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高管团队（TMT）管理自主权决定了高层管理

者进行战略决策的空间与范围，直接影响着企业的

发展规划、市场开发、技术创新等方面，与企业的发

展联系密切。股权结构则决定了企业经营决策权的

分配，并直接作用于公司治理机制，最终对企业绩效

产生影响。股权结构过于分散可能导致“搭便车”现

象，而过于集中则会造成“一股独大”的局面，合理的

股权结构对于改善企业绩效至关重要。

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学

者都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根据对以往文献的回顾

可知，许多学者只是研究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影响关系，鲜有文献对股权结构作用于管理自

主权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传导路径进行研

究。另外，高管团队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话语权的分

配对其决策选择产生影响，而不同的战略决策会导

致企业绩效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高管团队的决策

能力不仅与领导权和股权制衡度有关，还依赖于高

管团队能够在多大限度内进行自主决策。因此，本

文借鉴温忠麟（2004）的中介效应方法，以中小板制

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股权结构与企业绩

效传导路径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管理自主权作为中

介变量，揭示其传导黑箱，以期能改善企业治理

模式，优化股权结构，提升企业绩效，促进企业稳健

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为了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国内外学者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Berle和Mean
（1932）最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股

权分散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作用。王晓巍、陈逢博

（2014）对我国26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存在回归式

抛物线的关系，且第一大股东获得企业控制权不利

于企业价值的提升。Atting等（2013）研究发现，提高

股权制衡度可以约束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并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徐莉萍等（2006）研究发

现，在民营和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

效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且股权集中度越高，控

股股东有效控制的公共利益的激励作用就越大，从

而限制了大股东为了私利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但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Holderness、
Sheehan（1988），Omrana等（2008）研究发现，股权结

构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白重恩等

（2005）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

显著负相关，两者呈U形曲线关系，同时股权制衡

度越高，企业对经营管理的监督力越强，小股东权益

越能受到保护。董斌、张振（2015）研究发现，董事会

规模与国有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显著

负相关，同时两职合一与企业绩效不显著负相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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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山、李春米（2009）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

中度、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

相关，国家控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技术效

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李斌和孙月静（2007）研
究发现，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股权结构与公司绩

效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在企业的发展初期，

集中性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我国民营企业绩效改善，

成熟阶段的股权分散有利于强化股权监督力，且股

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谢芳（2011）
研究发现，企业绩效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与股

权集中度存在向右上倾斜的凹型曲线关系，与董事会

独立性、管理层持股比例都不显著相关，且民营企业

资本结构优于国有企业。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限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权结构

