxavoid+β2taxavoid×mkt+β3size+
β4age+β5lev+β6soe+β7ppe+β8ocf+β9mb+β10shrt+
β11shrz+β12bdsz+β13bdindt+β14mshrt+β15mkt+
year+indr+ε （4）

2. 回归结果与分析。由表 4第（2）列的结果可

知，企业综合避税指标 taxavoid和市场化指数mkt的
交乘项（taxavoid×mk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确实可以正向调节企业

避税和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验证了前述猜想。

回归结果说明，市场化指数是一个较为综合的指标，

其涵盖了企业所处的法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

等概念。较高程度的市场化进程意味着该地区的法

制、金融、政治等条件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这对于企

业的经营发展、投资决策都有着较好的规范和引导

作用。在这种较好的外部环境规制下，企业的避税行

为可以受到较好的监督和约束，企业避税行为产生

的正面效果会被放大，负面影响会一定程度上缩小，

总体上产生较为显著的积极效应，使避税产生的现

金被更好地投入研发活动中，正向调节避税和研发

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从多个方面进

行了稳健性测试，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囿于篇

幅不再报告。稳健性测试主要包括：

1. 模型分析方法方面。在分析时，分别从企业、

年度和与行业维度进行了 cluster处理，结果无实质

性改变。此外查看了回归结果的VIF，未发现模型具

有严重共线性。

表 4 股权集中度和市场化程度
对于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taxavoid×shrt

taxavoid×mkt

taxavoid

size

lev

soe

ocf

ppe

age

bm

shrt

mshr

shrz

bdsz

bdindt

mkt

截距

行业

年度

R2

N

（1）

0.3250∗∗∗
（5.060）

0.1244∗∗∗
（6.921）

-0.4236∗∗∗
（-4.835）

0.2027
（1.343）

0.0498
（0.875）

0.0022∗
（1.743）

-0.1446∗
（-1.954）

0.0495
（0.892）

0.0218
（0.667）

0.3522
（1.268）

0.7332∗∗∗
（2.602）

0.0177
（0.457）

0.3889∗∗∗
（5.552）

-0.0693
（-0.291）

0.0216
（0.617）

-1.6580∗∗∗
（-14.162）

控制

控制

0.3462

5648

（2）

0.0240∗∗∗
（3.589）

0.1285∗∗∗
（8.836）

-0.4428∗∗∗
（-5.391）

0.2564∗
（1.763）

0.0585
（1.017）

0.0025∗
（1.709）

-0.1446∗
（-1.829）

0.0512
（0.935）

0.0120
（0.355）

0.3345
（1.184）

0.7084∗∗
（2.421）

0.0208
（0.513）

0.3892∗∗∗
（6.035）

0.0041
（0.018）

0.0354
（0.924）

-1.6364∗∗∗
（-13.690）

控制

控制

0.3457

5648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列示的为 t值；被解释变量为RD（期末资产标准化

后的研发投入）；第（1）列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

避税和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第（2）列为企业所处地

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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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分类变化。根据行业代码的第一位和前

三位分别对行业进行分类，代入模型进行回归，未发

现结论有实质性改变。

3. 避税指标调整。在进一步分析中，将四个避

税指标（rate、lrate、BTD和DDBTD）分别与公司治

理指标以及市场化指数进行交乘回归，结果与综合

避税指标 taxavoid交乘项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4. 技术创新活动衡量指标的调整。从产出的角

度考虑，用企业专利的申请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创新

活动，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七、研究结论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其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源

动力，而充足的现金流是支撑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

基础。本文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为落脚点，以

2008 ~ 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

实证探讨了企业的合理避税行为对其创新活动的影

响。结果发现，企业的避税行为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

创新；但企业的研发活动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高风

险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性面临着外界的融资约束，在

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研发活动倾向于使用内部资金。

在企业现金流不稳定或不足以支撑潜在的研发时，

企业的合理避税为其创新投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企业的避税行为可以通过增加现金流缓解企业的资

金压力，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尽管企业避税的同时

可能带来代理问题等负面影响，但其产生的负面影

响不足以抵消其正面作用，总体而言，企业避税可以

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地，探讨了企业的

内部治理以及外部环境对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可以缓解由于

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促使企业避税产生的现

金流更多地投放到研发活动中。同时，市场化程度代

表着法制、经济发展、政治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发展

程度，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规范企业的避税行为，

监督管理层的资金投放，正向影响企业避税和技术

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

对于政府机构、税务机关以及企业自身都具有参考

价值。税务机关在明确企业税负对于企业研发活动

开展的影响后，可以更好地制定税收政策，通过税收

减免的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在日常经

营活动及投资活动中，应该建立更为完善的内部治

理机制，规范企业的行为，使得资金流投放更加准

确、高效；政府等有关监管机构可以积极引导企业进

行制度和技术创新，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更加积极地

推进市场规则的改良，提升市场的有效性、公平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于企业避税和技术创新活动的

影响机制可做进一步探讨，使结论更加丰富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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