与公司绩效显著相关。

Hambrick、Finkelstein（1987）开创性地提出了管

理自主权概念，他们认为管理自主权是管理者在决

策时所拥有的行为自由度，并受到外部环境、组织和

管理者个人三个维度的影响，是这种复杂过程的综

合结果。此后，大部分学者都是根据这三个维度对管

理自主权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组织维度对管理自

主权进行研究。Li、Tang（2010）从环境、组织层次两

方面测量管理自主权，其中组织层次包括公司年龄、

公司规模、公司无形资源以及两职合一（董事长兼任

CEO）。Hambrick、Crossland（2011）研究认为，管理自

主权主要受两个关键因素制约：一是管理者做出的

决策是否符合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二是管理者是否

有能力不受利益相关者的干扰和惩罚而实施决策。

高遐等（2012）从任务环境及组织内部状况两方面，

对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CEO管理自主权进行

了探讨，并构建了管理自主权的多指标衡量体系，其

中组织内部状况分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

度、资源丰足度和内部政治条件。吴淑琨等（1998）研
究发现，法人股东持股比例、监事会人数、执行董事

持股比例、企业绩效与两职合一均不显著相关，只有

企业规模与两职合一存在显著正向关系。Burkart、
Gromb（1997）研究发现，严密的大股东控制在事前

会对经理产生约束，致使其自主性以及对企业的非

契约性投资降低。Aghion和Tirole（1997）研究发现，

股权越集中，控股股东行使经理选择权的能力越强，

对经理自主权产生的压力越大。

Finkelstein（1998）选取公司所在行业集中程度、

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强度、所选市场的成长能力、研发

强度、营销支出费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公司独

立董事数量、经理或总裁任职年限和所持股比例以

及企业聘用的证券专业人员数量等诸多指标构建计

量模型，对管理自主权进行了分析。李有根（2002）研
究发现，为了激励经理努力工作或者防御敌意收购，

经理的持股水平会有所提高，同时也会提高经理持

股的自主权效应。陈静（2007）利用资本结构、股权结

构和董事会构成对组织层次的管理自主权进行了测

算。张骁和章咪（2016）通过高管团队平均任期、高管

团队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中的高管成员比例来衡量

高管团队自主权，认为持有公司较多股份的高管团

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管理自主权更大。李有根、赵

西萍（2004）假设以经理自主权为中介变量，运用布

卡特和格罗姆模型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

行验证，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不仅体现了股东的权力

分配关系，也是股东实现其合法权利的治理机制，股

权集中度越高，则受约束的经理的努力程度越高，越

能改善产出效果，但是经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公

司绩效的关系不存在中介传导效应。因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2：在其他限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自主

权与股权结构显著相关。

Burkart、Gromb（1997）研究发现，随着大股东股

权的上升，经理的努力呈现为单调递减的凹形曲线，

股东监督能力则呈相反的单调递增的凸形曲线。李

维安、李汉军（2006）在排除企业规模和风险的前提

下，根据 1999 ~ 2003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

据，对股权结构、高管激励、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

考察，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 40%时，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高管激励与企

业绩效无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 ~ 40%之间

时，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形曲线关

系，且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小于 20%时，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显著负

相关，且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无关。安维东、张莉艳

（2015）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产权性质和股权结构

为解释变量，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研

究发现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

民营零售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显著正相关，

国有零售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不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

谢华、朱丽萍（2014）对股权结构、内部控制、企

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股权集中度对

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提升有积极影响，而且内

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监督力越强，企业绩效越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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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改善。黄贤环（2016）以内部控制为中介变量，对其

与高管薪酬激励、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

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内

部控制有效性对高管薪酬激励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

系存在部分中介传递效应。谢芳（2011）基于 2004 ~
2008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综合研究了股

权结构、董事会独立性、高管激励、债务治理因素与

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证明股权结构、股票

期权计划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

性、债务治理与企业财务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其他限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自主

权是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

在中介传递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对 2013 ~ 2015年我国深市中小板上市公

司的经验数据进行考察，将数据按照以下规则进行

筛选：①剔除 ST、∗ST、SST、PT等类公司，因为此类

公司存在财务问题，数据不能反映一般情况；②剔除

净资产为负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会导致实证结果

产生偏差；③剔除相关资料不完整、数据残缺的公

司；④剔除上市不满一年的公司。经过以上处理，最

终选取深市中小板125家上市公司、375个数据观测

值进行研究，其中国有控股公司 65个、非国有控股

公司60个。

本文中数据样本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

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最终数据由笔者利用

Excel 2003进行筛选和计算整理得到。实证分析中

使用 SPSS 19.0对数据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

回归分析。

（二）变量界定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采取通用的做法，将总资

产收益率（ROTA）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总资

产收益率可以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综合反映企业的

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企业绩效指标（ROTA）的计算

方法为企业净利润除以资产总额。

2. 中介变量。本文在刘兵、刘佳鑫等（2015），李
有根（2004），熊风华、彭珏（2008）等研究的基础上，

选取管理自主权（Mauto）作为为中介变量，具体测

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研发强度

（RDI）以及两职合一（Duality）四个指标。其中，企业

规模为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为计算年份

减去企业注册年份；研发强度为企业研发支出与营

业收入之比；两职合一以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或

总裁表示，兼任取 1，不兼任取 0。借鉴Hmieleski和
Ensley（2007）的研究，分配给管理自主权每个衡量

指标相同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求出管理自主权指

数（Mauto）。
3. 解释变量。借鉴李维安、李汉军（2006），黄建

山、李春米（2009），唐睿明、邱文峰（2014），王振山

（2014）等的研究，笔者选取股权结构（Shareh）作为

解释变量，具体测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Vote）、机
构投资者持股比例（Rate）以及股权制衡度（Iown）
三个指标。这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Rate）是指年

末机构投资者（包括各类基金、理财、券商等投资机

构）持有股票数量与总股本数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

示；股权制衡度（Iown）是指持股比例前10名的股东

中第二名至最后一名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4. 控制变量。为了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

在刘兵、刘佳鑫等（2015），隆飞（2015），杨廷燕

（2012），李维安、李汉军（2006）等的研究基础上，本

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公司性质（Own）、营业收入增

长率（Grow）、资产负债率（Debt）、地区（Region）、行
业（Indu）、会计年度（Year）。控制变量的说明如表 1
所示。

（三）回归模型

本文将管理自主权作为中介变量，并检验其中

介传导路径。如果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和管理自主

权都有显著影响，且加入管理自主权变量后，股权结

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则表示管理自主权

是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的中介传导变量。在检验股

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中介传导效应过程中，股权结构

变量符号

Own

Grow

Debt

Region

Indu

Year

变量名称

公司性质

营业收入
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地区

行业

会计年度

变量计算方法及说明

国家控股取值1，非国家控股取值0

（本年末营业收入-上年末营业收
入）/上年末营业收入

本期末负债总额/本期末资产总额

属于计量地区取值 1，不属于则取
值0

根据2001年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指引》划分12个行业代
码

属于计量会计年度取值 1，不属于
则取值0

表 1 控制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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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理自主权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因此管理自

主权不仅是股权结构的结果，也是企业绩效的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的理论研究模型如下

图所示。

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基本关系的回归模型。

ROTA=∂0+∂1Shareh+∂2Grow+∂3Own+∂4Debt

+∑
i = 1

2 ζi Regioni+∑
i = 1

12 γi Indui+∑
i = 1

2
li Yeari+ε （1）

2. 股权结构与管理自主权基本关系的回归模

型。

Shareh=β0+β1Size+β2Age+β3RDI+β4Duality+

β5Grow+β6Own+β7Debt+∑
i = 1

2 ζi Regioni+

∑
i = 1

12 γi Indui+∑
i = 1

2
li Yeari+ε （2）

3. 股权结构、管理自主权、企业绩效基本关系

的回归模型。

ROTA=λ0+λ1Shareh+λ2Mauto+λ3Grow+

λ4Own+λ5Debt+∑
i = 1

2 ζi Regioni+∑
i = 1

12 γi Indui

+∑
i = 1

2
li Yeari+ε （3）

模型（1）检验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基本

关系，只有回归系数∂1显著才能进行下一步检验，否

则终止检验。模型（2）检验股权结构与管理自主权之

间的基本关系。模型（3）检验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

与企业绩效的中介传导效应。如果模型（3）中管理自

主权的回归系数λ2显著，且λ1比模型（1）中的系数

显著性降低，那么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

效存在部分中介传导效应；如果模型（3）中管理自主

权的回归系数λ2显著，且股权结构回归系数λ1不显

著，则表示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

完全中介传导效应。

四、实证检验与理论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的结果如表 2所示。根据表 2可知，总资产收益

率（ROTA）的最小值为-0.225，最大值为 0.320，后
者约为前者的 1.42倍，均值为 0.043，说明中小板上

市公司企业绩效差距较大，且总体水平不高；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Vote）均值为0.345，说明一股独大的

现象仍然很普遍；股权制衡度（Rate）最小值为

0.015，最大值为 3.848，均值为 0.902，说明中小板上

市公司股权制衡度总体平均水平较高，少数企业对

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处于劣势；公司年龄（Age）均
值为 14.8，说明大部分企业新成立不久，处于成长

期；两职合一（Duality）的均值为 0.291，说明中小板

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总裁的情况并不普遍；

资产负债率（Debt）最小值为0.008，最大值为0.863，
均值为0.395，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和偿债

能力差距很大，但平均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总体形

势较好，这主要是由国家控股企业负债水平过高导

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均值为0.140，说明中

小板企业成长迅速，市场环境处于健康水平。

（二）相关性分析

表 3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 Pearson
相关分析。根据表3可知，企业绩效（ROTA）与资产

负债率（Debt）在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与营业收

入增长率（Grow）在 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第一

大股东持股比例（Vote）与股权制衡度（Rate）在 1%

管理自主权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研发强度
·两职合一

股权结构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股权制衡度

企业
绩效

假设1

假设3

假设2

理论研究模型图

变量

ROTA
Shareh
Mauto
Vote
Rate
Iown
Size
Age
RDI

Duality
Debt
Grow
Own

N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极小值

-0.225
0.13
1.831
0.113
0.015
0.000
1.769
4.000
0.000
0.000
0.008

-0.511
0

极大值

0.320
1.519
9.839
0.852
3.848
0.881
7.050

34.000
0.516
1.000
0.863
3.195
1

均值

0.043
0.559
4.663
0.345
0.902
0.430
3.513

14.800
0.049
0.291
0.395
0.140
0.520

标准差

0.051
0.204
1.292
0.147
0.713
0.238
0.883
5.013
0.059
0.455
0.192
0.307
0.500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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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

规模（Size）在 5%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机构投资

者持股比例（Iown）与研发强度（RDI）、两职合一

（Duality）在 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关；企业年龄

（Age）与研发强度（RDI）在 1%的显著水平上负相

关。由表3中数据易知，各研究变量间相关系数普遍

不高，且均小于 0.5，因此初步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问题。

（三）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了深市中小板125家企业作为研究样

本，利用 SPSS 19.0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股权结

构与管理自主权，以及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

业绩效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检验结果

如表4所示。

1. 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检验。从表

4模型（1）的计量结果可知，股权结构的回归系数为

0.24，在 5%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即股权结构集中

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因此，H1得到验

证，即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另

外，回归方程F检验值为22.448，在1%的水平上通过

检验，调整后的R2为0.187，回归效果较好；模型1中
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稍微大于 1，明显小于 10，
故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D-W检验值

为2.215，略大于2，说明方程各变量不存在自序列相

关问题。

2. 股权结构与管理自主权关系的回归检验。根

据表4模型（2）的回归结果易知，企业规模的回归系

数为0.041，在1%的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这说明企业

规模越大，企业越不容易发生结构性变革，股权集中

度越高；研发强度的回归系数为-0.377，在 5%的显

著水平上负相关，说明研发强度越低的公司，股权集

中度越高；公司年龄和两职合一与股权结构不存在

显著负相关关系，未通过检验。所以，股权结构与管

理自主权存在不完全的显著相关关系，由此，H2得
到验证。回归方程的F检验值为 2.295，在 5%的显著

水平上通过检验，调整后的R2为0.024，说明回归效

果较好；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大于 1，小于 10，且
D-W检验值为 1.898，接近 2，因此回归方程各解释

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问题。

3. 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

影响的回归检验。从表4模型（3）的回归结果不难看

出，股权结构回归系数为0.024，在5%的显著水平上

正相关，且回归系数由模型（1）的0.24下降到0.024；
管理自主权的回归系数为0.003，在10%的显著水平

上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回归系数均显著并不为0，
故管理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存在不完全的中

介传导效应，由此H3得以验证。管理自主权回归系

数数值较小，可能是由研究样本总量小引起的。回归

方程的F检验值为 18.688，在 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检验，调整后的R2为0.191，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度较

好；方差膨胀因子（VIF）均略大于 1，明显小于 10，
D-W检验值为 2.222，稍大于 2，说明回归方程涉及

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问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选取 2013 ~ 2015年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

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管理自主权为中介变量，实证

分析了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股权结

注：∗∗、∗分别表示P<0.01、P<0.05。

变量

ROTA

Shareh

Mauto

Debt
Grow
Own

Vote
Rate
Iown
Size
Age
RDI

Duality

ROTA
1

0.018
0.086
0.030
0.046
0.030
-0.015
0.014

-0.312∗∗
0.302∗∗
-0.064

Vote

1
-0.738∗∗
0.420∗∗
0.107∗
0.042

-0.129∗
-0.065
0.082
-0.061
0.118∗

Rate

1
-0.276∗∗
-0.009
-0.052
0.006
0.036
-0.091
0.116∗

-0.160∗∗

Iown

1
0.291∗∗
0.009

-0.150∗∗
-0.193∗∗
0.262∗∗
-0.091
0.484∗∗

Size

1
0.054
-0.086
0.004

0.465∗∗
0.091
0.083

Age

1
-0.160∗∗
0.042
0.022
-0.030
-0.013

RDI

1
0.032

-0.237∗∗
0.007
0.107∗

Duality

1
0.074
0.047

-0.208∗∗

Debt

1
-0.013
0.179∗∗

Grow

1
-0.089

Own

1

表 3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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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管理自主权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加入中介

变量管理自主权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保持在 5%
水平上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管理自主权对股权结

构与企业绩效起到不完全的中介传递效应。这说明

公司股权越集中，越有助于促进股东对公司事务的

管理，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和企业绩效。研究结果将有

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公平的高层管理者决

策空间，降低组织惯性，促进组织股权结构的变革，

从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与企业绩效。

（二）启示

1. 改善股权结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深市中

小板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小

于50%，股权相对分散，不利于激发股东对公司事务

管理的积极性。股权相对集中可以

促使股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更加

有效地参与公司运营管理，从而有

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股权相对分

散会导致公司小股东数量众多，并

且小股东怠于参与公司的事务决

策，倾向于关注股价的波动，不利于

企业绩效的提升和公司治理结构的

优化。

2. 提升管理团队自主权。在当

前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中小板

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准确地作出决

策，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依靠管理者

个人能力，而要充分发挥团队优势。

企业应赋予高管团队更多的管理自

主权，提高高管团队的合作水平和

决策效率，从而使企业能更加迅速

地应对市场变化，抓住发展机会，提

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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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截距

Shareh

Mauto

Size

Age

RDI

Duality

Debt

Grow

Own

行业

地区

年度

Adj.R2

F值

D-W值

样本数

模型（1）：
因变量ROTA

系数

0.55∗∗∗
（6.428）

0.24∗∗
（2.035）

-0.083∗∗∗
（-6.581）
0.048∗∗∗
（6.198）

0.002
（0.318）

控制

控制

控制

0.187
22.448∗∗∗

2.215
375

标准
误差

0.09

0.012

0.013

0.008

0.005

VIF

1.009

1.033

1.016

1.042

模型（2）：
因变量Shareh

系数

0.509∗∗∗
（9.283）

0.041∗∗∗
（2.825）
-0.003

（-1.296）
-0.377∗∗

（-2.014）
-0.013

（-0.527）
-0.122∗

（-1.746）
0.047

（1.380）
0.019

（0.863）
控制

控制

控制

0.024
2.295∗∗
1.898
375

标准
误差

0.055

0.014

0.002

0.187

0.024

0.070

0.034

0.022

VIF

1.509

1.035

1.132

1.077

1.659

1.025

1.131

模型（3）：
因变量ROTA

系数

0.04∗∗∗
（3.399）
0.024∗∗

（2.091）
0.003∗

（1.769）

-0.086∗∗∗
（-6.770）
0.049∗∗∗
（6.231）

0.002
（0.386）

控制

控制

控制

0.191
18.688∗∗∗

2.222
375

标准
误差

0.012

0.012

0.002

0.013

0.008

0.005

VIF

1.010

1.017

1.050

1.016

1.044

表 4 多元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括号内数据为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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